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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领域进展情况　（７５）

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７５）

健全为老服务体系　（７５）

均衡配置城乡公共服务　（７５）

２０１６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７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７６）

新农村建设　（７９）

概况　（７９）

保障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　（７９）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７９）

推进农村村庄改造长效管理　（７９）

提高农民保障水平　（７９）

开展文化“三下乡”活动　（７９）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７９）

概况　（７９）

邮轮滨江带“十三五”规划落地　（７９）

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后续工程　

（７９）

推进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　

（７９）

宝杨路圈围地块出让　（７９）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运营保持快速增长

　（７９）

提高邮轮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　（７９）

举办 ２０１６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７９）

“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揭牌　

（７９）

举办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论

坛　（８０）

推动邮轮企业落户宝山　（８０）

监察与纠风　（８０）

概况　（８０）

协同推进政府目标管理试点工作　

（８０）

加强行政监察和效能监察　（８０）

强化行政问责　（８０）

政府法制　（８０）

概况　（８０）

组建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库　（８０）

行政复议案件办理　（８０）

行政诉讼案件应诉　（８０）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８０）

审查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及违法建筑强

制拆除　（８１）

推进基层依法行政　（８１）

开展行政执法人员清理　（８１）

信访　（８１）

概况　（８１）

中央信访督察组到宝山督查　（８１）

落实分级分责解决信访矛盾制度　

（８１）

限时办理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

　（８１）

对接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上海分系统　

（８１）

人事人才　（８２）

概况　（８２）

公务员招录　（８２）

公务员培训　（８２）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　

（８２）

助推群团改革　（８２）

建立“新录用公务员成长纪实档案”网

站　（８２）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考核　（８２）

事业单位招聘与管理　（８２）

军转干部安置与管理　（８２）

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８２）

完善社区工作者薪酬　（８２）

开展工资薪酬日常相关工作　（８３）

配合开展相关薪酬福利改革工作　

（８３）

疗休养及健康体检与退休人员管理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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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人才服务政策环境　（８３）

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８３）

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８３）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８３）

建立邮轮博士后工作室　（８３）

开展“三支一扶”工作　（８３）

社区建设和管理　（８３）

概况　（８３）

推进“１＋６”工作　（８４）

优化镇域治理　（８４）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８４）

外事　（８４）

概况　（８４）

规范出国（境）管理　（８４）

主要出访团组　（８４）

接待境外主要访问团组　（８５）

举办“２０１６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活动

　（８５）

举办“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活动　

（８５）

侨务　（８５）

概况　（８５）

关注侨界民生　（８５）

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全国社区侨务示范

点”　（８５）

宝山区侨商获宝山慈善之星称号　（８５）

女侨胞座谈会召开　（８５）

香港九龙西区访问团到访宝山　（８６）

举办侨务工作培训班　（８６）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８６）

举办侨资企业合法经营专题讲座　（８６）

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完成换届　（８６）

台湾事务　（８６）

概况　（８６）

市台联党组书记到宝山调研　（８６）

举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４周年”系

列活动　（８６）

台北薇阁学校与吴淞中学开展友好交流

　（８６）

台湾各界人士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８６）

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

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８７）

举办“涉台宣传教育月”活动　（８７）

屏东县社区干部到访宝山　（８７）

全区基层对台工作会议召开　（８７）

桃园市中坜区里长参访团到访宝山　

（８７）

台北市大同区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７）

举办２０１６“海峡杯”篮球邀请赛　（８７）

区台胞台属联谊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８７）

台湾中评社采访团采访宝山　（８７）

承办市台联工作例会　（８７）

举办“同根同源中华情”书画摄影展　

（８７）

机关事务管理　（８７）

概况　（８７）

强化区级机关大院安保设施　（８７）

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８８）

规范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８８）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８８）

做好后勤服务保障　（８８）

对口支援　（８８）

概况　（８８）

推进产业援疆、就业援疆　（８８）

慰问宝山援（驻）疆干部和人才　（８８）

对口帮扶江西兴国县　（８８）

完成三年对口援疆任务　（８９）

完成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８９）

合作交流　（８９）

概况　（８９）

山东省邹城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８９）

浙江省湖州市教育考察团到访宝山　

（８９）

各地在区投资企业协会完成换届　（８９）

组团参加第十二届“喀交会”　（８９）

四川省攀枝花市妇联工作考察团到访宝

山　（８９）

考察深圳高科技企业　（８９）

举办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８９）

组团参加香格里拉第三届特色产品展销

会　（８９）

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　（９０）

邀请区域内部分部市属企业参加中国共

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开

幕式　（９０）

综合经济管理　（９０）

概况　（９０）

完成区“十三五”规划编制　（９０）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９０）

落实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　（９０）

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１＋９”支持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执行情况　（９０）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９０）

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　（９０）

推进重点地区建设　（９１）

落实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建设　（９１）

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９１）

推进去低效产能　（９１）

推进节能减排　（９１）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９１）

市场价格管理　（９１）

市场价格监测　（９１）

涉案财产价格鉴定　（９１）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９１）

概况　（９１）

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９１）

加强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９２）

推进区域重点项目建设　（９２）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９２）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综述　（９３）

概况　（９３）

组织理论学习　（９３）

履行政协职能　（９３）

健全协商制度　（９３）

主要会议　（９３）

区政协七届六次会议　（９３）

区政协七届常委会会议　（９４）

重要活动　（９４）

开展“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途径

　推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课题调研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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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召开　（９４）

开展“发展智能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界别协商　（９４）

２０１６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召

开　（９４）

举办“绿色发展与美丽宝山”论坛　

（９５）

开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促进民营企

业发展”界别协商　（９５）

开展２０１６年度年中视察　（９５）

政协工作座谈会召开　（９５）

开展２０１６年度年终视察　（９５）

组织区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培训　

（９５）

提案办理　（９６）

概况　（９６）

促进“经济发展好”提案　（９６）

促进“民生保障好”提案　（９６）

促进“社会管理好”提案　（９６）

促进“文化建设好”提案　（９６）

促进“生态改善好”提案　（９６）

专委会工作　（９６）

提案委员会　（９６）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９６）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９７）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９７）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９７）

法制委员会　（９７）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９７）

教育委员会　（９７）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９７）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９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９８）

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９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大会

发言题目　（９９）

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

目　（９９）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１０１）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１０１）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１）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２）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３）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４）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１０５）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１０６）

总工会　（１０７）

概况　（１０７）

开展女职工服务　（１０８）

举办宝山职工健身系列活动　（１０８）

开展职工援助服务　（１０８）

市总工会走访慰问宝山困难职工和困

难企业　（１０８）

举办春季大型招聘会　（１０８）

全国著名劳模李斌作专题报告　（１０８）

市总工会领导到顾村镇调研　（１０８）

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１０８）

区委书记汪泓慰问劳模先进　（１０８）

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启动　

（１０８）

“建功十三五，创新在一线”职工劳动竞

赛启动　（１０８）

中华全国总工会调研顾村镇非公企业

工会改革试点工作　（１０８）

共青团　（１０９）

概况　（１０９）

举办“青春宝山”ＬＯＧＯ发布会　（１０９）

团区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１０９）

举办“花为媒·为爱奔跑”青年交友活

动暨“文明游园”定向赛　（１０９）

“阳光慈善宝山共青林”义务植树活动

举行　（１０９）

宝山区域化团建“宝钢·宝山”示范创

建启动仪式举行　（１０９）

开展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１１０）

举办共青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

员）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１０）

青少年社工进中国二十冶厂区服务　

（１１０）

举办“创客之家”系列活动　（１１０）

妇联　（１１０）

概况　（１１０）

开展妇联组织改革　（１１０）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１１０）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１１）

开展帮困和助学活动　（１１１）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　（１１１）

开展岗位培训　（１１１）

开展家庭文明建设　（１１１）

实施妇女儿童“十二五”规划终期评估

　（１１１）

其他团体　（１１２）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

员会　（１１２）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１２）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１１２）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１３）

钢铁业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

概况　（１１５）

２０１６年中国宝武集团主要经济指标　

（１１５）

吴淞口创业园开园　（１１６）

欧冶国际电商有限公司成立　（１１６）

宝钢高端油套管打入非洲市场　（１１６）

宝钢取向硅钢应用于三峡工程　（１１６）

宝钢不锈钢２５００立方米高炉和碳钢相

关产线停产　（１１６）

宝钢股份热连轧多项产品填补国内国

际空白　（１１６）

国内首条高端覆膜铁机组在宝钢投产

　（１１６）

宝钢与武钢联合重组　（１１７）

中国宝武集团提前完成化解钢铁过剩

产能任务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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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宝钢设计

　院）　（１１７）

概况　（１１７）

冶金工程技术板块　（１１７）

环境工程技术板块　（１１８）

新型建筑技术板块　（１１８）

工业技术服务板块　（１１８）

装备制造板块　（１１８）

推进共享类业务集中管理　（１１８）

发挥宝钢设计院业务功能　（１１８）

２０１６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

位）　（１１８）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９）

概况　（１１９）

调整优化组织机构　（１１９）

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开业　（１２０）

物业平台组建及运营　（１２０）

启动宝钢发展业务优化工作　（１２１）

组建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１）

推进人事效率提升　（１２１）

优化协力管理体系　（１２１）

欧冶物流新公司成立　（１２１）

推进宝钢健康产业改革发展　（１２１）

推进深化改革工作　（１２２）

宝钢发展第四次党代会召开　（１２２）

做好宝山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１２２）

组织纪念宝钢发展成立３０周年主题系

列活动　（１２２）

加强员工队伍和班组建设　（１２２）

完善工会服务职工体系工作　（１２３）

创新青年人才培养工作　（１２３）

推进宝钢股份厂区环境绿化　（１２３）

港口与口岸管理

港务　（１２５）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２５）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２５）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２６）

２０１６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

位情况　（１２６）

２０１６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

备装卸情况　（１２６）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７）

口岸管理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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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总收入增加１４９亿元　（１７５）

区级税收特点　（１７５）

推进税收法治建设　（１７６）

加强税种管理　（１７６）

加强纳税服务　（１７６）

加大税收征管力度　（１７７）

加强大企业税收管理　（１７７）

加强国际税收管理　（１７７）

开展税务稽查　（１７７）

推进税务信息化建设　（１７７）

审计　（１７７）

概况　（１７７）

公共财政审计　（１７７）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７７）

政府投资审计　（１７７）

专项审计调查　（１７７）

金　融

综述　（１７９）

概况　（１７９）

发挥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作用　（１７９）

营造银企对接投融资环境　（１７９）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１７９）

区政府与两家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１７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银行名单　（１８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１８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担保公司名单　（１８０）

举办各类论坛活动　（１８０）

开展互联网金融整治活动　（１８０）

企业上市　（１８１）

概况　（１８１）

颐海（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１８１）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１）

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情

况　（１８１）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牌

情况　（１８１）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上股交Ｅ板挂牌情况

　（１８２）

银行　（１８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１８２）

２０１６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网点　（１８３）

２０１６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３）

２０１６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行　（１８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

山支行　（１８４）

２０１６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５）

２０１６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１８６）

２０１６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网点　（１８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　（１８６）

２０１６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６）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１８７）

２０１６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

支行网点　（１８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１８７）

２０１６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７）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８７）

２０１６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区支行　（１８８）

２０１６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区支行网点　（１８８）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１８８）

２０１６年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网点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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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　（１８９）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８９）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８９）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９）

保险　（１８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公司　（１８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公司　（１８９）

证券　（１８９）

概况　（１８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

营业网点　（１８９）

行政管理

统计　（１９１）

概述　（１９１）

经济运行监测分析　（１９１）

建立新兴产业统计体系　（１９１）

重点行业、企业统计检测　（１９１）

开展楼宇载体统计　（１９１）

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　（１９１）

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建设　（１９１）

完成统计年定报　（１９１）

开展专项调查　（１９１）

开展统计执法检查　（１９１）

统计信用体系建设　（１９１）

开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１９１）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９１）

概况　（１９１）

推进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　（１９２）

服务转型发展　（１９２）

宝山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启动　

（１９２）

推进质量强区建设　（１９２）

实施商标广告和名牌战略　（１９２）

开展标准化建设　（１９２）

开展特种设备监察　（１９２）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１９２）

强化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　

（１９２）

开展无证照经营整治　（１９３）

强化执法办案　（１９３）

推进产品质量监管　（１９３）

组织民生计量检查　（１９３）

处置公众诉求　（１９３）

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１９３）

查处一起通过微信发布违法广告案　

（１９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上海名牌”项目　（１９３）

安全生产　（１９４）

概况　（１９４）

落实各级安全监管责任　（１９４）

开展高危企业风险排摸　（１９５）

开展专项安全检查　（１９５）

强化重点监管　（１９５）

强化基层安全基础　（１９５）

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１９５）

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国家安全社区　

（１９５）

“１·１３”志卓成套机械设备生产安全事

故　（１９５）

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森林公园安全事故

　（１９５）

城乡建设与管理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１９７）

概况　（１９７）

编制区域总体规划　（１９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

划情况　（１９８）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１９９）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１９９）

土地利用管理　（１９９）

土地收储和出让　（１９９）

土地征收补偿　（１９９）

地籍管理　（１９９）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２００）

完成土地变更调查　（２００）

土地减量化复垦４２公顷　（２０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立项情况　

（２０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确认情况　

（２００）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２００）

征地房屋补偿　（２００）

建筑风貌管理　（２００）

普查外环线内区域历史建筑风貌　

（２０１）

规划建筑工程管理　（２０１）

市政建设工程管理　（２０１）

规划监督执法　（２０１）

开展违法建筑专项整治　（２０１）

土地执法监察　（２０１）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　（２０１）

庙行镇康家村“城中村”改造　（２０２）

城建档案管理　（２０２）

开展地名普查（补查）　（２０２）

地名管理　（２０２）

开展“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　（２０２）

宝山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揭牌　

（２０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　（２０２）

城乡建设与管理　（２０３）

概况　（２０３）

重大工程建设　（２０３）

快速路网建设　（２０３）

道路工程建设　（２０３）

加强公共交通管理　（２０４）

实施静态交通管理　（２０４）

加强建筑市场管理　（２０４）

开展招投标管理　（２０４）

完成吴淞大桥抢修工程　（２０４）

推进燃气内管改造工程　（２０４）

开展燃气管道占压整治　（２０４）

热线办理１６２６件　（２０４）

开展行政审批　（２０４）

完成同济路水产路人行天桥对接工程　

（２０４）

市政道路大中修　（２０４）

公路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０４）

加强内河港航管理　（２０４）

开展燃气企业入户安检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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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市、区两级重大工程完成

情况　（２０５）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２０６）

概况　（２０６）

完成区“十三五”水务专业规划修编　

（２０７）

防汛设施建设　（２０７）

排水系统建设　（２０７）

水环境综合治理　（２０７）

城市用水安全与质量监管　（２０７）

推进农村水务建设　（２０７）

开展控源截污工程　（２０７）

开展水务执法　（２０７）

开展水文测报　（２０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水文站测站及水情分中心

　（２０７）

市政工程管理　（２０８）

概况　（２０８）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２０８）

市政桥梁普查与管理　（２０９）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２０９）

微循环道路建设　（２０９）

市政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０９）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与网格化管理　

（２０９）

桥梁与桥孔管理与整治　（２０９）

在建工地安全检查　（２０９）

行政审批管理　（２０９）

交通四类设施管理　（２０９）

道路交通信息化设施养护与管理　

（２０９）

公路管理　（２０９）

概况　（２０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情况　

（２０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２１０）

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１０）

重大项目建设　（２１０）

公路设施管理养护　（２１０）

农村公路建设与管理　（２１０）

桥梁管理　（２１０）

路政治超和路政许可　（２１０）

开展非公路指示牌整治　（２１０）

开展交通大整治　（２１０）

开展桥梁桥孔整治　（２１０）

微循环道路建设监管　（２１０）

环　境

环境保护　（２１１）

概况　（２１１）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１１）

水环境质量　（２１１）

环境噪声　（２１２）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监

测结果　（２１２）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２１２）

２０１６宝山区环境质量情况　（２１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环境保护管理及环保投资

情况　（２１２）

中央环保督察组到宝山检查　（２１３）

区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２１３）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项目进展情况　（２１３）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三年行动计划已

完成项目　（２１３）

开展水环境保护　（２１４）

开展大气环境保护　（２１４）

开展污染场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　

（２１４）

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２１４）

开展工业污染防治　（２１４）

开展农村环境保护　（２１４）

推进绿化建设　（２１４）

依法限制环境违法企业生产　（２１４）

实施按日计罚金额最高行政处罚　

（２１５）

实施查封扣押环境污染场地　（２１５）

开展环境保护系列宣传活动　（２１５）

市容环卫管理　（２１５）

概况　（２１５）

开展建筑垃圾应急处置　（２１５）

推进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２１５）

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任务　（２１５）

加强餐厨垃圾管理　（２１６）

绿化　（２１６）

概况　（２１６）

完成城市绿色步道示范段一期工程　

（２１６）

吴淞炮台湾公园创建成为“国家湿地公

园”　（２１６）

孙中山先生亲属后代参观炮台湾国家湿

地公园　（２１６）

智力产业公园和大华行知公园完成提升

改造工程　（２１６）

绿化市容管理所下沉街道管理　（２１６）

第六届“上海樱花节”创历史最高客流　

（２１６）

城管行政执法　（２１７）

概况　（２１７）

推进“五违四必”整治　（２１７）

开展城管执法专项整治　（２１７）

加强城管执法日常巡查　（２１７）

城管执法法制　（２１８）

完成执法类公务员分类改革　（２１８）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１８）

概况　（２１８）

网格居村工作站实现全覆盖　（２１８）

开展“网格达标”创建活动　（２１８）

加强“１２３４５”热线办理　（２１８）

交通·邮政

交通运输管理　（２１９）

概况　（２１９）

道路运输管理　（２１９）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１９）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１９）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１９）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２１９）

交通行政执法　（２１９）

概况　（２１９）

打击非法客运　（２１９）

加强行业稽查　（２２０）

维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交通秩序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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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拒乘黑车”系列宣传活动　

（２２０）

水陆客运　（２２０）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２０）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１）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２１）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２２１）

吴淞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２２１）

邮政　（２２２）

概况　（２２２）

《丙申年》《拜年》主题套封销售　（２２２）

开展投递联合承包　（２２２）

成立创新创业办公室　（２２２）

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　（２２２）

完善同城专网建设　（２２３）

探索“营揽投一体化”运营模式　（２２３）

开办同城冷链业务　（２２３）

举办２０１７年报刊大收订现场服务活动

　（２２３）

２０１６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

分公司局所情况　（２２３）

电力·燃气·自来水

电力　（２２５）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２５）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２５）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２５）

燃气　（２２６）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２６）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２６）

自来水　（２２６）

２０１６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统计表　

（２２６）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２６）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公

司吴淞水厂　（２２７）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公

司月浦水厂　（２２７）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公

司泰和水厂　（２２７）

２０１６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２７）

２０１６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２７）

科技·信息

科技　（２２９）

概况　（２２９）

“３６５众创小镇”落户宝山　（２２９）

宝山区版权服务工作站揭牌成立　

（２２９）

“一号创新带”智慧湾科创园开园　

（２３０）

“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举办　（２３０）

保集 ｅ智谷功能区启动仪式举行　

（２３０）

吴淞口创业园正式开园　（２３０）

２０１６第五届宝山焊接技术论坛举办　

（２３０）

“三号创业带”建设启动　（２３０）

承办“２０１６第四届上海军民两用技术促

进大会”　（２３０）

中国首个应用区块链孵化基地落户宝山

　（２３０）

临港新业坊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启动　

（２３０）

“七号创意带”启动建设　（２３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获国家、市科技资金支持

项目　（２３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高新技术企业　（２３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　（２３６）

气象　（２３６）

概况　（２３６）

提供邮轮气象服务　（２３６）

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　（２３６）

开展气象行政改革　（２３６）

开展气象科普教育活动　（２３６）

信息化　（２３６）

概况　（２３６）

区“互联网 ＋”企业交流研讨会举行　

（２３７）

区国有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信息系统通过

验收　（２３７）

“宝山区网上政务大厅建设可行性研究

报告”专家评审会举行　（２３７）

开展区网上政务大厅操作培训　（２３７）

区城管执法涉案物资监管系统通过验收

　（２３７）

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正式上线并投

入运行　（２３７）

区公务员门户升级项目通过验收　

（２３７）

区企业主体数据综合应用系统通过验收

　（２３７）

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通过验

收　（２３７）

区电子政务数据中心完成升级改造　

（２３８）

区工会信息管理系统通过验收　（２３８）

开展“智慧生活大集市”广场服务活动　

（２３８）

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广场宣传活动举办

　（２３８）

区统计数据分析系统正式启用　（２３８）

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网上办事系统

通过验收　（２３８）

举办企业信用管理培训　（２３８）

区政府与中国通信信息中心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　（２３８）

区环卫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通过验收　

（２３８）

区旅游智能化管理平台项目通过验收　

（２３８）

２０１６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举行　

（２３８）

区社区管理信息系统（三期）通过验收　

（２３８）

区４家电子商务企业获评上海市电子商

务示范企业　（２３９）

开展重点单位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　

（２３９）

开展信息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２３９）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３９）

概况　（２３９）

完成网站第八次全新改版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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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网上政务大厅建设　（２３９）

推进政务新媒体建设　（２３９）

开展第二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　（２３９）

广播电视　（２３９）

概况　（２３９）

栏目设置及舆论宣传　（２３９）

设备改造及安全播出　（２３９）

公益广告及产业发展　（２４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４０）

东方有线　（２４０）

概况　（２４０）

推进有线电视工程建设　（２４０）

加强基础网络建设　（２４０）

宝山报　（２４０）

概况　（２４０）

新闻报道　（２４１）

推动新媒体发展　（２４１）

宝钢日报　（２４１）

概况　（２４１）

重点报道　（２４１）

《宝钢日报》数字报　（２４２）

宝钢视频新闻　（２４２）

概况　（２４２）

新媒体　（２４２）

新闻作品获奖　（２４２）

电信　（２４２）

概况　（２４２）

举办２０１６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２４２）

签订“智慧校园”战略合作协议　（２４２）

“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宝山站活动举办

　（２４２）

教育·卫生

基础教育　（２４３）

概况　（２４３）

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成立　（２４４）

山海工学团学生活动中心成立　（２４４）

区教育综合改革启动大会召开　（２４４）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落地顾村　（２４４）

开展教师专业发展示范校评审　（２４４）

吴淞中学道尔顿工坊启用暨“院士导航

站”揭牌　（２４４）

承办首届上海市中学生创客体验夏令营

　（２４４）

宝山实验学校中学部新校舍启用　

（２４４）

陈贤获市金爱心教师评选一等奖　

（２４４）

举办纪念陶行知诞辰１２５周年系列活动

　（２４４）

陶行知纪念馆成为民盟（上海）教育基地

　（２４５）

接受上海市“课程与教学”集中调研　

（２４５）

宝山区青少年书法教育研究中心成立　

（２４５）

区问题化学习研究团队参加２０１６中国

教育学会年会　（２４５）

区学校少年宫联盟成立　（２４５）

民办和衷中学代表队获头脑奥林匹克一

等奖　（２４５）

行知中学成立六大创科中心　（２４５）

上海大学　（２４５）

概况　（２４５）

成立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　（２４６）

获批５个本科专业　（２４６）

市委书记韩正到校调研　（２４６）

获３项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２４６）

举办“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２０３５发展战

略”国际高端论坛　（２４６）

被教育部授予“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高校”　（２４７）

硕士研究生首次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

　（２４７）

实现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零的突破　

（２４７）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上海大学展台　

（２４７）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等国家部委领导到校

调研　（２４７）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成立　（２４７）

获２０１６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２４７）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４７）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７）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８）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４８）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９）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５１）

成人教育　（２５１）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５１）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５１）

特殊教育　（２５３）

概况　（２５３）

推进系列医教结合组团服务项目　

（２５３）

开展“讲述身边的感动”主题活动　

（２５３）

获上海市特奥阳光融合跑活动Ｄ组第一

名　（２５３）

卫生计生　（２５３）

概况　（２５３）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５４）

开展卫生监督　（２５４）

成功创建上海市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　

（２５４）

保障医疗质量　（２５４）

推进社区卫生服务改革　（２５４）

增强中医药服务能力　（２５４）

加强计划生育管理　（２５４）

开展计划生育服务　（２５４）

学科人才建设　（２５５）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２５５）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２５５）

全市首家“肿瘤防治一体化医疗联合体”

成立　（２５５）

卫生信息化工程建设　（２５５）

开展对外援助工作　（２５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和构

成　（２５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

和构成　（２５６）宝山区公立医院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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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北部）　（２５７）

概况　（２５７）

开展“天使恒爱，心系红河”义卖活动　

（２５７）

“爱肝一生健康管理中心”成立　（２５７）

举行“慢性肾脏病一体化治疗”主题宣教

活动　（２５７）

医院介入科新病房启用　（２５８）

医院第六批援滇医疗队返回上海　

（２５８）

举办“关爱儿童、关注健康”大型义诊活

动　（２５８）

“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第二门诊部”正式启

用　（２５８）

医院肝脏疾病多学科诊疗中心成立　

（２５８）

上海市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揭牌　

（２５８）

举办“九九重阳，爱老敬老”义诊活动　

（２５８）

举办联合国糖尿病日专家义诊活动　

（２５８）

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　（２５８）

上海九院集团宝山医联体成立　（２５８）

南北院区部门整合　（２５８）

院领导当选人大代表　（２５８）

北部院区“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楼”建设施工项目正式启动　（２５８）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２５９）

概况　（２５９）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代表考察区健

康促进工作　（２５９）

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２５９）

实施公共场所控烟工作　（２５９）

提升全区病媒防制水平　（２５９）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２５９）

文化·体育

文化艺术　（２６１）

概况　（２６１）

开展文化实事工程　（２６１）

２０１６宝山区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举行　

（２６１）

“宝山大剧荟”走进百姓家门口　（２６２）

“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受到宝山市民

赞赏　（２６２）

举办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民手工艺大赛　

（２６２）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４周年”系列

活动举行　（２６２）

《黑白的热血———张明曹抗战美术作品

展》开展　（２６２）

２０１６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启动

　（２６２）

２０１６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读书会”启

动　（２６３）

陈化成纪念馆新馆开馆　（２６３）

２０１６长三角地区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学

术交流会举行　（２６３）

２０１６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暨“记忆

中的宝山———宝山味道”展览举行　

（２６３）

龙现代艺术馆落地顾村镇菊泉文化街　

（２６４）

“壮丽的丰碑———宝山区纪念建党９５周

年群众文艺汇演”举行　（２６４）

沪剧《挑山女人》四度晋京演出　（２６４）

举行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７９周年活

动暨《新四军从这里走出》专题展　

（２６４）

“水＋墨：当代艺术中的传统”展览举行

　（２６４）

“北京京剧院经典唱段演唱会”举行　

（２６４）

男声独唱《石头缝中的小花》参加全国第

十七届“群星奖”总决赛　（２６５）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宝山市民优

秀合唱展演举行　（２６５）

华雯获第十五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表演奖”　（２６５）

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

揭幕　（２６５）

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举

行　（２６５）

“宝山寺传统文化保护高峰论坛”举行　

（２６５）

举行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暨《侵华日军

在上海的暴行文物图片特展》　（２６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社区图书馆　（２６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电影放映单位　（２６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２６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２６９）

档案　（２７０）

概况　（２７０）

领导调研档案工作　（２７０）

推进档案馆库建设　（２７０）

征集开国将军钱信忠档案　（２７０）

２０１６年区档案、党史、地方志工作会议召

开　（２７０）

开展区重点工作建档指导　（２７０）

开展档案目标管理考核完善　（２７０）

开展依法治档工作　（２７０）

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　（２７０）

提升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水平　（２７１）

做好档案利用服务　（２７１）

开展档案文化宣传　（２７１）

党史研究　（２７１）

概况　（２７１）

参与开展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系列活动　

（２７１）

启动《中共宝山历史实录（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编纂工作　（２７１）

编纂出版《宝山党史资料汇编（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　（２７１）

组织开展纪念建党９５周年宣传　（２７１）

开展口述采访工作　（２７１）

开展宝山党史宣传　（２７２）

地方史志　（２７２）

概况　（２７２）

《上海市志·区县简况》主编莫建备到宝

山指导工作　（２７２）

到江苏省征集革命烈士资料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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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　

（２７２）

宝山区地方志进校园活动举行　（２７２）

《宝山年鉴》（２０１６）首次公开招标并出版

　（２７２）

体育　（２７２）

概况　（２７２）

推进体教结合工作　（２７２）

加强宝山体育中心运营管理　（２７３）

组队参加国际国内大赛　（２７３）

举办２０１６上海坐标城市定向挑战赛宝

山赛区比赛　（２７３）

２０１６年上海定向运动研讨会召开　

（２７３）

“ＬＯＶＥＲＵＮ爱跑魔都”情侣主题跑举行

　（２７３）

举办庆“六一”２０１６上海市青少年体育

俱乐部少儿体育活动开放日（宝山分

会场）　（２７３）

２０１６上海国际篮球文化高峰论坛召开

　（２７３）

２０１６“海峡杯”篮球邀请赛举行　（２７３）

２０１６科普开放日科技体育嘉年华活动

举行　（２７３）

第三十一届里约奥运会宝山健儿表彰

座谈会召开　（２７３）

２０１６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挑战赛

举行　（２７３）

２０１６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论坛

举行　（２７３）

举办 ２０１６上海市家庭马拉松举行　

（２７３）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市、区级体育

传统学校分布情况　（２７４）

法　治

警务　（２７５）

概况　（２７５）

刑事案件侦破　（２７５）

社会治安管理　（２７５）

公安行政管理　（２７５）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７６）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２７６）

开展刑事破案打击会战　（２７６）

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行动　

（２７６）

整治机动车违法鸣号　（２７６）

推进消防火灾隐患整治　（２７６）

探索社巡联动一体化运作机制　（２７６）

侦破顾村“３·４”敲头抢劫案　（２７６）

侦破“５８同城”系列网络招工诈骗案　

（２７７）

侦破“５·２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２７７）

侦破“８·０２”信用卡诈骗案　（２７７）

侦破“６·２９”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　

（２７７）

侦破“中集宝伟工业公司”污染环境案

　（２７７）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

所属机构　（２７７）

检察　（２７８）

概况　（２７８）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２７８）

履行刑事检察职能　（２７８）

开展法律监督　（２７９）

深化检察体制改革　（２７９）

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２７９）

审判　（２７９）

概况　（２７９）

刑事审判　（２８０）

民事审判　（２８０）

行政审判　（２８０）

执行工作　（２８０）

少年审判　（２８１）

司法为民　（２８１）

推进司法改革试点　（２８１）

司法行政　（２８１）

概况　（２８１）

参与区重大突发事件善后处置　（２８２）

加强人民调解　（２８２）

开展普法依法治理　（２８２）

推进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２８２）

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　（２８２）

加强律师、公证管理　（２８２）

履行法律援助服务民生责任　（２８３）

开展纪念《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五周

年系列活动　（２８３）

开展全区司法所所长专题学习交流活

动　（２８３）

长春市南关区司法局到宝山学习交流

　（２８３）

区政府聘任兼职法律顾问　（２８３）

开展未成年人专项学法活动　（２８３）

市司法局调研宝山司法行政工作　

（２８３）

开展“法律服务进军营，法律援助在行

动”系列活动　（２８３）

区司法局获全市社区矫正岗位大练兵

大比武团体二等奖　（２８３）

举办第二十八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２８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　（２８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２８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２８４）

军事·社会安全

人民武装　（２８５）

概况　（２８５）

坚持党管武装　（２８５）

加强民兵整组　（２８５）

组织征兵工作　（２８６）

开展新兵入伍前教育　（２８６）

组织基层规范化建设考核验收　（２８６）

举办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活动　（２８６）

召开双拥模范命名表彰暨建军８９周年

庆祝大会　（２８６）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２８６）

开展重要目标防卫演练　（２８６）

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２８６）

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２８６）

驻军　（２８７）

概况　（２８７）

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２８７）

民防与救灾　（２８７）

概况　（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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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组织指挥训练和演练　（２８７）

民防应急救援　（２８７）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２８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统

计　（２８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２８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２８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　（２８８）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２８８）

避难场所建设　（２８８）

民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２８８）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２８８）

消防　（２８９）

概况　（２８９）

履行消防安全责任　（２８９）

完成重点消防安保任务　（２８９）

推进消防风险整治　（２８９）

严控烟花爆竹　（２８９）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２８９）

开展区域联防消防试点　（２８９）

开展六大专项消防安全整治行动　

（２８９）

编制区“十三五”消防事业规划　（２９０）

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９０）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２９０）

处置“２·１３”火灾事故　（２９０）

处置“９·１０”火灾事故　（２９０）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９０）

概况　（２９０）

构建长效常态维稳机制　（２９０）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２９０）

推进综治信息网络建设　（２９１）

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　

（２９１）

首次被评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　

（２９１）

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２９１）

加强人口调控综合管理　（２９１）

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２９２）

推进执法监督工作　（２９２）

开展第二届区政法综治系统“微电影、

微故事”宣传展播活动　（２９２）

开展禁毒工作　（２９２）

组织禁毒宣传活动　（２９２）

社会生活

就业　（２９３）

概况　（２９３）

推进第二轮创业型城区创建　（２９３）

推进重点人群就业帮扶　（２９３）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２９３）

开展公共人事服务　（２９３）

举办宝山区“创赢宝山”主题论坛　

（２９４）

举办第九届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２９４）

社会保障　（２９４）

概况　（２９４）

推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９４）

推进征地养老区级统筹　（２９４）

协调落实征地保障　（２９４）

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２９５）

办理工伤案件　（２９５）

落实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２９５）

实施医保新政策　（２９５）

开展高龄老人居家医疗护理试点工作

　（２９５）

劳动关系　（２９５）

概况　（２９５）

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２９５）

开展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

示范工作　（２９５）

承办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

示范工作现场会　（２９５）

规范劳动力市场　（２９６）

妥善处置群体性劳资纠纷　（２９６）

民政　（２９６）

概况　（２９６）

基层建设　（２９６）

社会救助　（２９６）

优抚安置　（２９６）

双拥工作　（２９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２９６）

殡葬管理　（２９７）

婚姻登记　（２９７）

残疾人事业　（２９７）

概况　（２９７）

开展“七送”帮困送温暖活动　（２９７）

推进市、区政府实事项目　（２９７）

发放“两项补贴”３５３０万元　（２９７）

开展康复服务　（２９７）

推进残疾人就业　（２９７）

安装残疾人专用车 ＧＰＳ防盗装置　

（２９７）

举办区残疾人第二届文艺汇演　（２９７）

社区无障碍电影放映点实现全覆盖　

（２９８）

参与市、区两级技能竞赛　（２９８）

完成残疾人信息数据动态更新　（２９８）

中残联计划财务部调研宝山残疾人工

作　（２９８）

推进群团改革　（２９８）

老龄事业　（２９８）

概况　（２９８）

养老服务　（２９８）

实施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体系　

（２９８）

实施老年综合津贴制度　（２９８）

开展“养老云平台”建设　（２９８）

开展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２９９）

开展惠老助老活动　（２９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养老机构　（２９９）

社会组织管理　（３００）

概况　（３００）

开展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３００）

完善信息平台　（３００）

民族与宗教　（３００）

概况　（３００）

开展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３００）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３００）

加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管理　（３０１）

开展新一轮文明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工

作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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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３０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３０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３０１）

红十字会　（３０２）

概况　（３０２）

救助关爱　（３０２）

备灾救灾　（３０２）

开展救护培训　（３０２）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３０２）

志愿捐献　（３０２）

开展红十字宣传　（３０２）

开展“为大病青少年献爱心”主题活动

　（３０２）

镇·街道

杨行镇　（３０３）

概况　（３０３）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０３）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学校　（３０３）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村委会　（３０３）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居委会　（３０４）

经济建设　（３０３）

城乡建设　（３０４）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０４）

社会事业　（３０４）

平安建设　（３０４）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０５）

河道整治　（３０５）

杨行百人舞蹈团举行汇报演出　（３０５）

举办杨行三家村第一届蔬果采摘节　

（３０５）

承办“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

他”专场招聘会　（３０５）

举办上海市“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

比赛　（３０５）

月浦镇　（３０５）

概况　（３０５）

经济建设　（３０５）

城乡建设　（３０５）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月浦镇６０周岁以上老

人情况　（３０６）

２０１６年月浦镇学校　（３０６）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０６）

社会管理　（３０６）

２０１６年月浦镇各村、居民区　（３０７）

民生事业　（３０７）

获评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３０７）

获评全国无邪教示范街镇　（３０７）

召开纪念建党９５周年大会　（３０７）

获市容环境公众满意度测评郊区组第

二名　（３０８）

罗店镇　（３０８）

概况　（３０８）

新农村建设　（３０８）

经济建设　（３０８）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５年罗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　（３０８）

２０１６年罗店镇学校情况　（３０８）

２０１６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３０９）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３０９）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０９）

社会事业　（３１０）

平安建设　（３１０）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１０）

罗店古镇改造　（３１０）

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建设管理　

（３１０）

加强社会治理　（３１１）

政府信息公开　（３１１）

举办迎新春系列活动　（３１１）

举办端午民俗文化节　（３１１）

开展天平村申家楼宅试点工程　（３１１）

罗泾镇　（３１１）

概况　（３１１）

经济建设　（３１１）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６年罗泾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　（３１２）

２０１６年罗泾镇学校　（３１２）

镇村建设与管理　（３１２）

社会事业　（３１２）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１２）

新农村建设　（３１２）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３１２）

２０１６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３１３）

社区建设　（３１３）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１３）

参加“海鸥杯”首届全国农民三对三篮

球赛获乡村组第四名　（３１３）

获市运会（宝山赛区）“罗泾杯”三对三

篮球赛男女组双冠军　（３１４）

宝丰村向区档案馆捐赠国务院奖状　

（３１４）

“睦邻小镇”综合商业体建成营业　

（３１４）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新址启用　

（３１４）

罗泾中心校新校舍启用　（３１４）

获第五届农耕运动会三项金穗奖　

（３１４）

“泾彩社区手牵手”志愿服务项目启动

　（３１４）

获市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宝山区总决赛

一等奖　（３１４）

举办２０１６上海宝山美丽乡村徒步挑战

赛　（３１５）

２０１６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举行　

（３１５）

区首届农机操作技能大赛举行　（３１５）

花红村被评为市第二批美丽乡村示范

村　（３１５）

顾村镇　（３１５）

概况　（３１５）

经济建设　（３１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顾村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情况　（３１６）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学校　（３１６）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１６）

社会事业　（３１６）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各村委会　（３１７）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各居委会　（３１７）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１７）

基层建设　（３１７）

平安建设　（３１８）

中央综治办调研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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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洪

浩到顾村镇总工会调研　（３１９）

国家卫计委专家组开展专项评估　

（３１９）

举办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全民健身节　

（３１９）

全国总工会调研非公企业工会建会情

况　（３１９）

举办“党的话儿记心上”纪念建党９５周

年文艺演出　（３１９）

智慧湾科创园改造升级　（３１９）

大华集团参与顾村老镇改造　（３１９）

市领导调研市委“１＋６”文件推进落实

情况　（３１９）

大场镇　（３１９）

概况　（３１９）

经济建设　（３１９）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大场镇６０岁及以上老

年人情况　（３２０）

２０１６年大场镇学校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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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特　载
■编辑　陈　亮

区委工作报告

———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８日）

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汪　泓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
表大会，是宝山作为上海迈向卓越全球

城市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深

度融合、加快转型发展的攻坚阶段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我们必须牢固

树立和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切实担负起市委赋予的光

荣使命，始终牢记宝山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殷切期待，解放思想、凝聚力量，改革

创新、攻坚克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滨江新城区而努力奋斗。

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回顾

区第六次党代会以来，我们坚决贯

彻落实中央精神和市委部署，充分发挥

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围绕“两区一体化”总目标，落实“五

个好”总要求，团结、带领和依靠全区人

民，胜利完成“十二五”发展任务，科学

编制“十三五”规划并迅速启动，为新一

轮发展奠定扎实基础。我们坚持把建设

发展的重任和宝山人民的信任时刻放在

心上，大力发扬只争朝夕、敢为人先、求

真务实、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拼搏精

神，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全

面实现区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

标。宝山相继荣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

实验区”“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

“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国家卫生城

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全国工业电

子商务示范区”“全国科普示范区”“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市）”“全国文化先

进单位”“上海市平安城区”“上海市文

明城区”等荣誉称号，实现“全国双拥模

范城”七连冠，区属各单位也涌现出一批

先进集体和个人，极大鼓舞了全区党员

干部群众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自豪感

和荣誉感。

五年来，我们着力调结构、促转型，

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好”。积极适应经

济发展新常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战略，经济运行健康有序，经济总量

跃上新台阶。２０１６年预计实现区增加
值１０４６亿元，是２０１１年的１４倍；预计
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１４２亿元、可用财力
３９１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３８亿
元，均为２０１１年的１７倍。五年累计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５９９亿元，第三产业占
增加值比重达到 ６９％，比 ２０１１年提高
１３３个百分点。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能级不断

提升。累计建成“一带三线”现代服务

业载体１０４个、６００余万平方米，集聚一
批以欧冶云商、微盟等为代表的“大云平

移”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全力推进复旦软

件园、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博济园、

同济设计产业园、上海芳草地、中设总部

基地等一批服务业项目，上海钢联向世

界输出首个中国钢铁价格指数。培育壮

大以智能装备、新材料为代表的先进制

造业集群，集聚发那科机器人、美钻科技

等一批龙头企业，成功创建张江高新区

宝山园。加快调整老厂房、老仓库、老堆

场，盘活土地１５万余亩。坚决淘汰落

后产能，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３２％，位
居全市前列。

聚焦改革突破，创新活力持续增强。

积极打造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成功创

建上海“四新”经济创新基地８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２２０家。推进金融资本与产
业资本对接，上海“双创”投资母基金、

遨问新材料基金等落户宝山，中小微企

业融资平台荣获市金融创新奖。成功挂

牌上市６７家企业。商事制度改革激发
市场活力，年均新增企业１６万户。实
施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实现国资监管全

覆盖。

注重机制创新，重点板块取得进展。

邮轮滨江带实现跨越式发展，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接靠邮轮和出入境旅客分别占

全国的５０％和６２％，成为亚洲第一、全
球第五邮轮母港。全面启动上海长滩建

设。率先实施“区港联动”发展战略，与

国内外知名邮轮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引

进数十家邮轮相关服务企业。吴淞工业

区调整转型完成战略规划编制，市区联

动、区企合作转型机制有效运行，中成智

谷、吴淞科技园等先行转型项目建成运

营。南大生态区统筹推进规划修编、征

收补偿、市政配套、生态绿化、保障基地

建设等工作，企业征收签约率达 ７５％，
合作开发力度加大。大型居住社区建

设、配套和管理“三位一体”协调推进，

建成顾村、罗店等经适房基地，累计竣工

５０８万平方米，７１万户居民平稳入住，
“开门七件事”基本解决。老镇旧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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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康家村、联东村等４个“城中
村”改造启动。

五年来，我们着力促均衡、惠民生，

持续推动“民生保障好”。更加注重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切实加大民生事

业发展投入，着力解决基础性民生问题，

推进公共服务均衡优质发展。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９７％，持续高于
经济增速。

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实施，有效推动

充分就业。统筹做好各类群体就业，就

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按时安置率

１００％，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始终控制在市
下达指标内，帮扶引领创业３３９０人，成
为上海市首批创业型城区。

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日趋完善，保

障待遇稳步提升。累计投入社会保障资

金８２９亿元。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基本
实现全覆盖，被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

率保持１００％，城乡居保月基础养老金、
征地养老月生活费分别提高到７５０元、
１６２０元，比 ２０１１年分别增长 １０３％、
８７３％。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平稳并
轨，城乡居民医保实现“应保尽保”。创

新实施“银龄居家宝”项目、惠及３０万社
区老人，新增养老床位３９８９张，老年照
护需求统一评估体系初步建成。扩大社

会救助覆盖面，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

１０５亿元。成功创建“全国阳光家园示
范区”。“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基本

建立。累计完成６４万平方米旧住宅成
套改造、５１２９万平方米旧小区综合整
治和３８６万平方米二次供水改造。妥善
安置在外过渡动迁居农民１２万户，有

效解决民生难点问题。

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公共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推进“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

区”建设，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新

建３４所学校和幼儿园，开展“新优质学
校”创建，启动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试点，

创建５所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推进
“学陶师陶”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完

善“产教融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造

“乐学宝山”终身教育品牌。成功创建

“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区”“全国社区

教育示范区”和“全国特殊教育改革医

教结合实验区”。满足居民医疗服务需

求，引入华山、九院等优质医疗资源，共

建五大医疗联合体，华山医院北院等优

质医院建成投用，曙光医院宝山分院升

级为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建立

２５６个家庭医生工作室、惠及居民 ６８３
万人。成功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和“全国中医药特色示范单

位”。

五年来，我们着力夯基础、保安全，

持续推动“社会治理好”。坚持系统治

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进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牢牢守住

城市安全底线，城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

平显著提升，城市运行保持安全有序。

创新体制机制，社会治理体系不断

完善。实施“１＋６＋１”文件，积极探索
社会治理新路。落实街道体制改革，优

化内部运行机制，强化公共服务、公共管

理和公共安全职责。创新实践“３＋Ｘ”
镇管社区模式，做实首批４个基本管理
单元。加强条块对接，建立职责准入制

度，创新设置“条块连责”一票否决，推

动城管、房管等力量下沉。首创居委会

电子台账并在全市推广，台账精简

８４％。友谊路街道建成上海市示范智慧
社区。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发展体系逐步

建立。

持续优化服务，城市治理能力显著

提升。区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事项、

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和城市网格化管理综合
考评列全市前茅，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率先实现“全年无休、全区通办”，事

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率先上线运行，政

府系统运行目标管理试点取得实效。深

入开展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完善治理架

构、推进自治共治，探索形成网上议事

厅、社区约请等平台和制度。扶持社会

组织发展壮大，“１＋１２”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和志愿服务中心实体化运作，社会组

织总数达５８４家。
注重综合施策，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建立人口综合调控“１＋９”推进模式，有
效遏制流动人口无序增长态势。创新建

设“平安宝山智联网”，成为上海首个全

国综治信息化建设示范试点地区。率先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公安改革，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完成“六五”

普法，推进依法治区。建立信访矛盾分

级分责调处机制，有效化解一批突出信

访矛盾。圆满完成亚信峰会、Ｇ２０峰会
等安保任务。

强化安全发展，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聚焦生产、消防、食药品、交通、建筑、地

下空间等领域，健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网络。实施“加强安全生产５０条意见”，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属地监管责

任。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全区 ９２１
个居村消防站实体化运作。构建“制度

＋科技＋专业”监管模式，探索高危企业
第三方专业监测和预警机制，在全国首

创特种设备监管主体责任清单。实施重

大隐患挂牌督办和“黑名单”制度。

五年来，我们着力抓传承、谋创新，

持续推动“文化建设好”。坚持以“文

化，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实施文化强

区战略，提高市民文明素养，打造城市文

化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扎实推进。市、区两级文明

村、文明小区覆盖率均达８５％。培树感
动宝山人物、宝山好人等先进典型，涌现

出一批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中国好

人、感动上海人物。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成功举办上海市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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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型活动。深化双拥工作，扎实开展

“六进军营”“双拥在基层”等系列活动。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品牌

影响力不断增强。改扩建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月浦文化馆等一批公共文化设

施，全面建成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

设“一村一居一舞台”１１４个，新增公共
文体设施１８０万平方米。上海樱花节、
上海邮轮旅游节辐射面不断扩大，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市民文化节双节联动，

累计参与市民达４００余万人次。支持文
艺创作和展演，沪剧《挑山女人》荣获中

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１８项
重要奖项，华雯荣获全国“文华表演

奖”、二度“梅花奖”。创设“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打造国际儿童文学交流展

示高地。深化街镇“一地一品”，推进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体育事业

取得明显成效。修建通河全民健身中

心，建成区级体质监测中心，市民健身环

境不断改善。年均举办各类比赛近３００
场，宝山体育中心年均接待锻炼４００万
人次。成功举办区第三届运动会，参赛

超３５万人次。许昕、刘子歌等宝山籍运
动员在国际国内大赛上累计获得１１８枚
奖牌。承办 ＷＣＢＡ上海宝山大华女篮
主场比赛、国际男篮挑战赛和宝马高尔

夫大师赛等品牌赛事。

五年来，我们着力塑风貌、重管建，

持续推动“生态改善好”。坚持生态优

先、城乡统筹、管建并举，补短板、治顽

症、守底线，城市功能和生态风貌显著

提升。

统筹城乡一体发展，基础设施日益

完善。“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全面完成，经
济薄弱村实现脱贫，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罗泾镇试点村

经委托镇管成效初显，镇级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扎实开展。美丽乡村、现代农业

建设整体推进，农村自然村宅改造 １４
万户，农业生产保持稳定。路网体系趋

于完善，建成长江路隧道等重大项目，打

通殷高路等区区对接道路，竣工“微循

环”道路２４条，全区路网总里程达 ８１３
公里。坚持公交优先原则，新建交通枢

纽７座，调整新辟公交线路１１４条，投放
公共自行车１５万辆。探索优化静态交
通，全面落实分流限行等措施，交通出行

便捷程度大幅提升。

深化生态系统建设，环境保护成效

显著。围绕“天蓝、地绿、岸洁、水清”目

标，实施“１２３”生态绿化和外环生态专

项工程等项目，新建绿地８００公顷，人均
公园绿地１１３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４３％，各项指标名列全市前茅。新
增顾村公园、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等６个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一环、五
园、六脉、多点”的绿地框架基本建成。

滚动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工业区外

造纸、电镀等重污染行业整体退出，减排

目标超额完成，骨干河道整治率达

７８％，城镇污水纳管率达 ９０％，农村生
活污水集中处置基本实现全覆盖。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率、ＰＭ２５平均浓度持续
改善，区域降尘量下降４１％。

加大城市管理力度，形象面貌全面

提升。开展“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烟花爆竹禁

燃等行动，累计拆违６２３万平方米，形成
“南大模式”等特色举措，一批城市管理

顽症得到有效整治。城市排水系统加快

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９０％，
市容环境公众满意度测评始终位居全市

前列。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

们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

策部署，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个核心，抓

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化落实

管党治党责任，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

党为党，全面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大力发扬“钉钉子”的精神，驰而不息、

久久为功，推动党风政风和干部队伍作

风明显改善。

过去的五年，我们扎实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思想政治建设深入推进。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我与群众心连心”活动进入常态。坚

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深化学

习型党组织建设，区委中心组一批教育

实践项目被评为市级创新成果。组织开

展基层宣讲３０００余场次，建设现代化滨
江新城区的共识不断凝聚。强化宣传工

作和舆论引导，保持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过去的五年，我们着力健全选人用

人机制，干部和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得到

持续提升。坚持党管干部，激发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加强干部选拔使用，建立

以“六必研”为主体的班子分析研判机

制，统筹使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党政领导

班子结构持续优化。加强干部教育培

训，举办多批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

讨班、党性修养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

主体班次，参训干部达到３５００余人次。

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储备、使用力度，换

届以来，９０名优秀年轻干部走上处级领
导岗位，占提拔领导干部总数的４６９％。
强化干部管理监督，坚决落实干部选拔

任用“四必查”制度要求，全面完成超职

数配备干部清理、“裸官”任职岗位规范

管理、干部人事档案审核等专项工作。

坚持党管人才，完善政策体系，以领军人

才、拔尖人才和青年尖子评选等为平台，

集聚各类人才２５４万人。
过去的五年，我们不断深化基层党

建，基层组织充满活力。认真落实基层

党建责任，实施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各领

域基层党建全面进步。镇党代表常任制

不断深化，党代表履职意识进一步增强。

全面实施“四议两公开”、社区党员代表

议事会等基层民主制度。推进“居村排

头兵”建设，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隆重举办纪

念建党９５周年系列活动，表彰一批“两
优一先”。构建区域化党建三级体系，促

进互补联动、共建共赢。聚焦去“四

化”、强“三性”、促“三转”，推动工会、共

青团、妇联、工商联、科协、侨联、残联、青

联、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改革，促进岗位

专人化、平台一体化、主体多元化、群团

活力化，打造“红帆港”党群一体化服务

站点。

过去的五年，我们积极推进制度创

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效落实。压

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首创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风险清单制，建立区

领导、处级党政正职、基层纪委书记党风

廉政建设述责工作机制，探索建立责任

制落实电子化监督系统及干部“１＋１１”
电子廉政档案。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制定党员

领导干部“九个严禁”等制度。深化区

委巡察监督，建立健全巡察结果分类处

置机制，增强党内监督效果。坚持抓早

抓小，严格执纪审查。

过去的五年，我们大力加强区委常

委会自身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执政能

力不断提高。修订区委工作规则，完善

全会、常委会运行机制，区委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大力支

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制定实施

《关于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充分发挥

人大作用的实施意见》，加强对“一府两

院”监督，探索完善监督方式方法，进一

步加强代表工作，依法做好人事任免工

作，积极推进街道和镇人大建设。支持

政协履行职能，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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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充分发挥政协作用

的实施意见》，积极开展专题协商、对口

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畅通社

情民意反映渠道，有效发挥参政议政和

民主监督作用。加强对爱国统一战线工

作的领导，着力打造“上海党外代表人士

挂职锻炼基地”“长江口民营经济论坛”

等特色品牌，多党合作及民族、宗教、港

澳台侨、新阶层、工商联等工作取得新成

效。坚持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有力推进。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

立公正行使职权。支持人民团体依法按

章履职。老干部、党校、社会主义学院、

档案、史志、机要保密等工作有序推进。

对口支援工作富有成效。

五年来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在宝

山这片热土上，我们共同经历着创业的

艰辛，共同分享着收获的喜悦。成绩的

取得，归功于中央和市委的正确领导，归

功于全区各级党组织、８万多名党员和
２００多万人民的奋力拼搏，归功于历届
区委奠定的良好基础。在此，我代表中

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向全区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离退休老同志，向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社会

各界人士，向驻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指

战员，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宝山建设

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五年来积累的经验十分珍贵。面对

机遇和挑战，我们在勇于担当中敢为人

先，在善于作为上追求卓越。五年的实

践，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是：必须始终坚

持把握大势、胸怀大局。贯彻中央的大

政方针和市委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时

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宝山特质，

站高一步、想深一步、看远一步，找准着

力点和突破口，谋划和推动宝山发展。

必须始终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深

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变化趋势，

积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做大做强转型

发展引擎，让一切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必须始终坚持深化改革、锐意进取。紧

紧围绕需求导向、问题导向、项目导向，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以改革解难题、以开放促发展。必须

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

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共建共享美好的幸福生活。必须始终坚

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

治党相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营造并保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的良好氛围。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

清醒地看到，宝山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

存在一些瓶颈问题：宝山正经历着传统

老工业基地“脱胎换骨”前的转型阵痛，

探索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力度有待进一

步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导入培育仍

需进一步加速；道路交通、教育、卫生等

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配置，与群众的需

求期盼还有差距，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

有待进一步优化；一些区域的“五违”现

象仍需加大治理力度，水环境质量有待

进一步改善；有的党员干部迎难而上、敢

于担当的意识需进一步加强，解决问题、

服务群众的能力需进一步提升。对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

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今后五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冲刺阶段，是

上海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成科技创新中心

基本框架体系的关键阶段。我们要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把握长三角世界

级城市群加快形成的机遇，牢牢把握上

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的机遇，牢牢把握宝山纳入上海建设卓

越全球城市主城区的机遇，保持锐意创

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

朝气，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积极应对风

险和挑战，全力以赴推动创新发展。

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围绕上海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工作主线，着力加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发展为要，坚持

改革为重，坚持创新驱动，坚持文化引

领，坚持生态为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

从严管党治党，推进深度融合、加快转型

发展，推动宝山发展实现新跨越。

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在全面完成

“十三五”规划任务的基础上，努力打造

宝山“两区一体化升级版”，聚焦上海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坚持创新、创意、创业

相促进，集聚各类创新要素，营造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着力成为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承载区；聚焦老

工业基地调整转型，坚持生态、生产、生

活相融合，加快推动城市更新，不断提升

城市综合服务能力，着力建设城市功能

转型的最佳实践区；聚焦破除城乡新老

二元结构，坚持宜居、宜业、宜游相协调，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着力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

化，全面建设体现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

水平的现代化滨江新城区，共建共享“魅

力滨江、活力宝山”的幸福生活。

我们打造“两区一体化升级版”，就

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推进深度融合、加快

转型发展之路，展现宝山滨江从生产型

向生活性岸线加快转变的无限魅力，激

发“五位一体”建设在宝山大地上蓬勃

发展的无穷活力，让全区人民享有更好

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

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贴近的文

化服务、更安定的社会秩序、更优美的生

态环境。

要推动创新、创意、创业促进发展，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区增加值年均增

长７％左右，区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保
持同步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高于经济增速。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第

三产业占区增加值比重达７０％左右，规
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

产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２５％以上。产业互联网企业产出超过
１０００亿元。

要统筹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基本消除黑臭

河道，基本消除劣五类水体，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８０％以上，ＰＭ２５平均浓度
完成市下达指标。城区生态更加优美，

人均公园绿地达到１２４平方米，环区绿
色步道达到１００公里。邮轮滨江带成为
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世界著名旅游

城市的重点功能板块，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基本建成国际一流邮轮母港，年均接

靠邮轮６００艘次以上，开创国际邮轮经
济的中国时代。加快吴淞工业区整体转

型，积极打造全国老工业基地转型的先

行示范区。完成南大生态区核心功能区

建设。

要推进宜居、宜业、宜游协调发展，

综合交通出行便捷高效，道路里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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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０公里，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市下达指标以

内。推进“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和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双轮驱动，

促进商旅文体融合发展，努力探索建设

“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重大功能性文化
设施布局基本形成，城市文化体育影响

力辐射力明显提升。

今后五年，我们要全力推进以下六

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

经济转型升级。着力完善以现代服务业

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

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不断提升经济发

展的质量效益。

推进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建设。推

动各类创新要素向张江高新区宝山园集

聚，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

积极推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

区”建设，实施“互联网 ＋”行动，强化钢
铁产业互联网平台优势，培育一批创新

型龙头企业。加强与宝钢联动合作，培

育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新材料及新

技术产业。打造高境“科创小镇”等科

技产业载体。对接上海大学打造一流大

学的契机，推进环上大科技创新圈建设。

加大与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工程大

等高校院所战略合作力度，探索“产学研

用金”创新协同发展模式。推进科技中

介、知识产权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积极

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区。实施更开

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引进更多更好的人

才。依托专业化社会力量，打造一批低

成本、便利化、全要素服务的创新创业载

体。深化智慧城市建设，加快推进数据

资源共享开放利用。

不断优化产业布局。整合轨道交通

等各类优势资源，加快“三线”“五园”集

聚发展。围绕１号线，依托“上海国家高
技术服务产业重点培育园区”，整合智力

产业园、智慧湾等载体，打造“一号创新

带”。围绕３号线，依托“复旦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整合复旦软件园、吴淞口创

业园等载体，打造“三号创业带”。围绕

７号线，依托“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基
地”，整合国际研发总部基地、宝山科技

园等载体，打造“七号创意带”。加快产

业园区联动发展，宝山工业园区基本建

成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成为产城深度

融合的综合园区。城市工业园区基本建

成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形

成以总部经济等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

功能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加快构建机

器人产业生态圈，成为高端装备制造业

集聚区。月杨产业园和罗店工业园区加

大结构调整力度，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

园区。

积极培育产业集群。加强品牌联动

合作，深化与金桥、临港、上港、地产等集

团的合作，着力引进优势项目。提升服

务业能级，加速培育邮轮服务、信息服

务、金融服务、文化体育、节能环保、现代

物流和商贸服务等产业。丰富商业业

态，重点打造淞宝、共康、北中环等都市

商业商务集聚区，加快建设顾村、罗店、

杨行等地区级商业商务功能区。落实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重点发展以移动互
联、物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集群，以海洋工程装备、航空飞行模拟

器为核心的高端智能装备集群，以超导

材料为核心的新材料集群。加强军民融

合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军用技术成果产

业化。

释放改革创新活力。复制和推广自

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加快形成有利

于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推进“区港联

动”，在外资准入、通关便利、金融信贷、

购物退税等方面改革创新，探索设立海

关特殊监管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和自由流动，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完善权力、责任、廉政清单，全力推行

立项、执行、督查、问效“四位一体”目标

管理。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全面构

建市场主体自律、业界自治、社会监督、

政府监管互为支撑的综合监管体系，深

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金融服务创新，

完善多元化融资服务体系，发挥上海“双

创”投资母基金等辐射效应。支持社会

资本以ＥＰＣ、ＰＰＰ模式投资基础设施、公
用事业等领域。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

强区属企业分类管理，调整优化国资布

局结构，完善区属经营性国资集中统一

监管机制。

（二）坚持推动产城融合，加快重点

地区功能提升。切实将重点地区作为增

强城市功能的重要载体，促进重点地区

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成为宝山持续

发展的新引擎。

提升邮轮滨江带服务能级。对接国

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协同发展等战略，拓展邮轮经

济全产业链，推进本土邮轮制造业发展，

打造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引进国

际邮轮公司总部，开拓近海邮轮旅游业

务，发展邮轮、游艇、游船“三游经济”。

构建中国邮轮旅游跨境商品交易中心及

电商平台，建立上海邮轮物资配送中心。

完成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建设，

完善水陆交通管理体系，实现四船同靠

运营，全面提升接待能力和运营品质，跻

身全球前三邮轮母港。对接全市黄浦江

岸线空间，全力打造宝山滨江公共空间，

建成上海长滩滨江功能区，启动上港九

区、十区转型发展，加强?藻浜沿线环境

整治，形成水岸联动、港城融合、商旅结

合、市民休闲的生态空间走廊。

推进南大生态区整体开发。聚焦生

态环境改善、产业能级提升、城市功能完

善等环节，形成整体开发态势。全面完

成环境综合整治和征收腾地工作，打通

外环生态走廊，建成绿地１５０公顷。推
进一批道路建设，形成主要骨干道路网

格，加快完善教育、文化等各类配套设

施。结合轨交１５号线站点上盖综合开
发，推进１００万平方米核心商务区功能
开发，加快导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医

疗健康、生态环保等产业，积极打造产业

融合、职住平衡、配套完善、环境宜人的

产业社区。

推动吴淞工业区整体转型。按照成

为“上海面向未来城市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一面旗帜”的战略要求，推动区

域由单一产业功能向城市综合功能转

变。高起点编制结构规划、控详规划和

各类专项规划，坚持优秀工业遗存保护

与再利用，积极导入国际一流的文化、教

育、卫生、体育等功能项目与资源。加强

与宝钢、招商局等大企业联动，大力推进

宝钢不锈钢、申能、中铝上铜、“宝华宝”

等地块调整，建成上海国际能源创新中

心等载体，集聚设计研发、文化创意、节

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形成引领示范效应。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全面关停污染企业

和落后产能，高品质打造滨水景观，提升

区域环境质量。

推动新型城区城镇化建设。突出

“生态、健康、智慧、人文、乐活”功能定

位，提升城市和乡村宜居宜业品质。推

进新顾城建设，集聚功能性资源，建设智

能化社区，打造产城融合新标杆。全面

建成美罗家园，推进中集冷藏地块、富锦

工业小区整体转型，推进美兰湖北欧新

镇发展，打造宜人幸福小城。加快老镇

改造，完成大场老镇改造，推进顾村老

镇、杨行老镇改造，基本完成罗店老镇核

心风貌区保护改造，争创国家历史文化

名镇。打造罗泾“生态旅游小镇”等产

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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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兼具旅游与社区功能的特色小镇。

推动老旧小区有机更新。坚持“保

居住、讲公平、可持续”，积极有序开展旧

区改造，实施４００万平方米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总结推广张庙改造模式，通过

微改造、改扩建等方式，加快张庙地区、

罗店向阳新村等１０万平方米成套改造。
基本完成吴淞西块旧区改造，启动吴淞

东块旧区改造。全面推进康家村、杨邢

宅、联东村、场中村等“城中村”改造，基

本消除外环内的“城中村”。

（三）坚持推进共享发展，加快增进

民生福祉。立足抬底部、促公平、提质

量，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形成城乡一体、

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民生保障和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

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完善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

开展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计划，强化大

居就业服务，每年帮助７６０名长期失业
青年实现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和就

业困难人员按时安置率１００％。积极搭
建创业服务综合平台，每年帮助引领

６００人成功创业，确保第二轮市创业型
城区创建达标。推进和谐劳动关系

建设。

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

形成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

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征地保障制度，逐

步推进征地养老人员区级统筹管理，落

实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标准和城乡居保

基础养老金调整工作，引导参保人群纳

入更高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实施“全

民参保”计划，确保城乡居保、医保“应

保尽保”。大力发展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提高物业管

理综合水平，推进二次供水改造等民生

实事工程。

优化养老服务格局。建成“五位一

体”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服务

供给多元化，养老床位总量占户籍老年

人口比重达３５％以上。实现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长者照护之家”等街镇

全覆盖，“银龄居家宝”、睦邻互助点等

居村全覆盖。实施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

估，实行基本养老服务第三方评估机制。

建成区、街镇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

深化医养融合发展，引导新建养老机构

与医疗机构就近设置。

努力办好百姓满意教育。深化教育

综合改革，扎实推进“陶行知教育创新发

展区”建设。新建公办学校和幼儿园３５

所以上。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和“新优质

学校”覆盖率达８０％以上，深入推进“有
品质幼儿园”创建和特色高中建设。探

索适应学生多元发展的课程建设和评价

体系。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乐

学宝山”终身教育品质。引进一批国内

外优质教育资源。

推进“健康宝山”建设。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家庭医生服务，推进

居民与“１＋１＋１”医疗机构组合签约，
逐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强化公立医院

内涵发展，形成科学高效的公立医院管

理体系。改扩建市一宝山分院等一批医

院，推动罗店、大场医院提升能级，新增

医疗机构床位 １０００张以上。完成区精
神卫生中心迁建。加强康复、产科、儿科

等紧缺资源配置和专业人才培养。推动

中医药服务向社区延伸。提供全生命周

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

（四）坚持夯实基层基础，加快构建

社会治理新格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

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精

细化，形成主体多元、治理协同的扁平化

社会治理新格局。

全面加强基层治理。坚持把重心落

在城乡社区，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

力。强化街道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

共安全等治理职责，更加注重“向下负

责”。强化镇域治理，落实基本管理单元

资源配置，深化“３＋Ｘ”镇管社区模式。
深化网格化管理，加强条块对接，有效解

决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完善居村治理体系，健全以居村党组织

为领导核心、居村委会为主导、居村民为

主体、各方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架构，创

新优化体制机制，推进社区自治共治。

激发社会治理活力。以社区为平

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

撑，加强社会协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

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增强社区

发展活力。发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枢纽

作用，强化社区公益服务扶持引导专项

资金的政策导向，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

织服务力度，重点扶持培育四类社区社

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深化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开展“创宜居宝山、

建美好家园”活动，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

题。实施社区工作者增能计划，提升服

务群众能力。

扎实推进依法治区。强化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加强行政效能监督，健全公众参与政府

决策、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等机制，完善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

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深化司法改革，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公共法律服务

平台建设，拓展法律援助，推进人民调解

行业化、专业化发展。落实“七五”普法

规划。

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积极创建“上

海市平安示范城区”，公众安全感满意度

保持全市较好水平。严格落实“以业调

人、以房控人、以证管人”人口综合调控

措施，牢牢守住人口规模底线。完善社

会治安立体化防控体系，逐步实现治安

巡逻防控网、武装应急处突网、群防群治

守护网充分融合、常态运行、长效管理。

全面运行“平安宝山智联网”，建成全国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范城

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深化“大调解”工作，落实重大决策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完善分级分责信访工作

制度，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强化源头治

理，健全城市安全运行保障机制。狠抓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深化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加快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形成从农田到餐

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市民满意

的食品安全城市。完善城市长效管理，

保障供电供气供水安全，加强重点领域

安全管理，健全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机制，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提升

防汛抗灾能力，努力保持城市运行安全

有序。

（五）坚持核心价值引领，加快提升

城市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前进方向，推进文化强区战略，显著提

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加快

提升宝山文化软实力。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

党员干部群众，夯实全区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着力推进公民思

想道德建设，继续实施市民修身五年行

动、交通文明三年行动，持续开展感动宝

山人物、宝山好人评选。巩固上海市文

明城区创建成果，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提

名）。提升双拥工作水平，争创“全国双

拥模范城”八连冠。完善社会志愿服务

体系，规范区、街镇两级志愿服务中心运

作，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推进志愿服务

制度化、常态化、品牌化。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构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

推进以上海樱花大剧院、上海长滩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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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和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宝山

城市规划展示馆、宝山档案馆、宝山文化

馆等为重点的文化场馆建设，加快宝山

工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协同推进龙现

代艺术馆等各类文博场馆建设。完善

区、街镇两级文化场所联动机制，推进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专业化管理，深

化“文化宝山云”服务平台运行。丰富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优化“宝山大剧荟”

“宝山星舞台”等公共文化服务，推动文

化元素植入城市公共空间。促进文化与

科技、金融、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

着力扩大文化品牌辐射范围。打造

“文化四季”品牌，做大做强上海樱花

节、上海邮轮旅游节、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节，做专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做

实街镇特色文化品牌，扩大宝山文化辐

射力和影响力。深化文艺创作“新品、优

品、精品”工程，传承发展宝山沪剧品牌

特色。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深入挖

掘古镇、古街、老字号等历史文化资源，

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

利用。

有效提升体育综合服务能级。以

“幸福宝山、乐享体育”为目标，推进体

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优化体育

设施布局，新建杨行、罗店、顾村等区域

性体育中心，建设一批社区公共运动场

和百姓健身步道。搭建全民健身活动平

台，举办第四届宝山区运动会，经常性参

加体育锻炼人口达４５％以上。推进“篮
球城”建设，继续承办好上海宝山大华女

篮主场赛事，支持新兴时尚体育活动，推

动体育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人才培养机

制，巩固乒乓球等优势项目，提升竞技体

育综合实力。

（六）坚持生态发展优先，加快促进

城乡发展一体化。围绕打造更可持续的

生态之城，守底线、补短板，着力在统筹

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塑造特色凸

显的城乡风貌。

优化空间形态布局。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以生态基底为约束、以重要

交通廊道为骨架，不断完善总体空间结

构、提升城市承载能力。按照“网络化、

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空间格局，科

学编制新一轮宝山区域总体规划，形成

由“中心城—主城片区—重点镇—一般

镇—中心村”组成的城乡体系，全面推进

中心城区宝山区域、主城片区、综合城镇

产业区建设。积极打造吴淞城市副中

心。构建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推

进建设用地“负增长”与集建区外减量

化，持续提高土地利用质量。

增强交通网络效能。着力构筑“三

网一体、联动互通”的城市路网系统。建

成Ｓ７公路、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及其浦西接
线段等重大项目，推动沪通铁路、长江西

路—军工路快速路建设，建成新一轮区

区对接道路，打通“微循环”道路。完善

公共交通网络，建设轨道交通１５、１８号
线等线路，建设中运量公交系统，调整和

新建一批公交线路，确保外环内公交站

点５００米服务半径达１００％。探索推行
公共自行车市场化运营模式。加强静态

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改善住宅小区停

车环境。增设一批停车诱导系统、公共

停车系统、交通枢纽，不断优化交通

秩序。

打造生态宜居环境。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立生态责任

体系。围绕“５个１００”目标，基本完成绿
道网络建设、外环生态专项工程和顾村

公园（二期）建设，着力优化生态布局和

景观体系。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

度，全方位加强水环境治理、土壤污染防

治和大气污染防控，整治黑臭河道 ６６
条，确保“１＋１６”国家和市级水质考核
断面全面达标，完成泰和污水处理厂建

设。建成“５＋１”排水系统，探索海绵城
市建设。持续推进“五违四必”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不断完善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体系。建立建筑垃圾综合处置规划体

系，推动生活垃圾处置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

深化美丽乡村建设。围绕“美在生

态、富在产业、根在文化”的建设主线，全

面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创建市级美

丽乡村示范村５个以上。深入推进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实施“农林水”联

动计划，开展农村林网建设，力争森林覆

盖率稳中有升，确保农产品安全，实现精

品农业、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

展。实施郊野单元规划，推进新一轮农

村公路修缮建设。加大农业地区生态补

偿和农业扶持力度，推进农民集中居住，

提升农民保障水平，深化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和村经委托镇管机

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实现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关键在党，

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我们要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深

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努力提高

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一）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区委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

区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

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区委及其常

委会自身建设，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

下，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为全区党员干部群众作

出示范。坚决落实中央、市委重大决策

部署，切实加强对区域发展重大问题、重

要方面的领导。贯彻区委工作规则，认

真执行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加

强全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审议和监督。

支持人大依法履职和行使权力，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支持人大围绕重点领域改革、科

技创新、民生改善等开展监督，完善对

“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推

进镇级全口径预算监督，更好发挥人大

代表主体作用，深化人大及其常委会自

身建设，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支持

政协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发挥人民政

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作用，

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

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重点推

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拓展协商内容，创

新协商形式，规范协商程序，提高协商

成效。巩固和加强爱国统一战线工作，

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进一步完

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上海

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全

面落实党的民族、宗教等政策，加强对

民营经济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积极做好

港澳台侨和新阶层统战工作。统筹做

好党领导下的各项工作，坚持党管武

装，加强国防动员和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深化全民国防教育，落实各项优抚

政策。大力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

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认真做好老

干部、党校、社会主义学院、档案、史志、

机要保密等工作。

（二）加强思想引领，筑牢团结奋斗

的思想基础。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

位，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进一

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强化党员

干部理论武装，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向党

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坚持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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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发挥党校主阵地作

用，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修养、坚定理

想信念。拓展群众性理论宣讲，充分发

挥东方讲坛、街镇理论宣讲平台等阵地

作用，把党的创新理论及时普及到群众

中去。聚焦宝山新一轮发展，深化形势

任务宣讲，用共同的目标愿景激励群众、

号召群众，凝聚起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营造健康向上舆论氛围，完善媒体沟通机

制，加强对热点难点问题的信息搜研、妥

善处置和正确引导。深入推进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融合发展。隆重举办纪念新中

国成立７０周年、建党１００周年系列活动。
（三）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凸

显制度治党的功能作用。以党章为根本

遵循，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坚持党的政治

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

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

做。聚焦重要领域、重点环节，狠抓党的

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监督检查，确保中央、

市委重大决策落到实处。坚持群众路

线，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心

实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千

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坚持把有限资

源用在基层最急迫、群众最急需的地方，

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发

扬党内民主，坚持不懈用好批评和自我

批评这个武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

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落实好

基层组织生活和党务公开、公推直选、党

员议事会等制度，完善党代表任期制，深

化镇党代表常任制工作，畅通党员参与

党内事务的途径。强化党内监督，建立

健全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

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

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

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强化组织监督、改进

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做到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

失责必追究。

（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担当

有为的骨干力量。按照好干部标准，全

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

伍。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深化“六必

研”综合分析研判机制，着力配强党政正

职，优化班子结构，不断增强领导班子整

体功能和合力。大力培养优秀年轻干

部，通过挂职锻炼、轮岗交流、选派选调

等形式，努力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

理、数量充足的后备干部队伍。统筹使

用好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和各年龄段

干部，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

部和党外干部。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坚

持理论教育为本，党性教育为先，紧扣宝

山转型发展，贴近干部实际需求，进一步

改进方式、创新手段，提升教育培训的针

对性、实效性。强化干部监督管理，严

格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

度，健全经常性提醒教育机制，增强干

部的组织观念和规矩意识。加强干部

选拔任用全过程监督，坚决贯彻“四必

查”要求，把干部考准考实，进一步提高

选人用人公信力。巩固深化专项治理

工作成效，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充

分发挥干部监督联席会议作用，加强信

息综合运用，增强从严管理干部的合

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综合

考核评价机制，大胆选用有“肩膀”、能

负重的好干部，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

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探

索建立干部退出机制，加大“为官不为”

等问题的治理力度。探索建立容错纠

错机制，营造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良

好氛围。

（五）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宝山

创新发展的组织基础。探索符合宝山特

点的基层党建模式，更好地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

制，完善基层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

制度。推动各领域党建融合发展，改进

农村、社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建，扎实

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促进党的组

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推进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健全城市基层党建三级联动体系，

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强化党建引领基

层自治共治，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推进商务楼宇、网络媒体等新

兴领域党建，提升党组织核心影响力。

以“我与群众心连心”为主题，落实和深

化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推

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持续推进党建服

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巩固群团改革成

果，深化党建带群建、群建促党建，加强

“红帆港”三级站点和三级职工援助服

务平台规范化建设，推动工青妇等群团

组织聚焦主责主业，持续转职能、转方

式、转作风，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更好发挥党联系群众桥梁纽带作用。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认真落实“三会一

课”、民主评议等党员教育管理制度，深

化党员“三亮三比三评”岗位创先争优

活动。严把党员入口关，加强对流动党

员的管理和对不合格党员的处置。健全

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选优配强基

层党组织带头人，推进书记工作室建设，

加大居村书记后备人选配备力度，健全

阶梯培养长效机制。

（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

气正的发展氛围。坚持把纪律挺在前

面，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

制度防线，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体制机制。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

把从严管理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坚决防

止和纠正执行纪律宽松软的问题。不断

深化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突出抓早抓

小、管治结合，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

为常态。推进巡察工作全覆盖，着力发

现问题，强化整改落实。全面压实“两个

责任”，健全党委主抓直管党风廉政建设

的工作机制，推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双报告”制度。深化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风险清单制，强化信息化管理系

统的监督作用。坚持“一案双查”，完善

责任追究通报制度，坚决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通报一起、问责一起。加大执

纪审查工作力度，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

态势。加强对基层的分类指导、分片联

系和分级督办，健全约谈、通报、考核、问

责等压力传导机制，推动执纪审查向基

层延伸。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自

觉接受社会监督。关注“四风”问题新

动向新表现，加大宣传教育和监督检查

力度，防止问题反弹，以优良的党风带动

民风社风持续好转。

建设“魅力滨江、活力宝山”的新征

程已经开启，市委对我们寄予厚望，人民

对我们充满期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大力发扬只争朝夕、

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追求卓

越的拼搏精神，推进深度融合、加快转型

发展，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城区而

努力奋斗，为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作

出新的贡献！

８

特　载



注释：

①大云平移：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移动互联。

②“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即经济适用住房）、征收安置房（或

限价商品房）等四种不同类型，基本覆盖不同住房困难对象。

③五大医疗联合体：市一医疗联合体、交大九院医疗联合体、华山医疗联合体、曙光中医医疗联合体和宝山区康复医疗联合体。

④“３＋Ｘ”镇管社区模式：“３”即“包含基本管理单元的分级管理、含片区的分级管理、直接管理模式”三种镇管社区有效模式，

“Ｘ”即探索创新其他管理模式。

⑤“１＋１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１”即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１２”即１２个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⑥“１＋９”推进模式：“１”即成立推进办公室，总体协调推进工作；“９”即成立９个专项推进组，分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规范市场

经营秩序、规范用工、拆违控违、“群租”整治、控制和规范“非改居”、加强集体企业厂房及集体土地出租管理、严格居住证务工

证件办理和凭证服务、村居社区综合管理建设等９方面专项工作。

⑦加强安全生产５０条意见：即《宝山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若干意见》（宝委!

２０１４
"

２３号），共５０条具体措施。

《意见》提出，健全安全生产常态长效工作机制，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源头控制和社会监管，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减少一般

事故发生，促进城市运行安全持续稳定。

⑧“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３５８”，指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三年加快推进，五年形成格局，八年基本实现”；“６５０”，指加快统筹

城乡一体化发展要着力在统筹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下功夫，加快推

进落实５０项主要指标和实事项目。

⑨“１２３”生态绿化工程：即“１个万”，建设万米墙体绿化；“２个十”，打造十大特色城市公园、建设十幅大型休憩绿地；“３个百”，

改建百个市民街心花园、培育百条景观林荫道路、保护百棵百年古树名木。

⑩一环、五园、六脉、多点：“一环”，指环区绿色生态步道；“五园”，指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顾村公园、庙行公园、白鹭公园、

白沙中央公园；“六脉”，指构成自南向北的外环、郊环防护景观隔离带和宝山工业园区景观隔离带，自西向东的外环切线护城

隔离带、绿心沿线沪太路东侧南北延伸景观林带和?川路两侧生态防护隔离带等“三纵三横”６条生态廊道；“多点”，指供居

民健身休憩的多点式社区公共绿地。

瑏瑡“１＋１１”电子廉政档案：“１”指个人基础信息；“１１”包括信访举报、诫勉谈话、年终考核、违规违纪处理、因私出国（境）、家庭房

产、组织函询、礼品礼金上缴、婚丧喜庆申报、直系亲属从商、经济责任审计等１１项内容。

瑏瑢ＥＰＣ、ＰＰＰ模式：ＥＰ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指承包商负责工程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安装全过程的工程总承

包，并负责试运行服务，又称交钥匙工程。ＰＰＰ（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瑏瑣“１＋１＋１”分级诊疗制度：社区居民签约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家区级医院、１家市级医院。

瑏瑤“三网一体”：建成由大路网（高速公路、快速路）、中路网（一二级公路和干线城市道路）、小路网（三四级公路、城市支路等）构

成的道路等级和规模匹配合理，网络布局均衡，彼此间转换高效便捷的一体化道路网系统。

瑏瑥“５个１００”目标：建成１００座公园和大型休憩绿地，建成１００座市民街心花园，培育１００条区级林荫大道，建成１００公里环区绿

色步道，保护１００棵古树名木。

瑏瑦“１＋１６”国家和市级水质考核断面：“１”为１个国考断面（练祁河—?川路），２０１７年底达标。“１６”个为市考断面，其中小川

沙—潘川路、潘泾—金勺路２个断面２０１６年底达标；杨盛河—古莲路、顾泾—钱陆路、练祁河—金星桥、马路河—龙镇路４个

断面２０１７年底达标；其余１０个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分批达标。

瑏瑧“５＋１”排水系统：即“十三五”时期建设庙彭、南大北、虎林、何家湾、盛宅、乾溪等６个排水系统，其中庙彭系统由市排水公司

负责实施，其他５个由我区负责实施。

９

区委工作报告



区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在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宝山区区长　范少军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摄影／蔡　康

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五年是不平凡的五年，全区

人民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围绕“两区一体化”①总目标和

“五个好”②总要求，推动现代化滨江新

城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五年来，我们

坚持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先

后荣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中

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全国旅游

标准化示范区”“国家卫生城区”“全国

绿化模范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全国工业电子商务示范区”

“全国科普示范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县（市）”“全国文化先进单位”等一系列

国家级荣誉③，实现了“全国双拥模范

城”七连冠，完成了区七届人大历次会议

提出的主要目标任务。

过去五年，我们围绕经济发展好，着

力推动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优化，经济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主动适应经济新常

态，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布局优化，

以重点区域开发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区

域经济稳步增长。预计 ２０１６年实现增
加值 １０４７亿元，是 ２０１１年的 １４倍。
完成区地方财政收入１４０亿元，区可用
财力达到３９１亿元，完成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６４２亿元，均为 ２０１１年的 １７
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五年累计

达１６０４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
过６９２％，比２０１１年提高１４个百分点。
产业升级取得重要进展。成功创建张江

高新区宝山园，重型燃气轮机、海洋装

备、机器人、卫星应用、新材料等先进制

造业快速发展，邮轮产业、大数据、平台

经济、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四新”经

济和现代服务业加快集聚，飞凯新材料

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林肯电气等一

批跨国总部顺利落户。科技创新成效显

著。积极对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努力

打造“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

上海石墨烯功能型平台等一批重大转型

项目落地，宝山成为全国最大的钢铁产

业互联网集聚地，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２２０家④。优化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完善

支持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的配套政策，

一批创新载体⑤快速发展。深化改革实

现重大突破。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推进营改增试点工作，区域企业总数突

破１２万户⑥。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一批

基金⑦成功落户宝山，７０家企业实现上
市和挂牌⑧。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实现

国资监管全覆盖。推动“区区合作、品牌

联动”，引入金桥、临港、地产集团等专业

品牌提升重点地区发展能级。重点板块

转型成效明显。邮轮滨江带实现跨越式

发展，着力对接自贸区，推进“区港联

动”制度创新，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接靠邮

轮艘次、出入境游客接待量分别占全国

的４９％和６４％⑨，稳居亚洲第一、世界前

五。南大生态区统筹推进征收补偿、设

施建设和功能开发等工作，征收签约和

土地收储取得重要进展⑩。吴淞工业区

形成市区联动、以区为主、市场运作的机

制，宝武瑏瑡特钢、宝武不锈钢及中铝上铜

等地块加快调整，玻璃博物馆、中成智谷

一期等先行转型项目建成运行。大型居

住社区统筹推进建设、配套和管理“三位

一体”工作，顾村、罗店大居累计竣工交

付房屋５０８万平方米，实现６８万户居
民平稳入住。老镇旧区改造积极推进，

全面启动６个“城中村”瑏瑢改造。
过去五年，我们围绕民生保障好，着

力均衡配置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升。坚持保基本、促公平、

提质量，完成一系列实事工程和重大项

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９７％。就业保障工作持续加强。实施积
极就业创业政策，成为上海市首批创业型

城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始终控制在市下

达指标以内，“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

家庭”按时安置率保持１００％。覆盖城乡
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进一步健全，各项

社会保障待遇稳步提高。基本形成

“９０７３”瑏瑣养老服务格局，街镇公办养老院
实现全覆盖。“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

系瑏瑤基本建立，累计完成６４万平方米成
套住房改造和５１２９万平方米老旧住房
修缮，妥善安置在外过渡动迁居农民１２
万户。教育卫生服务质量稳步提升。深

入推进“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区”建设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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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上海市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等３４
所新校（园），组建三大教育集团瑏瑦，完善

“产教融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乐学

宝山”终身教育品牌。持续推进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组建五大医疗联合体瑏瑧，华

山医院北院、大场医院等建成投用。探索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全面推行家庭医

生责任制。“全面两孩”政策有效落实，

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管理，三大健康

指标瑏瑨优于全市平均水平。城乡基础设

施配置不断完善。加强区域大交通路网

建设瑏瑩，Ｓ６公路、长江西路越江隧道等建
成通车，Ｓ７公路、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轨交
１５号、１８号线一期等市区重大工程相继
开工，沪通铁路线型方案实现优化。着力

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建成潘泾

路瑐瑠等４３条道路，竣工微循环道路２４条，
优化、新辟公交线路１１４条瑐瑡，投放公共

自行车１５万辆。提升扩容电、气、通信
等基本设施，完善垃圾处理、上下水、防汛

除涝项目等市政基础配套。

过去五年，我们围绕社会治理好，着

力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城市安全运行，

社会和谐程度显著提升。聚力创新社会

治理、夯实基层基础，牢牢守住城市安全

底线，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始终位

居全市前列。深化社会治理创新。落实

市委“１＋６”文件精神，理顺条块关系，
完成街道体制调整，落实“三个公共”职

能瑐瑢，推动城管、房管、绿化市容等管理

力量下沉。创新“３＋Ｘ”瑐瑣镇管社区模
式瑐瑤，做实首批４个基本管理单元瑐瑥，镇

级统筹和差异化管理能力不断增强。推

进住宅小区综合治理，提升社区服务水

平和自治活力，建成居委会电子台账

３０版瑐瑦和“村务自治云平台”，社区工作

者职业化发展体系逐步建立，建成并运

行“１＋１２”瑐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城市
运行安全有序。制定实施安全监管 ５０
条意见，全面落实政府监管责任、属地监

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聚焦生产、食品

药品、消防、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推进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形成“制度＋科技
＋专业”监管模式。全国首创特种设备
监管主体责任清单，及时有效处置各类

突发安全生产事件。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建立人口综合调控“１＋９”推进模
式瑐瑨，切实加强人口服务与管理工作。

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平

安宝山智联网”建设瑐瑩，优化信访矛盾分

级分责调处机制，落实重大事项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制度，圆满完成亚信峰会、

Ｇ２０峰会等重大活动期间安保任务，三

次获评“上海市平安城区”。国防教育

和双拥共建持续深入，妇女儿童、红十

字、慈善等工作取得新进展，民族、宗教、

侨务、对台、档案等工作扎实推进。

过去五年，我们围绕文化建设好，着

力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和成果共建共享，

城市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坚持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成功创建上海市

文明城区，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全面进

步。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宝山

体育中心等一批公共文化体育载体瑑瑠建

成投用。新增公共文体设施１８０万平方
米，“一村一居一舞台”等公共文化项目

受益面不断扩大，年均举办各类文化活

动近８０００场、体育赛事近３００场瑑瑡。文

化品牌内涵和影响力日益扩大。高品质

打造“文化四季”瑑瑢品牌，上海樱花节、上

海邮轮旅游节、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活动特色

鲜明、影响广泛。精品沪剧《挑山女人》

荣获中宣部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奖等１８个国家级重要奖
项。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瑑瑣呈现新亮点。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效明显。科技、金

融、教育、体育、旅游等与文化创意产业融

合发展态势良好，一批重点项目、知名企

业和高端人才加快集聚。成功创建１个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１个国家级工业
设计中心和３家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过去五年，我们围绕生态改善好，着

力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城市宜居

程度显著提升。坚持建管并举，加快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努力

使生产生活更加绿色低碳，城市环境更

加优美宜居。城乡一体均衡发展。全面

落实“３５８、６５０”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逐
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所有经济薄弱村

全面脱贫。深化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改

革，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

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和规范

化流转。大力加强新农村建设，全面实

施惠及１４万户的农村自然村宅改造工
程。环境综合治理取得成效。实施“三

治两去”瑑瑤补短板一号工程，推进实施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超额完成污染总量减

排指标及国家重点减排项目，污染源头

控制得到全面强化，环境空气优良率、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等指标持续改善瑑瑥，区

域降尘量同比“十一五”末下降 ４８％。
骨干河道整治率达８０％，城镇污水纳管
率达９２％。低效落后产能加速淘汰。
持续推进“三高一低”落后产能及“三

场”瑑瑦调整转型，累计调整淘汰相关企业

６００余家，盘活土地约１５万亩。累计实
现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３２％，位居全市
前列。绿色生态功能持续优化。大力实

施“１２３”生态绿化瑑瑧和外环生态等专项

工程，建成顾村公园、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等６个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新建
各类绿地７４０公顷瑑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４３％，各项指标处于全市领先水平。
同时，我们着力加强自身建设，政府

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五年来，我

们把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与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廉洁政府结合起来，着力转变政府职能、

改进政府服务。深入推进“放管服”瑑瑩改

革，围绕政府管理“１２３４”体系瑒瑠建设，切

实提升政府效能。区“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
热线工单办理综合考评在全市名列前

茅。区级网上政务大厅开通运行，宝山

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在全市率先上

线。夯实做优“三个中心”功能瑒瑡，行政

审批事项缩减至５９２项瑒瑢，产业项目平均

审批期限缩短三分之一，编制形成行政

审批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探索实施政

府系统运行目标管理，建立“立项、执行、

督查、问效”四位一体的工作闭环体系。

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区级机关行政

编制统一核减５％下沉到基层一线。完
善依法决策工作机制，在全市率先建立

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库，严格落实行政机

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和旁听审理

规定，加大行政复议工作力度。严格执

行“三重一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工作

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加大政府信息

公开力度，全面公开区镇两级政府预决

算、“三公”经费以及非涉密部门的部门

预决算。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强化预算

执行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压缩

一般性支出，建立健全财政资金统筹使

用长效机制。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严格控制一般性公务用车。全面停止新

建楼堂馆所，规范办公用房管理。坚持

从严依法治政，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和上海市３０条实施办法，强化公务
员队伍管理，切实推进勤政廉政建设。

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

督、工作监督和区政协的民主监督，制定

重大决策出台前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等

制度。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我们

共办理６２０件人大代表建议和 １０５３件
政协提案，采纳解决率分别为８２４％和
８６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办理结
果的满意率分别为９５％和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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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五年的奋斗历历在目，五

年的变化有目共睹，成绩来之不易，经验

弥足珍贵。特别是面对复杂宏观形势带

来的严峻挑战，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的重大考验，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

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一

起团结拼搏，迎难而上，始终坚持改革创

新、发展为先，咬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

放松，不断用新思路、新办法突破发展瓶

颈，提升发展质量，夯实发展后劲；始终

坚持城乡统筹、功能为要，依托重大项目

和重大工程，加快补齐城市发展短板，不

断提高城市化水平，统筹城乡一体化发

展；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民生为本，把增

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

有更高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始终坚持底

线思维、安全为上，夯实发展底线、严防

薄弱环节，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保持和

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为建设我们共同的

家园，全区上下拧成一股劲，咬定目标不

动摇，用辛劳和智慧、激情和奉献，共同

谱写了宝山发展的新篇章！在此，我谨

代表宝山区人民政府，向全区人民，向给

予我们信任和支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老干部，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向部市属单位、

驻区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向所有关心、支

持、参与宝山建设发展的同志们、朋友

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宝山的

发展还面临不少挑战，我们的工作还存

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经济下

行压力依然较大，新旧发展动力接续转

换有待加快，科创引领支撑作用尚显不

足，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需深

化突破。交通拥堵、城市安全隐患、河道

黑臭、环境脏乱差等短板明显，社会治

理、城市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常态化

水平还需提高。城乡发展差距趋于缩小

但依然存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民生改革

仍需加大力度。少数干部不作为、慢作

为和选择性作为的现象仍然存在，法治

思维、创新能力、担当意识和行政效率需

进一步增强。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

们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以对人民、对

事业、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更加奋发

努力、勤勉负责地做好各项工作。

二、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今后五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也是宝山建设现代化滨江新

城区的重要时期。在世界经济深度调

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环境大背

景下，我们将积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主动融入长三角世

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进程，抓住上海推进

“四个中心”、科创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机遇，以坚韧不拔、

久久为功的精神，加快把宝山建设成为

上海卓越全球城市的主城区，以更大的

勇气和智慧开拓前行，在新的起点上谋

求新的发展、实现新的跨越。

按照区第七次党代会的总体部署，

今后五年区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各

项决策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市

委、市政府和区委的坚强领导下，着眼于

服务上海改革发展大局，全面践行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

发展第一要务，以“深度融合、转型发

展”为主线，着力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科

技创新，提升城市软实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紧紧围绕“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瑒瑣的

总体目标，为打造“三创三生三宜”瑒瑤、体

现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水平的现代化滨

江新城区而努力奋斗。

根据区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

标，在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基

础上，今后五年宝山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目标是：区增加值年均可比增长 ７％
左右，区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

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

１６００亿元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区增
加值比重达７０％左右，单位增加值能耗
累计下降１６％。全区道路里程达到９００
公里，人均公共绿地达到１２４平方米，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８０％以上，
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和降尘量持续下降。公
共安全感指数保持在８５以上，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人民群

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围绕“两区一体化升级版”奋斗目

标，聚焦建设“魅力滨江、活力宝山”，今

后五年，我们将全力推动以下六方面的

工作：

（一）坚持创新发展，全力推动经济

转型升级。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

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使创新经

济成为发展的主动力。

一是打造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把

科技创新作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

力量，集聚各类创新资源，营造良好创新

生态环境。着力建设“中国产业互联网

创新实践区”。围绕“万千百十”瑒瑥发展

目标，加强政策聚焦与扶持力度，引进、

培育一批“互联网 ＋”龙头骨干企业，进
一步放大钢铁产业互联网集聚辐射效

应，切实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创新活力迸

发、创新成果涌现。着力培育创新主体。

加快建设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

台、宝武新材料研发中心等项目，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技术

中心建设、产学研合作、政府应用示范工

程等方面实现突破，创建一批高新技术企

业、小巨人工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达到３３０家。着力营造双创氛围。打造
一批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

素服务的创新载体，众创空间基地总数持

续增长。培育若干功能完备、科技企业集

聚的科技小镇。优化创新服务体系，依托

张江宝山园公共服务平台等机构，提升技

术转移转化水平，形成若干有影响力的科

技服务品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推动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并举。

二是构建新型产业体系。促进产业

融合发展，不断培育以现代服务业为主、

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支撑

的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加快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和转型调整。积

极对接“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持续推进
新经济培育和传统产业改造，加快向智

能制造、高端制造转型，大力推进高端智

能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一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力争到２０２０年，规
模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产

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２５％以上。促进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
融合发展。顺应“大云物移”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发展新趋势，积极培育新产

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大力发展邮

轮衍生、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

现代物流、健康服务等重点产业，推动生

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附加值延伸，推

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高品质转变。

三是优化产业功能布局。发挥张江

品牌优势，切实整合优质资源，拓展产业

载体，优化“一带三线五园”的产业格

局。推动“一带”邮轮产业建设。持续

打造“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和“上

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

逐步形成以邮轮服务业为核心、邮轮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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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和邮轮商业为配套、金融及会展等

服务业为延伸的现代邮轮产业体系。促

进“三线”东西联动发展。加快轨道交

通沿线新兴服务业集聚发展，持续推进

上海国家高技术服务产业重点培育园

区、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国家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建设，形成协同发展、创新高

效、竞争力强的“一号创新带”“三号创

业带”和“七号创意带”。加快“五园”产

业能级提升。集聚资源、集中优势，推进

园区产业特色化发展。宝山工业园区加

快推进北郊未来产业园建设，城市工业

园区着力建设上海石墨烯等新材料产业

园，上海机器人产业园进一步发挥龙头企

业的集聚效应，月杨产业园和罗店工业园

区加大结构调整和优质项目引入力度。

（二）坚持协调发展，全力提升重点

地区功能。有序推动重点地区发展，切

实将五大地区作为增强城市功能和发展

能级的重要空间载体，统筹提升区域的

功能与形象。

一是提升邮轮滨江带服务能级。加

快滨江地区整体开发，实践从“邮轮码

头”到“邮轮港”再到“邮轮城”的跨越式

发展道路。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邮轮

港。完成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工程建

设，稳步实现四船同靠运营，力争跻身世

界邮轮母港前三。完善邮轮港水陆交通

管理体系，推进岸电等配套项目建设。

加快延伸邮轮产业链。发展邮轮、游艇、

游船“三游”经济，深化与皇家加勒比、

歌诗达、中船等国内外一流公司合作，集

聚邮轮运营企业，打造总部基地，发展船

修、船供等邮轮延伸产业，并加快拓展邮

轮配套服务，打造上海邮轮物资配送中

心、中国邮轮旅游跨境商品交易中心等

平台项目。加快打造滨江生态走廊。完

成上海长滩项目整体开发，辐射带动上

港九区、十区产业转型。加快推进滨江

文化旅游资源瑒瑦的整合和开发利用，推

进?藻浜沿线环境整治，促进滨江由生

产性岸线向生活性、生态性岸线转变。

二是建设人居和谐的南大生态区。

按照“生态优先、环境重塑、功能综合”

的理念，加速推进地区整体开发。提升

环境质量。全面完成南大地区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和征收腾地工作，完成安置房

建设任务，推进生态绿地建设，建成骨干

路网。确定总体功能规划定位。加强城

市功能和产业定位研究，发挥环上大科

技圈等优势，促进地区产城融合发展。

加快核心区功能开发。完善商业商务和

基础设施配套，推动轨交１５号线站点上

盖综合开发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是加大吴淞工业区转型力度。按

照“产城融合、功能复合、中心聚合、空间

围合、机制竞合”的原则，形成城市副中

心的功能性框架。积极推进结构调整。

全面关停污染企业，管控企业无序租赁

行为，协调推进宝武、中铝等企业停产、

搬迁和转型开发工作。加快形成规划体

系。深化功能定位研究，完成结构规划

和控详规划编制，围绕重点产业、基础设

施等开展各类专项规划编制。推动项目

先行先试。构建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和

推进机制，推动条件成熟区域先行开发

功能性项目，形成引领示范效应。

四是推进宜居新城镇建设。扎实推

进新城镇建设、运营、管理工作，提升城

市的宜居宜业品质。有序推进开发建

设。立足打造功能复合的社区邻里和综

合产业社区，推进８３平方公里新顾城
建设。进一步推进美兰湖新镇发展，完

成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和祁连等市属经济

适用房基地的保障房建设任务。切实完

善功能配套。加快道路、河道等项目建

设，完善北部集疏运交通体系，提供更多

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创新社区

管理与服务。不断提升社区自治、共治

能力和水平，打造便捷舒适的生活圈。

五是推进老镇旧区改造更新。运用

城市更新理念，提高公建配套标准，增加

公共空间，惠及７６万户居农民。完成
４００万平方米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推进
张庙等地区１０万平方米成套改造，基本
完成吴淞西块旧改工作，启动吴淞东块

旧改工程。完成大场老镇改造，基本完

成罗店老镇核心区建设，推进顾村老集

镇、杨行老镇改造工程。基本完成庙行

康家村、顾村杨邢宅、大场联东村和场中

村等“城中村”改造，全面解决１３００户在
外过渡动迁居农民安置问题。

（三）坚持绿色发展，全力促进城乡

一体化。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强化底线

约束，把城乡一体、集约高效、绿色低碳

的理念全方位融入城市规划与发展，切

实提升城市建管水平。

一是优化功能空间布局。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不断完善总体空间结

构，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坚持规划引领

发展。以功能转型带动空间转型，围绕

“网络化、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空间

布局，全面提升邮轮滨江带的综合能级，

优化城市发展轴的主体功能，着力构建

南部中心城区、中部主城片区及北部新

型产业城区协同互补的发展格局。强化

土地综合管理。落实“五量调控”要求，

以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

发边界构成的“新三线”作为新一轮土地

利用底线，加快构建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体系。转变和创新土地利用方式，持续推

进建设用地“负增长”和集建区外减量

化，推广土地混合利用和复合开发。

二是打造便捷交通体系。坚持管建

并举、完善体系、补齐短板，着力构建满

足多元出行需求的综合交通体系。完善

区域交通路网。推进“三纵四横”大网

络，“八纵十三横”中网络和“四通八达”

小网络瑒瑧建设。加快实施 Ｓ１６公路、Ｓ７
公路二期瑒瑨 工程，基本完成 Ｓ７公路、
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及浦西接线段等瑒瑩对外

交通通道，优化建设陆翔路—祁连山路

连接工程等内部交通网络，加快国权北

路等区区对接道路和新一轮“微循环”

道路建设，路网密度达３３公里／平方公
里。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实现轨道交通

１５号、１８号线建成通车，规划和建设中
运量交通，不断提高公交线网密度，发展

多样化的“最后一公里”接驳方式。提

升交通管理水平。聚焦智慧交通建设，

增设一批停车诱导系统、电子收费系统、

公共停车系统、交通枢纽和“Ｐ＋Ｒ”瑓瑠停
车设施，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静态交通

格局。持续整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营

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秩序。

三是营造生态宜居环境。严格保护

并积极拓展城市生态空间，全面提升宝

山生态质量和城市形象。拓展绿色生态

空间。建成“五个１００”生态绿化工程，
基本完成绿道网络、外环生态专项和顾

村公园二期建设，新建各类绿地５００公
顷。推进滨水、道路景观绿化工程和立

体绿化建设，提高居民绿色感受度。有

效改善环境质量。构建生态文明和环境

保护责任体系，加强源头防控和末端治

理，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落实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力争空气质量优良

率达８０％以上。开展“海绵城市”试点
工作，探索实施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完

善防汛基础设施，完成南大北等６个排
水系统瑓瑡新建工程，基本消除中心城区

雨水排水系统空白点。推进原水连通工

程建设，实现供水水质全面达标，基本完

成旧住宅小区瑓瑢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强

化城市综合治理。持续推进“三治两

去”综合整治，逐步消除存量违法建筑。

推进泰和污水厂新建工程，确保建成区

污水全收集。全面实施水污染防治行

动，基本消除劣五类水体，确保“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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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瑓瑣水质考核断面全面达标，水域面积
只增不减。加强土壤污染治理和垃圾分

拣综合利用。

四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加大城市

支持农村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推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向农

村倾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围绕建设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深入推进农林水

联动计划，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农产品安全。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推进“村经委托镇管”，探索农村集体资

产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分类推进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力争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城镇

居民。推进农村特色化发展。加强环境

整治和风貌保护，着力建设一批产业特

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人文气息浓厚的

美丽乡村，加快打造以罗店古韵小镇、罗

泾生态旅游小镇为代表的特色小镇，努

力实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四）坚持开放发展，全力提升城市

软实力。加快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以创

新促发展的新路径，努力以更高的开放

水平释放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切实提升

城市影响力和软实力。

一是着力以开放促转型。对接上海

自贸区建设，提升对内对外开放能力，加

快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提升开放型经

济水平。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大力引进和培育外资、

内资同步发展的总部经济，重视和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开

展跨国经营，新增合同利用外资１５亿美
元、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 １０
个。深化“区港联动”制度创新。推进贸

易便利化，积极争取服务业领域开放措施

在宝山推广。充分对接海关特殊监管制

度和检验检疫制度创新，探索设立海关特

殊监管区（库）。推进“区区合作、品牌联

动”。联合金桥、临港、地产集团等专业

力量，创新合作模式，共同提升产业管理、

城市建设等各领域的开发水准。同时着

力发挥宝武、上港、申能等在区大企业优

势，实质性促进区域转型提升。

二是着力提升文化影响力。坚持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创全国文明城区

（提名），在城市更新中融入文化元素，

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优化文体设施布局。

加快推进“一院一厅四馆”瑓瑤为核心的重

大城市功能性文化设施建设，优化镇级

文化中心和体育中心功能，着力构建“１５

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和“１５分钟体育
生活圈”。加强文体产品供给。优化“一

村一居一舞台”等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加

快推进宝山“篮球城”等特色体育项目发

展，提升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社会化、专业

化水平。促进文化与各领域深度融合，大

力发展高科技影视、数字内容、创意设计

等文化创意产业。拓展文化品牌内涵。

围绕“文化四季”主题，提升上海樱花节、

上海邮轮旅游节、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文化品牌的

辐射力和影响力。传承优秀历史文脉，加

强对罗店历史文化名镇等特色文化遗产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三是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大力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加

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推

进金融服务创新。完善多元化融资服务

体系，发挥上海双创投资中心（母基金）

等辐射效应，优化专项扶持资金管理办

法，通过风险补偿、创投引导等方式更好

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新增上市挂

牌企业５０家。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条
件，支持社会、民间资本以 ＥＰＣ、ＰＰＰ模
式投资重点产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

领域。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区属企

业分类管理，进一步调整优化国资布局

结构，切实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实施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制度改革，逐步

实施区属经营性国资集中统一监管。实

施“人才强区”战略。建立更加开放积

极的引才用才政策，大力集聚海内外优

秀人才。用好人才专项资金，加强对创

新创业人才及团队的引进、培养、激励和

服务，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的综合环境。

（五）坚持共享发展，全力持续增进

民生福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扩大

公共服务供给，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

会环境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认同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一是提高就业和保障水平。立足全

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做出更有

效的制度安排。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深入开展失业青

年就业“启航”计划，完善大型居住社区

就业服务，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市

下达指标以内。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每

年帮扶６００人成功创业。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稳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构建更

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征地养老区

级统筹，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

保险“应保尽保”，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

平。健全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完善

“四位一体”、租售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

多渠道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老年照护需求

统一评估体系，打造“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服

务网络，贴近需求布点建设各类养老设

施瑓瑥，实现养老床位总量占户籍老年人口

比重达３５％以上。大力推进老年宜居
社区建设，倡导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

二是提升教育卫生服务能力。深化

教育医疗综合改革，提供覆盖城乡居民

的基本公共服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以建设“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区”

为抓手，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深化

“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和“特色高中”

建设，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

动学前教育和现代职业教育多元发展，

优化“乐学宝山”终身教育品牌。科学

布局教育资源，完善区级教育统筹机制，

新建、改扩建学校３５所以上。推进“健
康宝山”建设。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形成科学高效的公立医院管理体

系，推进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做实家庭医生服务制度。优化卫生资源

配置，加快“１＋３＋４”医疗卫生设施瑓瑦建

设，改扩建一批医疗机构。推进人口健

康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提升公共卫生服

务能力，创建国家健康城区。

三是创新社会基层治理体系。落实

区委“１＋６＋１”文件精神，完善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理顺条块关系。

坚持重心下移，健全条块对接运行机制。

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工作重心切实转移

到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领域。

深化镇管社区“３＋Ｘ”模式，落实基本管
理单元服务和管理资源配置。构建多元

自治共治格局。理顺政府、市场、社会关

系，引导和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

治理，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强化基

层队伍培训、考核和管理，完善社区工作

者职业化体系。营造社会组织发展良好

环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枢纽

平台作用，力争全区社会组织数量达到

７５０个。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精准对接百姓需求与地区发展“痛点”，

做强 街 镇 （园 区）网 格 中 心，提 升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办理水平，解决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等一批难点问题。

四是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有序。牢牢

守住城市安全底线，积极争创上海市“平

安示范城区”，公众安全感、满意度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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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保持较好水平。加强社会治安稳

控。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强化反恐安全防范，实现“平安智

联网”三级全覆盖，建立治安防控“三张

网”瑓瑧统一指挥调度系统，创建全国公共

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示范城区。健全

“大调解”工作机制，落实重大决策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预防化解信访矛盾。提

升人口服务管理水平。严格落实“以业

调人、以房控人、以证管人”等措施，以

“两个合法稳定”为基础，优化区域人口

总量和结构。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推进

城市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聚焦危化

行业、特种设备、食品药品、人员密集场

所等城市安全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加强监管和隐患治理，提升城市抗灾应

急能力，实现全区安全形势整体好转。

（六）坚持依法行政，全力推进政府

自身建设。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

略，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法定

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着力减审

批、强监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持续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清理审批

事项，优化审批流程，持续推进行政权力

标准化建设。积极稳妥推动中介服务机

构、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部门脱钩。健

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做优做强事中事

后综合监管平台，全面推进“双随机、一

公开”工作，探索建立登记注册、行政审

批、行业主管相衔接的综合监管机制。强

化行业监管，注重协同监管，着力构建失

信联合惩戒机制。深化网上政务大厅建

设，基本实现工商登记、行政审批、行政执

法等重点信息的共享使用。推进服务管

理方式创新。全面深化“四位一体”政府

系统运行目标管理体系建设，建立更加有

力的重点工作督查机制。健全财政资金

统筹使用长效机制，进一步理顺区、镇两

级政府财权与事权。扩大政府购买服务

范围和规模，实施购买项目目录管理。

二是全面加强依法行政。坚持将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工作全过程，切

实做到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行权履

职。健全政府依法决策机制。进一步规

范“三重一大”等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公

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

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规范，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

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进一步促进政府

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加大依法

行政力度。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落

实“七五”普法规划。建立执法全过程

记录制度，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的法

制审核制度，促进公正文明执法。深入

推进公共资金、公共权力、公共服务等领

域的政府信息公开，切实提高政府工作

透明度。完善有效监督机制。自觉接受

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

督和区政协的民主监督，完善重大决策

向人大及常委会报告、向政协通报的工

作制度，优质高效办理代表建议和政协

提案。重视司法、舆论和社会监督。加

强政府内部监督，做好对政策落实、国有

资金资产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职等方面的

审计和行政监察工作。

三是强化政府作风建设。坚持严字

当头、实处着力，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

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上海市 ３０条实施办法，坚决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严格执行会议费、

差旅费、培训费等经费管理办法。严控

“三公”经费支出，进一步完善公务卡制

度，切实减少现金使用。认真落实基层

调研制度，在深入群众中更好地服务群

众。坚定不移反腐倡廉。严格落实“一

岗双责”，建立健全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

融合机制，完善行政权力内部流程控制

制度。聚焦公共权力运行等重点领域，

切实做到严明纪律、严格管理，更加有效

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加强公务员队伍

建设。推广公务员岗位履职责任制，建

立健全正向激励和整改问责的长效机

制。试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改革，

推行分级分类培训，努力打造一支素质

高、能力强、作风好的公务员队伍。

三、今年主要工作安排

　　 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
下的重要一年，也是落实区七次党代会

总体要求和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

现代化滨江新城区的开局之年。我们要

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

蓬勃向上的朝气，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

引领，努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

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新进展。

综合各种因素，建议今年全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指标是：区增加值

可比增长 ６５％左右，区地方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 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完成３２０亿元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 ８％，单位增加值能耗下
降 ３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２８３万人以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幅高于经济增长。

抓好今后五年工作的整体起步，今

年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大产业升级力度。一是聚

力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加快集聚一批

“四新”企业，积极引进 ＢＭ机器人等一
批高端制造业项目，确保规模以上战略

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产值占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２３％。
重点推进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建设，加

快１８３亩先行区块开发建设。推动城市
工业园区与临港集团全面合作，扎实推

进“科技绿洲”项目。全力推进上海机

器人产业园发那科三期项目的落地，力

争美钻中海油项目开工建设。着力打造

高境“科创小镇”，力争年内启动新业坊

二期项目。加快启动实施２０个重大产
业项目，重点推进１５个单体投资规模超
亿元的产业项目建设。二是进一步做强

区域“商圈”。加快推进宝山宝龙城建

设，建成顾村龙湖、杨行招商花园城等重

点商业项目，提升淞宝、大场北中环、共

康三大商业商务集聚区，加快建设顾村、

罗店、杨行、逸仙路沿线以及上大周边等

五个地区级商业商务功能区，推进上

海—东盟商品直销中心等项目。三是加

大招商稳商强商力度。探索创新招商联

席会议机制，落实区领导联系重点企业

制度，加大对招商资源的整合统筹力度。

聚焦产业链部署招商重点，进一步优化

“１＋９”产业扶持政策，加大对重点产业
的精准扶持力度，加快集聚更多的行业

领先企业和创新型机构。积极开展存量

资源二次招商，探索“租税联动”机制，

提高土地和楼宇的利用率和产出率，加

快打造一批税收亿元楼。四是进一步拓

展发展空间。严格执行环保、能效、质

量、安全等标准，发挥倒逼机制作用，加

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罗泾等北部地区

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确保完成市产业

结构调整关停（外迁）项目４０项，全年调
整腾地１５００亩。

（二）全力落实科创战略。一是做

强做优张江宝山园。进一步提升知识产

权、科技金融、企业信用管理等７大服务
平台能级，全力争取张江重大项目落地。

推进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超导

电缆检验测试平台建设，推动科研成果

产业化，完成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项目３０个以上。二是承接高校院所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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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效应。聚焦海工装备、新材料等产业

领域，依托美钻、海隆等龙头企业，联合

交大等高校院所，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深化与复旦、同济、上大、工程大等

高等院校的战略合作，新建院士专家工

作站２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家，完成
产学研合作项目２０项。三是激发金融
创新活力。出台《宝山区政府引导基金

管理办法》，跟踪服务上海双创投资中心

（母基金）运作，深化“基金 ＋基地”发展
模式，全年力争新增优质基金公司２家
以上、新增上市挂牌企业１０家以上。四
是营造双创良好氛围。加大对众创空间

的扶持力度，新增 ２个市级众创空间。
成立众创空间创新联盟，加强园区间的

整合和协同联动。研究出台人才服务相

关配套政策，推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企业工作室建设。

（三）着力做优发展环境。一是深

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落实“两集中两到位”运行机制，

实现审批事项网上全流程办理，建立跨

部门的市场准入单一窗口，加大综合受

理力度。加快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全面

实施“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瑓瑨。推进事

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升级，实现法人库

数据落地和部门间数据共享，进一步延

伸系统功能。扎实推进“双随机、一公

开”瑓瑩工作，确保年底前随机抽查事项实

现全覆盖。二是加快打造智慧城区。建

设区级电子政务云，实现本区各部门３０
个信息系统迁移上云和共享。加快建设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新建１０００
个视频监控点。提升信息基础设施服务

能力，实现家庭平均接入带宽达到５５Ｍ。
三是大力激发企业活力。制定优化企业

发展环境相关办法，培育２０家“专精特
新”企业，推动骨干民营企业成为拥有核

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龙头企业。做强做

优国资国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深化委托监管。

（四）加快重点地区开发建设。一

是持续提升邮轮滨江带能级。完成邮轮

港后续工程建设，全年接靠邮轮４８０艘
次，确保运营安全有序。深化与招商局

集团、上港集团等企业合作，加快邮轮城

核心区、上海长滩等建设进程，启动建设

邮轮港海事交管中心、宝杨路圈围地块

等项目。二是全面推进南大生态区开

发。加快前期签约腾地进程，加快推进

光明、中储等企业征收补偿工作。开工

建设３５万平方米安置房，加大配套建设
力度，推进祁连山路、南大路等４条骨干

道路和社区服务中心、学校等１５个市政
公建配套项目建设。明确开发运营体制

机制，形成产业发展纲要。落实核心区城

市设计和功能定位研究，加快轨交１５号
线丰翔路、南大路站点上盖复合开发。三

是积极推动吴淞工业区整体转型。完成

结构规划编制和报批，加快上港九区十

区、东海船厂区域、?藻浜沿线的功能定

位研究。加快推进先行先试项目，按照

“成熟一块、规划一块、实施一块”原则，

启动宝武特钢、宝武不锈钢及中铝上铜地

块转型，推进上海国际能源创新中心项

目。四是高水平推进宜居新城镇建设。

加快市属保障房建设进度，建成交付

４７５万平米保障房。推进４条大居外配
套道路建设。全力打造产城融合的新顾

城，全面推动征收补偿、基础设施、功能招

商等工作，推进潘广路等配套项目建设。

五是有序实施老镇旧区改造更新。按节

点推进大场联东村等６个“城中村”瑔瑠改
造，基本完成庙行康家村动迁工作，推进

大场联东村、场中村等控规调整。着力推

进８０万平方米住宅修缮等工程瑔瑡，完成

８１４万平方米住宅小区二次供水改造。
（五）持续推进重大工程建设。一

是聚焦重点任务。配合推进 Ｓ７公路、
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及接线段、沪通铁路（宝
山段）、江杨北路建设，启动军工路快速

路建设，加快推动长江路快速路、Ｓ７公
路二期和 Ｓ１６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完
成轨交１５号、１８号线一期腾地工作。开
工建设国权北路及陆翔路—祁连山路贯

通工程，建设７条微循环道路，解决市民
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大力发展

公共交通，做好中运量交通首条线路的

开工准备工作，新辟调整 １０条公交线
路。加大生态绿化建设力度，新建绿地

面积１２０公顷，新建绿色步道４３公里。
二是健全推进机制。健全重大项目立功

竞赛制度，全力助推重点工程建设。创

新投融资方式，探索推进 ＥＰＣ、ＰＰＰ等模
式在公共项目中的应用。

（六）切实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

一是加强治污力度。全面推行河长制，

聚焦“３３＋３３＋Ｘ”瑔瑢河道整治任务，加大
治理力度，基本消除中小河道黑臭现象，

建设污水收集管网 ２０公里、点源纳管
１２５８个，完成１个国考断面和６个市考
断面的达标治理。积极配合推进吴淞江

工程，加快罗?河沿线动迁拆违工作。全

面完成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和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加强土壤防治和垃圾综合

治理等工作，确保降尘量、ＰＭ２５年均浓

度控制在市下达目标以内。二是完成治

违任务。落实“五违四必”要求，聚焦

“３＋４＋５５＋１８８＋Ｘ”瑔瑣重点任务，严格节
点目标，强化工作措施，确保完成市、区两

级“五违”整治任务，做到整治一块、见效

一块、巩固一块。三是巩固治堵成效。持

续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重点整

治３３条道路和７４个非法客运点，巩固
“淞宝”交通文明示范区创建成果，健全

依法严管的常态长效机制，确保道路违法

行为、交通事故实现“双降”。

（七）加大城乡统筹工作力度。一

是完成系列规划修编。完成《宝山区域

总体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４０）》编制及报批工
作。编制完成月浦、杨行、罗店新市镇总

体规划，以及月浦镇聚源桥、沈家桥、段

泾、月狮村庄规划，进一步完善村庄布

局。设立并推行“城乡一体化升级版”

指标体系。二是积极稳妥推进农村改革

发展。完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

改革，全面推行村经分离，完成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验收工作。稳妥推

进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力

争杨行、顾村年内完成改革工作。积极

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实施化肥和农药减

量化行动，争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

三是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创建市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１家和区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３家，推进罗店古韵小镇、罗泾生态
旅游小镇等特色小镇建设，实现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全面完成７
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退养工作。

（八）着力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一

是做实就业保障工作。确保“第二轮创

业型城区”创建成功，帮助７６０名长期失
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帮扶引领６００人
成功创业，确保“就业困难人员”、“零就

业家庭”成员 １００％安置。落实镇保政
策调整工作，推进征地养老区级统筹。

二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新建一批养老

设施瑔瑤，实施存量养老机构老旧电气线

路改造项目。深入推进老年照护统一需

求评估，完善养老服务第三方评估、分配

和轮候机制。试点推行“养老服务包”

工作，拓展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试点范围。

三是落实一批政府实事项目。实施３万
户表前电力设施改造。完成２０万户燃
气安全检测和２１万户燃气内管改造。
新建、改建５个标准化菜场，新建５０个
社区智能微菜场。着力推进残疾人居家

养护和健康体检项目。

（九）扎实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一

是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实施“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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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校集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开展市

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标工程，推进“有品

质幼儿园”创建。做强终身教育“乐学”

品牌，加快打造产教融合、中高职贯通的

职业教育体系。着力推进“问题化学

习”教学研究项目，探索适合学生多元发

展的评价体系。加大教育经费区级统筹

力度，完成宝山区教育学院等６个新建、
改扩建项目。二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有序落实综合医改各项任务，提高

公立医院管理和运行效率。优化社区卫

生服务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分级诊疗制

度，推进“１＋１＋１”瑔瑥组合签约。启动区
精神卫生中心迁建工程和罗店医院改扩

建二期工程。做好国家卫生区复评审迎

检工作，创建“全国健康促进区”。三是

推动文体事业健康发展。推进长滩音乐

厅等重大文化场馆建设，建设上海淞沪

抗战纪念公园二期等一批项目。高水平

开展２０１７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系
列活动，办好第十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节。围绕“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５
周年、“八一三”淞沪抗战８０周年，精心
组织系列纪念活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举办宝山群众体育大会。

（十）全力确保城市运行安全。一

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着力理顺条块关

系，建立街镇工作综合评价机制，规范村

居委会服务群众机制，扎实推进住宅小

区综合治理，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启动第二批基

本管理单元建设。二是完善城市综合管

理。落实居住证制度，严控人口规模。

全面启动区、街镇、村居社区三级视频监

控联网应用及综治智能化信息系统建

设，争创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三是

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深入落实安全

监管５０条意见，从严从细落实安全责
任，强化“三合一”场所火灾隐患整治，

完成危险化学品、油气管道等隐患治理，

为老旧小区增配或改造消防设施。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积极创建“市民满意的食

品安全城区”。

宝山正处在全面转型发展的新阶

段，时代赋予我们重任，人民寄予我们厚

望，我们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责任重

大而艰巨。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委的坚

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

下，大力发扬只争朝夕、敢为人先、求真

务实、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拼搏精神，

加快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的现代

化滨江新城区，共同谱写创新转型的新

篇章，合力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即建设全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示范区、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最佳实践区，率先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
②指经济发展好、民生保障好、社会管理好、文化建设好、生态改善好。
③全区各委办局、街镇、园区共获得国家级、市级荣誉称号３００余项。
④比２０１１年增长７４６％。
⑤累计建成产业载体６００余万平方米。
⑥２０１６年工商注册新设企业户数、注册资金分别是２０１１年的２７倍、１６７倍。
⑦上海双创投资中心（母基金）、中保双创城市发展基金、遨问新材料基金、贝琛网森基金等、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基金。
⑧其中２家企业主板上市，２家企业创业板上市，１家企业香港上市，２８家企业新三板挂牌，５家企业上海科创板挂牌，３２家企业
股托交易中心挂牌。

⑨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一期居农民签约率分别达８１％、９７４％、８９１％。
瑏瑡原宝钢集团。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通知，同意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实施联合重组。宝
钢集团更名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武钢集团整体无偿划入，成为宝武钢铁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瑏瑢包括庙行康家村、顾村杨邢宅、大场联东村、大场场中村、顾村老集镇、杨行老镇。
瑏瑣９０％的老年人由家庭自我照顾、７％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３％享受机构养老服务。
瑏瑤包括共有产权房、公租房、廉租房、动迁安置房。
瑏瑥成功创建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瑏瑦包括上大基础、行知、罗店等教育集团。
瑏瑧市一医疗联合体、交大九院医疗联合体、华山医疗联合体、曙光中医医疗联合体、宝山区康复医疗联合体。
瑏瑨人均期望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
瑏瑩全区道路里程达８２２２公里，道路密度达到３０８公里／平方公里。
瑐瑠指杨南路—宝安公路段。
瑐瑡包括建成６座交通枢纽、１１座公交首末站、３０４座候车亭。
瑐瑢街道职能重心转向“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
瑐瑣“３”指“基本单元管理”“片区分级管理”“镇直接管理”三种镇管社区模式；“Ｘ”指各镇和园区结合自身实际，在共治自治等方
面探索创新有效的社区管理模式。

瑐瑤创新“３＋Ｘ”镇管社区模式及机制被市政府办公厅《今日要情》《每日动态》“汀关注”“上海观察”录用，并被《解放日报》《文汇
报》《东方城乡报》等知名媒体相继报道。

瑐瑥指顾村镇菊泉基本管理单元、顾村镇共泰基本管理单元、罗店镇美罗家园基本管理单元、大场镇大华基本管理单元。
瑐瑦宝山区居委会电子台账荣获２０１４年上海社会建设市区（县）联动项目（培育探索类）优秀项目。
瑐瑧“１”是指宝山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１２”是指１２家街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瑐瑨即成立１个推进办公室和产业结构调整、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规范用工、拆违控违、“群租”整治、控制和规范“非改居”、加强集
体企业厂房及集体土地出租管理、严格居住证件务工证件办理和凭证服务、村（居）社区综合管理建设等９个专项推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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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宝山成为上海首个全国综治信息化建设试点地区。
瑑瑠还包括宝山图书馆（新馆）、“馆园合一、文绿结合”的国家级抗战纪念馆和淞沪抗战纪念公园等。
瑑瑡宝山籍运动员在各类国际国内大赛上累计获得１１８枚奖牌。
瑑瑢即春之樱、夏之邮、秋之艺、冬之阅。
瑑瑣宝山籍运动员许昕荣获里约奥运会乒乓球男团金牌，吴佳欣荣获女子射箭个人第六、团体第七。
瑑瑤包括“治违”“治堵”“治污”“去火灾隐患”和“去低效产能”等五个方面。
瑑瑥ＰＭ２５浓度从２０１３年开始监测，年平均下降６３％。
瑑瑦指集装箱堆场、钢材堆场、集卡停车场。
瑑瑧即“１”个万：建设万米墙体绿化；“２”个十：打造十大特色城市公园，建设十幅大型休憩绿地；“３”个百：改建和新建百个市民街
心花园，培育百条景观林荫道路，保护百棵百年古树名木。

瑑瑨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１１５平方米。
瑑瑩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瑒瑠即“一条热线”：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两张网”：一张是网上政务服务网，一张是事中事后监管网。“三个中心”：区行政服务
中心、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四位一体”目标管理制度：“立项、执行、督查、问效”四位一体

管理制度。

瑒瑡区行政服务中心全面推行企业服务事项“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协同办理、全程跟踪监督”服务。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建
成“两级平台、三级网络”监督指挥体系。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在全市率先实现“全年无休、全区通办”。

瑒瑢原来是６２４项。
瑒瑣即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城市功能转型的最佳实践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瑒瑤即创新创意创业相促进、生态生产生活相融合、宜居宜业宜游相协调。
瑒瑥“万”即区域内集聚各类产业互联网企业超过１００００家，“千”即产业互联网企业产出超过１０００亿元，“百”即引进培育行业内
知名领军企业达１００家，“十”即打造国际知名平台项目和领军人才（团队）超过１０个。

瑒瑦包括炮台湾湿地公园、淞沪抗战纪念馆、海军博览馆、上海长滩等。
瑒瑧三纵四横”大网络指纵向：Ｓ２０—Ｓ７、共和新路—#

川路—Ｓ１６、逸仙路—同济路；横向：Ｓ５—中环线、长江路—长江西路、Ｓ６－
Ｓ２０、Ｇ１５０１。“八纵十三横”中网络指纵向：祁连山路—陆翔路、沪太路、潘泾路、康宁路—富长路、共和新路—?川路、江杨路、
长江南路—铁山路／铁力路、逸仙路－同济路；横向：长江（西）路、泰和路、水产路、宝杨路—宝安公路、友谊路—潘广路、富锦
路、杨南路、月罗路、石太路、罗北路、金石路、宝钱公路、集宁路。“四通八达”小网络指加强社区内部配套道路的提升改造，形

成内部有效的“微循环”。

瑒瑨Ｓ７公路二期为月罗路—区界段。
瑒瑩包括Ｓ７公路（Ｓ２０—月罗公路段）、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及浦西接线段、江杨北路（指Ｇ１５０１—Ｓ２０段拓宽工程）。
瑓瑠即换乘停车场，早上驾车停进停车场，然后换乘地铁抵达工作单位，下班后再坐地铁到达停车场，驾车回家。
瑓瑡指南大北排水系统、乾溪排水系统、何家湾排水系统、盛宅排水系统、虎林排水系统、庙彭排水系统。
瑓瑢指２０００年前建造的住宅小区。
瑓瑣指１个国考断面和１６个市考断面。
瑓瑤即上海樱花大剧院、上海长滩音乐厅、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二期改造工程、宝山区文化馆改扩建工程、区档案馆、城市规划馆。
瑓瑥包括养老机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助餐点、长者照护之家、睦邻互助点等。
瑓瑦即在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引入社会资本新建１家综合性医院，迁建区精神卫生中心、统筹建设区妇幼保健院和区眼病防治所等
３家区级卫生设施，完成罗店大型居住社区、顾村拓展区（新顾城）、南大生态区、上海长滩等４家区域社区卫生机构布点建设。
瑓瑧指治安巡逻防控网、武装应急处突网和群防群治守护网。
瑓瑨“五证合一”是指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是指
将由工商、质检、税务三个部门分别核发不同证照，改为由工商部门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瑓瑩即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瑔瑠即顾村老集镇及杨邢宅、庙行康家村、大场联东村及场中村、杨行老集镇。
瑔瑡还包括推动泗塘一村北块实施成套改造、９７万平方米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工作。
瑔瑢第一个“３３”指市政府下达的３３条城乡中小河道整治任务，第二个“３３”指区政府下达的３３条城乡中小河道整治任务，“ｘ”指
除市区下达任务外其他纳入整治任务的河道。

瑔瑣“３”个市级整治地块包括南大地区东块，大场、庙行地区，顾村镇东块。“４”个市里关注的区级整治地块包括沪太路沿线顾村
镇地块、宝武物流三冠钢铁有限公司地块、?川路沿线杨行地块、沪太路沿线罗店镇地块。“５５”个区级整治地块包括２０１６年
结转的６个地块及２０１７年需整治的４９个地块。“１８８”即２０１７年区水污染防治１个国考断面、６个市考断面、６６条重污染河
道沿岸１８８万平方米违法建筑。“Ｘ”即社会治理和水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中增加的其它整治地块。

瑔瑤新增２家养老机构（养老床位４７８张）、４家长者照护之家、１家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３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５家养老机
构内设医疗机构、２家助餐点、１０家睦邻点。

瑔瑥指社区居民签约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家区级医院、１家市级医院。签约市民患病后，先前往签约家庭医生处就诊，如病
情较重，再通过家庭医生转诊二、三级医院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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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２０１６）
■编辑　吴思敏

１月
５日　高境镇政府与软通动力信息

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书，双方合作助推高境发展、产业转

型，打造出一个标志性的创新产业园。

９日　宝山区第二十二届“蓝天下
的至爱———万人上街募捐”慈善活动在

宝山中学启动。活动以“帮助他人，阳光

自己”“万人捐，帮万家”为主题。活动

现场举行简短的颁证授旗仪式。仪式结

束后，学生募捐志愿者上街募捐，参与人

数１３００人次，募集善款５１３６１５７元。
１３日　宝山区首次将委办局党委

（党工委）书记纳入述职评议考核范围，

召开２０１５年度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
（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

议会，顾村镇、大场镇、高境镇、友谊路街

道、国资委和教育局６个党委（党工委）
书记作口头述职，其他党委（党工委）书

记作书面述职，并现场开展民主评议。

１８日～２１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召开。区政协

主席丁大恒受区政协常委会委托向大会

作工作报告。区政协副主席王兆钢作宝

山区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以来常委会关于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共收到提案

２２０件。大会通过区政协七届六次会议
决议。

１８日　宝山区旅游协会正式成立。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

为宝山区旅游协会揭牌。与会领导为会

员单位代表颁发证书。

同日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宝山园出入境办证服务点”揭牌仪式举

行。揭牌仪式上，公安宝山分局向西德

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颁发“口

岸签证备案单位登记证”。

１９日～２２日　宝山区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工作报告，听取

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

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区“十三五”规划

纲要草案，对经济转型、民生保障和城市

建设管理开展专题审议。审查和批准宝

山区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宝山区２０１６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

宝山区２０１５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６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６年区本级预
算。大会补选王丽燕为区七届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并举行首次宪法宣誓仪式。

２８日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经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查，区市场监管局

推荐，被列入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级服务业标
准化试点项目计划。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是继杨行镇养老院、区医保中心之后，宝

山区第三家获得的国家级标准化示范试

点项目。

同日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４
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举行。开幕式上，杨涌向淞沪馆捐赠

１９３４年出版的珍贵黑胶木唱片《毕业
歌》，台胞白中琪向淞沪馆捐赠淞沪会战

期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使用的大刀，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栋睴，民革上海

香山书画社社员、画家孙康生捐赠油画

“１·２８淞沪抗战”。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馆长唐磊向四位捐赠者颁发捐赠证

书。开幕式后，出席嘉宾共同参观“民族

的呐喊，中华的强音”抗战音乐珍贵黑胶

木唱片主题展。

同月　“宝山ｉ科普”入选上海市十
大科普微信公众号，是全市唯一入选的

区县科普公众微信。该评选活动由上海

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联合主办，上海科技报社、腾讯大申

网承办。

同月　宝山新材料产业基地获批工
信部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同月　第九届“中华慈善奖”揭晓，
宝钢等９家企业被民政部授予最具爱心
捐赠企业称号。这是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宝
钢连续６次获得该项荣誉。“中华慈善
奖”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

同月　经上海市著名商标评审委员
会评审会议审议通过，“宝钢”商标再次

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这是“宝

钢”商标连续６次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
商标。

同月　上海市北部区域最重要的电
力通道之一潘广路—逸仙路电力隧道工

程一标段电力隧道全线贯通。此次贯通

的一标段隧道全长６３公里，是国内最
大口径的顶管法电力隧道。

２月
１日　２０１６年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活动启动仪式在杨行镇杨北村举

行。启动仪式上，向村青少年代表、村民

代表赠送学习书籍和便民医药箱。宝山

沪剧团为村民献上沪剧表演《贤惠媳

妇》。

３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

校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全会第一次

会议，并就如何深入推进全区反腐倡廉

建设作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

传达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十届市

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全会审议通过章俊

荪代表区纪委常委会所作的《全面从严

治党，把纪律挺在前面，坚定不移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区纪委六届六次全会决议。

同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对全区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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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经过依法审理后

作出判决，某服装厂老板秦某因恶意拖

欠员工劳动报酬并逃匿，其行为已构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并处罚金２万元。
４日　宝山区与宝钢集团举行宝钢

特钢地块整体转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

约，吴淞口创业园同时揭牌，全面拉开吴

淞工业区内宝钢企业整体转型发展序

幕。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在签约仪

式上致辞，并在座谈交流时介绍宝山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

１９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
书记韩正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

到宝山区吴淞工业区展示馆调研，听取

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汇报。调研后，韩

正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宝山区关于经

济社会发展和补短板、破难题等工作情

况汇报。

２５日　市交通委党组书记、主任谢
峰带队到宝山调研重大工程建设推进、

综合交通系统问题治理和完善等相关情

况，区领导汪泓、方世忠、连正华等陪同

调研并参加座谈。

同日　宝山区举行就业援疆工作政
策咨询会，副区长秦文波出席活动。会

上，四家企业分别与新疆叶城县招商局

进行投资意向签约。

同日　宝山区举行首届“宝剑之
星”“十佳贤内助”颁奖典礼。该项活动

经过组织推荐、现场评审、网络投票等环

节，倪军、施东、潘晓冬等１０名干警和张
英等１０名家属分获“宝剑之星”及“十
佳贤内助”称号。

２９日　宝山区红十字会应市红十
字会通知要求，开展中国台湾高雄 ６７
级地震赈灾募捐工作，并召开专题会议

进行工作动员，共募集捐款８０７万元，
全额上缴市红十字会，并转往灾区。

同月　宝山区被国家旅游局评为
“厕所革命”先进区。

３月
１日　长江软件园与上海外服云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合作探索如何构建园区全新人力资

源服务模式，助力入驻企业更好、更健康

发展。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东浩兰生

集团副总裁、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栋等出席签约仪式。

２日　宝山区召开政法综治、信访
稳定暨平安建设大会，推进宝山政法综

治、信访稳定工作。区委、区政府与各街

镇、园区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

建设）责任书》和《信访工作目标责任

书》。

３日　党外代表人士宝山挂职锻炼
基地举行第八批党外挂职干部与带教老

师见面会，１０名挂职干部开展入区培
训。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在见

面会上发表讲话，对挂职干部和接收单

位提出要求。

４日　宝山区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市委关于加强和

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决策部署，全面启

动区群团改革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

周德勋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吴延风解读宝山群团改革方案，对群

团改革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６日　上海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宝
山区群众体育大会开幕式暨区第二届家

庭运动会在宝山区体育中心开幕。运动

会由区妇联与区体育局联合举办，以此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１０６周年。开
幕式上宣读《关于表彰宝山区百户“最

美家庭”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全国三

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巾

帼创新奖、上海市巾帼文明岗、上海市巾

帼建功标兵、上海市“妇女之家”示范点

等优秀女性及先进集体代表颁发荣誉证

书和奖牌。家运会以“和美家庭、和睦邻

里、和谐社会”为主题，吸引全区４９１户
家庭１５１０人报名参赛。
８日　宝山区举行创新社会治理加

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大会，并对２０１５年
度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

设”优秀基层工作案例进行表彰。区委

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会议。

９日　宝山区教育综合改革启动大
会在行知中学召开。会上成立宝山区教

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和宝山教育综合改

革专家组。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代

表区政府与街镇园区、委办局代表签订

“十三五”期间贯彻落实教育法律法规

责任书。

１２日　宝山旅游宣传周系列活动
（徐汇站）在武康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启动。宣传周活动以“吴淞口历史与文

化故事会”为主题，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

足参与。

１４日 ～１７日　２０１６全球邮轮产业
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在大会上作“携

手共进，谱写国际邮轮产业合作新篇章”

主题发言。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

心、海贸集团、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

展有限公司三方在大会上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并举行 ２０１５《中国邮轮产业
发展报告》（邮轮绿皮书）英文精编版发

布仪式。

１７日　上海市科技创新创业服务
站工作会议在市科学会堂召开，宝山区

创客邦在会上获批市级众创空间称号。

创客邦众创空间位于呼兰路 ９１１弄 １１
号，整合政府、企业、社会三方资源，全力

扶持优秀的创业项目，帮助企业解决创

业问题。

１８日～４月１５日　２０１６上海樱花
节在顾村公园举行。樱花节以“樱满枝

头花争艳”为主题，举办相关摄影、诗歌、

交友、戏曲、最美樱花树评选等五大主题

活动，另有风味美食、休闲娱乐、自然探

索、旅游购物、度假住宿、运动健身六大

配套活动。樱花节共接待游客１６２６２８０
人次、散客 １５７０６２７人次、学生团队
５５６５３人次，单日最高游客量１６８８５６人
次，９个高峰日接待游客８５９１９７人次，总
客流与单日客流创造历年之最，同时也

创造上海公园游园单日最高客流。

１８日　“上海市戏剧特色学校”命
名仪式在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剧场举

行，上大附中、复旦附中等学校成为上海

市首批戏剧特色学校。宝山区唯一一所

命名学校上大附中党总支书记、校长卢

广华代表学校与上海戏剧学院签署《上

海市戏剧特色学校发展合作协议》。

１８日～２５日　宝山区试运行开通２
条“赏樱花、游宝山”免费旅游专线以便

市民到顾村公园踏春赏樱花，途经顾村

公园、玻璃博物馆、中成智谷、半岛１９１９
等景点。

１９日　第三十一届上海市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在复旦大学举行。高境三

中夺得一等奖４项、二等奖５项、三等奖
１项，专项奖５项，继２０１５年摘得上海市
第三十届科技创新大赛宝山桂冠之后再

次荣登榜首。

２１日　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举行新址启用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

周德勋参加仪式。新址位于友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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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号。
２２日　区水务局在文化馆广场、上

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广场举行第二十九届

“中国水周”宣传活动，主题为“落实五

大发展理念，加快宝山治污过程”。

２３日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研究”课题组阶段性工作总结研讨

会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课题组

有序推进《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研究》系列丛书的编研和出版工作，并

与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合

作，选编和出版“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第

一批共３２本，下阶段将进一步整合地区
学术力量，推动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

２６日　新民晚报社和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共同发起主办的市民读书会在宝

山区图书馆启动。读书会以“留住记忆，

走进文化”为主题，邀请著名画家戴敦邦

和作家沈嘉禄与读者现场交流。区委副

书记、区长方世忠与新民晚报总编辑陈

启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裁李远涛共同为启动仪式按下启动球。

同日　由宝山工业园区与庙行镇共
同委托上海叁陆伍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

司运营的“３６５众创小镇”开园启动仪式
在上海智力产业园启动。该小镇形成跨

行业多领域的创业孵化平台，集孵化空

间、创业项目、投资机构、创服资源为一

体的综合平台，总占地面积１００５３平方
米，建筑面积８６００平方米。区委常委、
副区长夏雨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同日　宝山区人民政府、陈伯吹儿
童文学基金会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２０１６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启
动仪式在宝山区图书馆举行。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朱礼福，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发行处处长忻愈，上海市群艺馆馆长

萧烨璎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周晴为魔

法童书会、上海阅读越精彩青少年读书

服务中心、爱阅屋绘本阅读体验中心等

首批１０家社会组织与机构颁发“上海宝
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互动空间”奖牌。

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上海市教

委副书记、副主任高德毅，上海市文广局

副局长褚晓波，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周基亭和市民代表共

同为２０１６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
季揭牌。

同日　《黑白的热血———张明曹抗
战美术作品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开幕。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

方世忠和张明曹先生家属，上海中国画

院画师、上海文史馆馆员、著名画家张迪

平，上海美术家协会顾问、上海中国画院

画师、著名画家张雷平共同为展览揭幕。

展览于４月３０日结束。
２８日　区妇联在杨行镇城西二村

举行宝山区村居妇女联合会授牌、执委

颁证仪式。根据区妇联改革实施方案目

标，一季度，全区４３９个村居“妇代会”统
一改名为居村“妇联”，选举产生村居妇

联执委６５００名。
２９日　宝山区政府与均瑶集团签

订合作办学框架协议，合作推进顾村地

区世界外国语学校建设。区委书记汪泓

在签约仪式上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

方世忠代表区政府与上海均瑶集团公司

董事长、上海世外中小学董事长王均金

签订合作协议。

同月　按照上海市质量发展规划有
关鼓励和支持实施名牌战略和名牌创建

示范工作要求，经区市场监管局推荐，上

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钢联电

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３家企业的１４
个产品及服务被评为上海市名牌。宝山

区上海名牌总数达４４个。

４月
１日　吴淞大桥桥面修缮主体工程

完工，４月起大桥车辆通行恢复施工前
的交通组织方式：双向８条机动车道，非
高峰时段允许８Ｔ以上货运车通行。吴
淞大桥引桥抢修工程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６
日开工，前后历经６次昼夜施工翻交。
４日　宝山推出首个企业经营范围

查询监管平台。该系统是上海市场监管

部门推出的首个企业经营范围查询和监

管平台，既可在事前环节服务创业者、又

可在事中事后环节提高监管效率的企业

经营范围查询系统。

７日　高境镇政府与国药器械上海
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推国药上海

医疗产业园项目落户高境镇。此次签

约，高境镇与国药集团双方将充发挥各

自资源优势，在建设产业基地、招商引资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实现联动发展。

１４日　上海酷武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简称“酷

武股份”，股票代码：８３７２４１），成为高境
镇首家正式成功登陆新三板的企业。

同日　宝山区政府与建设银行上海
市分行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发挥各

自综合资源优势，创新银政合作模式，聚

焦科创中心建设，聚焦宝山转型发展。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

忠，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段超良等出席签约仪式。

１４日 ～１５日　２０１６年全国邮轮卫
生检疫工作会议在宝山区召开，来自全

国质检系统及邮轮行业领域的６０余名
专家、行业领袖出席会议并担任演讲嘉

宾。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俞太尉

出席会议并致辞，宝山区委书记汪泓、质

检总局卫生司副司长王春洁出席会议，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副局长周力沛

主持会议并做《邮轮工作组十二五工作

汇报》。

１５日　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和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上海市“四新”

经济创新基地建设试点培训交流会暨授

牌仪式在杨浦区复旦软件园举行。宝山

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上海智力产业园、

上海空间技术应用产业基地等８家单位
获得授牌。

２０日　宝山区召开“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工作座谈会，学习传达中央和市

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精

神，对全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

作进行部署，标志着全区“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工作的全面展开。区委常委、组

织部长吴延风在会上讲话。会议下发

《关于在本区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

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

育实施方案》的通知，月浦镇、区级机关

工委、区市场监管局和区委党校等４家
单位作交流发言。

２１日　由副市长闵云率领的浙江
省湖州市教育考察团专程到宝山区培智

学校，交流考察特殊教育工作。副区长

陶夏芳陪同考察。

２２日　世界最大邮轮公司嘉年华
集团旗下品牌歌诗达邮轮集团，在吴淞

口国际邮轮码头为歌诗达邮轮“幸运

号”举行首航仪式。下午，区委书记汪泓

会见意大利歌诗达邮轮集团首席执行官

汤沐（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ａｍｍ）一行。
同日　由宝山区商务委联合上海市

经信委、浦东新区经信委共同牵头，上海

移动互联网应用促进中心和万科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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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商汇主办的“移动互联网 ＋产业园区
论坛”在长江软件园举行。论坛着眼于

“产业发展趋势”“云时代智慧园区的创

新与融合”“新致云生态系统构建与集

成”“资本市场挂牌前辅导”等主题，由

业内公认的顶尖行业园区运营商和导师

进行主旨演讲，并与现场观众互动交流。

２３日　“２０１６上海坐标·城市定向
挑战赛”宝山赛区比赛在宝山体育中心

开赛。此项赛事由宝山区首次参与承

办。赛事以“幸福宝山之老厂新貌”“幸

福宝山之滨江新景”两条线路凸显宝山

转型创新发展成果。

２３日～２４日　市一医院宝山分院
内科大楼整体大修工程完工，２００余名
内科住院患者迁入新病房。内科大楼始

建于１９９９年，２０１５年进行大修。经大修
后的市一宝山分院内科大楼共有１１个
病区３５０余张床位，有效缓解居民“就医
最后一公里”等难题。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开业运营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２５日～２７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
雄率领上海市代表团赴新疆喀什推进产

业援疆促进就业工作，宝山区委副书记、

区长方世忠作为代表团成员一同前往。

在叶城期间，方世忠与叶城县委书记李

国平、县长阿迪力·玉努斯等叶城县领

导座谈交流。方世忠代表宝山区向叶城

县捐赠“自选动作”项目资金４１０万元，
并看望慰问宝山选派的２０余名援疆干

部人才。

２７日　宝山区召开２０１６年精神文
明建设暨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工作表彰

大会，学习贯彻中央及市文明委相关会

议精神，回顾总结２０１５年全区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和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工作，

部署２０１６年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
彰一批宝山区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工作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潘敏，区领导

以及驻区部队、宝钢集团、上海大学等单

位出席大会。区绿化市容局、淞南镇、杨

行镇万科四季花城二居委３家单位作交
流发言。

２８日　集购物、餐饮、娱乐、服务、
文化、休闲于一体大型复合式生活时尚

中心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正式营业。宝

乐汇位于牡丹江路１５６９号，属宝山城区
中心地带。项目总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
米，营业面积５万平方米。入驻宝乐汇
的品牌中有１００余个品牌是首次入驻淞
宝地区。

同日　吴淞中学举行道尔顿工坊启
用暨“院士导航站”揭牌仪式。中国工

程院王威琪院士等“院士导航站”导师

和吴淞中学１９５６届３０余名校友与吴淞
中学全体师生参加。区委书记汪泓向

“院士导航站”导师颁发聘书；市教委副

主任王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

为“院士导航站”揭牌；副区长陶夏芳与

王威琪院士夫妇、世界航模冠军陈安生

同学一起为道尔顿工坊揭牌。仪式中，

王威琪院士夫妇向学校捐赠金质奖章。

吴淞中学１９５６届校友司徒璧双女士代
王思敬院士捐赠１９９５年荣获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证书原件。

同日　科技创新板第二批１５家企
业正式挂牌，宝山区企业上海亨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位列其中。同时，宝山区

首批挂牌科创板企业上海英佛曼纳米科

技有限公司受邀代表企业发言，交流挂

牌体会。

２９日　副市长周波到宝山检查“五
违”整治工作。区领导汪泓、方世忠等陪

同检查。周波一行先后到南大一期绿

地、南大申新仓库、六联制革厂检查“五

违”整治成果。

同日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
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

带队实地考察宝山区“智联网”综治信

息中心，听取“平安宝山智联网”建设情

况汇报。中央综治办相关领导，上海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市委政法委副

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李余涛，区领导汪

泓、杜松全等陪同考察。

同日　中国台湾前行政机构负责
人、抗战老兵郝柏村等一行，参观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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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字留念。副区长陶夏芳陪同参观。

３０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建团９４周年暨“五四”运动９７周年，
团区委和宝钢集团团委共同举行“共建、

共创、共享、共进”宝山区域化团建“宝

钢·宝山”示范创建启动仪式。宝钢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乐江，共青团上海

市委书记徐未晚，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

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等领导出席活动。

活动中，徐乐江和汪泓共同启动宝山区

域化团建“宝钢宝山”示范创建工作，并

带领青年共同开展“五四三二一、青春长

征健步行”活动。

５月
１日　ＭＳＣ地中海“抒情号”邮轮在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首航仪式，

宣布“抒情号”正式进驻中国母港，区领

导汪泓、夏雨出席首航仪式。“抒情号”

载客２１９９人，吨位 ５９０５８吨。作为“专
为中国游客改造”的邮轮。２０００余名中
国游客成为此次首航的贵宾。首航仪式

前，区委书记汪泓会见意大利地中海邮

轮公司商务副总裁Ａｃｈｉｌｌｉｅ一行。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凌晨０：０８，宝钢集团宝山宾馆开出区内首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图为宾馆旅客

王先生（右）与宝山区税务局局长李俊强（左）合影 摄影／赵剑松

同日　宝钢集团宝山宾馆为客户开
出营改增后宝山首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当天，宝山３７个委托代征点、２个办税
服务厅以及办税受理窗口、房产交易大

厅代开点等处开出增值税发票，标志着

营改增试点工作在宝山全面启动。

３日　上海市新版敬老卡分批次发
放，宝山区各居（村）委会领取点的服务

工作 有 序 铺 开。首 发 当 天 即 发 放

２８３３张。
４日　上海市清理取缔涉渔“三无”

船舶专项行动现场会在宝山区举行，市

政府副秘书长吴建融，市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全体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宝山区

领导方世忠、袁罡等出席会议。会上总

结交流第一季度整治工作，部署下一阶

段重点任务。

５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潮率
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一行到

宝山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南大一期

绿地、南大申新仓库、六联制革长等地，

实地视察南大地区“五违”整治工作开

展情况。宝山区领导汪泓、方世忠等接

待并陪同视察。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薛潮一行听取宝山“五违”整治工作

进展汇报，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

作调研发言。

６日　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农商
银行举行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上海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冀光恒，

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徐力，宝山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等领

导出席活动。会上，双方代表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就聚焦宝山转型发展，开启

新一轮的合作。

１２日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民
族歌舞团在宝山区委党校感恩演出大型

藏族风情歌舞诗《千里和缘》。宝钢历

届援藏援滇干部及家属、劳模先进等代

表及家属观看演出。《千里和缘》剧目

由国家一级作家恰噶·多杰才让执笔创

作，以文成公主进藏流芳千年的历史故

事为题材，将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民俗

风情、自然风光、历史文化遗迹融为一体

的大型风情歌舞诗。

１３日　宝山区区级机关党工委联
合区体育局举办２０１６年区级机关运动
会。此次运动会共设立广播操、乒乓球、

羽毛球、跳绳等９个项目，来自区级机关
４２家单位的 ５２０余名机关干部职工
参赛。

１５日　２０１６年全国“最美家庭”揭
晓暨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宝山区月浦镇杨锡华

家庭、大场镇赵琴家庭入选全国“最美家

庭”，罗店镇叶忠莲家庭、吴淞街道朱宝

媛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１６日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邮轮
分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中国（青岛）国

际邮轮峰会举办。会上，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受主办方邀请，加入成为世界旅游

城市联合会邮轮分会理事成员港口。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邮轮分会”是由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授权，由世界游轮

行业相关机构联合组成的非政府、非营

利的国际组织，是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

的分支机构，中国青岛为分会总部的永

久所在地。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出席，

并发表“加强沿海港口城市合作，加快培

育中国近海邮轮旅游”主题演讲。

１８日　２０１６年宝山科技活动周暨
上海创新创业大赛宝山分赛区比赛开幕

式在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举行。启动

仪式上，宝山区手绘版创业地图正式

发布。

１９日　“健康宝山”公众微信平台
正式开通。副区长陶夏芳出席开通仪

式，与现场嘉宾共同按动水晶球，宣布微

信平台上线。同时，“真情心连心，健康

送企业”主题宣传活动也正式启动。活

动中，为庙行镇环境卫生督导队、公共场

所控烟巡查队、健康知识宣讲队等６支
志愿者队伍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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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３日，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右）做客东方网“上海区县全媒体交互访谈”，畅谈宝山

“十三五”规划愿景 摄影／李苏新

　　２３日　区委书记汪泓做客东方网
“上海区县全媒体交互访谈”，接受东方

网总裁、总编辑徐世平专访，对话百姓关

注的热点议题，介绍宝山未来发展的关

键点和着力点，总结宝山转型发展中的

难题和成果，畅谈宝山“十三五”规划

愿景。

同日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
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和审

议《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

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民主

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并

通过大会决议。

２５日　中国民主同盟会上海市宝
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和

审议《中国民主同盟会上海市宝山区第

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民

主同盟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并通过大会决议。

２８日　由市卫生计生委、市医务工
会主办，宝山区卫生计生委承办的“守护

生命———上海市卫生计生系统劳模专家

大型义诊”活动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共

为１６００余人次提供义诊服务。
同日　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

２０１６首届“都市艺术资本”国际论坛在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开幕

仪式。上海大学校长金东寒，宝山区委

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到会祝贺。会议围

绕“都市艺术资源保护与转化”主题进

行学术交流。

３０日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召开区
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沙海林应邀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为主题作专题

报告。

３１日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年中集
中视察活动。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市、

区人大代表约１２０人参加视察。副区长
连正华陪同视察。视察活动中，代表们

分别围绕“经济转型发展———去低效产

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两个专题开展视察。

同月　上海市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２０１５年度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绩效考核结果情况的通

报》，宝山区被评为２０１５年上海市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先进区（县）。

６月
２日　民进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

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中国民主促进

会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

山区第七届委员会，并通过大会决议。

大会选举产生１３名民进宝山区第七届
委员会委员和５名出席民进上海市第七
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２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
副主任钟燕群、吴汉民带领市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及市人大代表约３０人，到宝
山区调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

况。代表先后到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内的

利物盛集团、超碳石墨烯产业技术有限

公司，顾村镇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淞

南镇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了解有关

情况。

３日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七次代表
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九三学社

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九三学社宝山区

第七届委员会，并通过大会决议。大会

选举产生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新一届

领导班子。

４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口腔第二门诊部”在九院

北部院区（漠河路２８０号，原市三医院）
正式启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邱蔚六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愿教授，宝山区

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上海市第九人民

医院院长吴皓共同为“口腔第二门诊

部”揭牌。“口腔第二门诊部”于５月９
日在九院（北部）院区试运行。

６日　农工党宝山区第八次代表
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中国农

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农工党宝山区八

届委员会，并通过大会决议。大会选

举产生农工党宝山区委员会新一届领

导班子。

８日　民革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
会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民革宝山区

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

革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通过大会决

议。大会上作题为《凝心聚力 开拓进

取 谱写宝山民革新篇章》的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民革宝山区第七届委员

会领导班子。

１１日　在第１１个中国文化遗产日
之际，由区文广局主办，月浦文化馆、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共同承办的２０１６年“记忆
中的宝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宝

山味道”展览在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开

幕。开幕式上，现场嘉宾与罗泾农家糕

点“定胜糕”传承人共同为定胜糕点红。

历届区非遗传承人为第五批区级非遗传

承人颁发证书，同时将首发的《传承·宝

山味道》“记忆中的宝山”非物质文化遗

产系列故事丛书赠与区图书馆、区档案

馆、学校和学生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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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非遗制作技艺，并邀请观众参与

互动。

１５日　上海海关党组书记、关长李
书玉，上海海关副关长郑巨刚等到宝山

调研，在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副区

长夏雨等陪同下，到上海钢联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玻璃博物馆和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实地查看宝山区域经济发展和邮轮港建

设情况。

同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副
区长秦文波接待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

副主任林榕一行，就搭建航运大数据交

换平台等事宜进行交流。

１７日　致公党宝山区第三次党员
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致公党宝

山区总支部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致公党宝山区第二届总支部委员

会，并通过大会决议。

１７日～１８日　第二届市民运动会
“宝山体彩杯”２０１６年上海市门球争霸
赛在宝山区体育中心举行。由１６个区
县选拔推荐的 ３２支门球队、３２对双打
选手共计３００名门球好手参加团体赛、
双打赛两个项目的角逐。中国门球协会

副主席、上海市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李伟听，宝山区副区长陶夏芳等领导

出席开赛仪式并为比赛开球。

２０日　江西省兴国县政府代表团
到访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方世忠会见代表团一行，并就对口

支援和合作交流等事宜开展交流。

２３日　宝山区举行２０１６年度政协
论坛。论坛以“绿色发展与美丽宝山”

为主题，为政协委员们建言献策搭建平

台。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方

世忠出席论坛并讲话，区政协主席丁大

恒致辞。论坛上，政协委员开展交流发

言和自由发言，为助推绿色发展和美丽

宝山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具体对策和

建议。

２８日　宝山区作为区级事中事后
综合监管系统的试点单位之一，建成并

正式启用宝山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

统，成为全市第二家推动事中事后综合

监管平台正式上线的区县。

２９日　宝山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命名、表彰市、区先
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

务工作者。

７月
１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

市市长代表团一行访问宝山。代表团一

行参观上海吴淞国际邮轮港、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等地。

１４日　宝山区召开“建功十三五，
创新在一线”职工劳动竞赛启动大会暨

劳模创新工作室揭牌仪式。区委书记汪

泓，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何惠娟，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出席

会议。会上部署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职工劳
动竞赛工作。

１５日　宝山区版权服务工作站正
式揭牌启用。副区长秦文波和市版权局

副局长蔡纪万共同为工作站揭牌。

１８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
副区长秦文波接待比利时玛瑞斯公司执

行总裁 ＦｒｉｅｄＶａｎｃｒａｅｎ一行。比利时玛
瑞斯公司２０１４年落户上海宝山科技园。
该公司作为快速原型制造行业的专业机

构创始于１９９０年，是全球医疗和牙科医
学影像处理以及手术模拟软件的主要供

应商。

１９日　“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

主题健康走活动在宝山零点广场正式启

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潘敏，区委书记汪泓先后致辞。活动由

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此次主

题健康走活动是与手机 ＡＰＰ相结合，形
成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模式，引导市民

了解宝山、关心宝山、建设宝山。

同日　中国３Ｄ打印文化博物馆在
上海宝山智慧湾科创园区正式落成。这

是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首家以增材制造

（３Ｄ打印）和三维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建筑面积５０００平方米，内有常设展厅、
主题展厅等九大功能区，兼具历史文化

教育、文化体验等多重功能。

２０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
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举

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

市宝山区委员会工作规则》，通过《中共

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

会议决议》。

２１日　武警宝山支队洗衣房揭牌
仪式和上海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篮球

场揭牌仪式分别举行。上海武警总队副

司令员江鹰大校，上海陆军预备役高射

炮兵师政委徐维春大校、副政委顾辉大

校，区领导汪泓、周德勋、郭孝喜参加揭

牌仪式。

同日　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在全市率先推出先行裁决和部分调解，

就案件事实清楚无争议的申诉请求进行

部分调解或先行裁决，最大限度提高案

件处理效率，尽快维护当事人权益。盛

某的案件是全市劳动人事争议成功实行

部分调解的首例案件。

８月
１日　宝山区举行双拥模范命名表

彰大会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９周年
庆祝大会，命名表彰一批区双拥模范单

位和个人。区领导为获奖代表颁奖。区

委书记汪泓宣布宝山区获得全国双拥模

范城“七连冠”和上海市双拥模范区“八

连冠”。

同日　区工商联快消品商会成立暨
ＤＳ后互联网 ＋时代大会举行。商会响
应政府号召，旨在经济新常态下团结各

类中小微企业进行资源联合，化零为整

获得更大效益。

３日　３Ｄ打印企业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投
资企业硕威三维打印公司落户淞南镇，

并在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举行公司

产品布局发布会。硕威三维打印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４年 ７月，
其控股股东为３Ｄ打印产业全球排名第
二的 ＳＴＲＡＴＡＳＹＳ。此次发布会上发布
的产品为面向亚太地区的第二代的激

光烧结成型为核心工艺的工业级三维

打印设备。

４日　由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
委员会主任孙建平带领的市政协人口资

源环境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一行到

宝山开展“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

展”专题考察，并举办座谈会开展互动

交流。

５日　上海长滩盛东街地块启动仪
式在上海长滩体验馆举行。上海长滩项

目相关领导及上港足球队主教练、部分

球员出席见面会，并携手开启长滩盛东

街项目启动仪式。上海长滩隶属上港十

四区的转型之作，总体约１４６万平方米，
以首发地块盛东街“江景、园景”双景观

住宅、逾３０００平方米的瀑布公园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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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为主体，另规划有滨江商业和轻奢

ＬＯＦＴ等业态。
１３日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７９周

年之际，包括抗战老兵、淞沪抗战史研究

专家、黄埔同学会、部队指战员等在内的

５００余人，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广场
上举办祭悼仪式，共同缅怀抗战先烈和

遇难同胞。副区长陶夏芳参加纪念活

动，并在活动结束后陪同两名抗战老兵

参观当日揭幕的《新四军从这里走出》

专题展览。

１６日　宝山区召开区政府主要领
导到职宣布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健

麟宣布市委决定：范少军任中共宝山区

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批准范少军为宝

山区区长候选人。区委书记汪泓主持

会议。

１９日　宝山区七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接受方世忠关

于辞去宝山区区长职务的请求，投票表

决任命范少军为宝山区副区长，并决定

为宝山区代理区长。会议审议关于代表

变动情况的报告，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有代表２８１名。
同日　宝山区社区公益创投项目现

场评审会在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召开。

此次宝山区社区公益创投项目征集，共

吸引２４家社会组织携项目方案参与，最
终有１３个创投项目通过初审进入现场
评审环节。经过评审，有１２个创投项目
入选。

同日　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举行街道
人大工委揭牌仪式。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张静，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

部部长吴延风为各街道人大工委揭牌。

揭牌仪式上，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冰

宣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宝山区人大

常委会街道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友谊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邵琦代

表各街道人大工委发言。

１９日～２６日　宝山·叶城青少年
“手拉手”活动举行，来自新疆叶城的

２００名少先队员、辅导员走进宝山，与宝
山学子手拉手，开展观摩、交流、联欢等

活动。

２２日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经典
作品诵读展演活动在上海书展中央大厅

举行。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国，宝

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礼福，副区长

陶夏芳以及上海市语委、市教委、陈伯吹

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少年儿童出

版社等相关领导出席活动，参与活动的

全市中小学生代表、儿童文学爱好者以

及书展现场近千名观众参加并观摩此次

诵读展演活动。

２６日　顾村镇人民政府、宝山区档
案局在顾村镇文化活动中心联合举办

“旅美华人庞卡画展———上海宝山巡回

展”开幕仪式。著名画家哈定的女儿哈

维及其先生，刘海粟大师的弟子、国画

大师姜德溥及其夫人，以及庞卡先生的

部分老同事、老朋友等应邀参加开

幕式。

同日　同济·创园开园仪式暨第四
届“天生我材”设计大赛颁奖典礼在淞

南镇举行。同济·创园由同济设计院、

同济科技园和恒一３家公司联合组建的
上海同一建筑设计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的建筑创意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超过

１０万平方米。园区位于逸仙路长江南
路，集办公、商业、ＳＯＨＯ三大业态于
一体。

同日　在韩国济州召开的２０１６亚
洲邮轮论坛上，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获“亚洲最佳邮轮母港奖”。

２９日　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九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开幕。代区长

范少军代表宝山区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区

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３０日　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范少军为宝

山区区长。

同日　芝麻开门科创加速器开业典
礼在宝山万达举行，标志着由芝融（上

海）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专业

加速器正式启动。区委常委、副区长夏

雨出席，并为芝麻开门科创加速器揭牌。

同月　上海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
园在全国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会议上，正

式通过“国家湿地公园”验收。

９月
１日　区爱卫会、区健康促进委员

会联合举办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健康生活方
式活动周开幕式暨“国家日”示范场所

健康风采展示活动。副区长陶夏芳出

席，并向评选出的“宝山区建设健康城区

健康大使”颁发聘书。

２日　宝山区举办区委中心组（扩
大）学习暨“领导干部金融服务与创新

专题研讨班”，联合上海大学对相关领导

干部开展金融方面的基础知识和业务能

力培训。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唐豪教授作

《上海经济产业深度转型与金融创新》

专题辅导报告。上海银行原副行长王世

豪作《当前国内外金融经济形势解读》

的辅导报告。

５日　新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张晓
明到区人武部调研。区委书记汪泓，区

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委常委、副区

长周德勋，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郭孝

喜，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等陪同调研。

座谈结束后，张晓明到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进行参观。

同日　副市长赵雯、市知识产权局
局长吕国强、市商务委副主任申卫华等

到宝山区调研知识产权工作，宝钢集团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德荣，副总经理张

锦刚，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副区长秦文波，上海大学党

委书记、宝山区科协主席罗宏杰等领导

陪同调研，并实地参观宝钢股份冷轧厂

高强钢机组生产流水线。

６日　国家基因检测应用示范中心
启动仪式暨小海龟产品战略发布会在高

境镇长江软件园举行，成为高境镇打造

“科创小镇”的又一重要科技产业创新

基地。由上海小海龟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千麦博米乐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负责

出资运行的“国产高通量测序仪检测应

用研发和推广示范中心”，成为上海市首

批国家基因检测及时应用示范中心。

８日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公务
员局局长陈皓到宝山，就行政执法类公

务员改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开展调研，

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出席调研会，区

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主持会议。

９日　智慧湾科创园开园，标志着
宝山区“一号创新带”建设全面启动。

新开园的智慧湾科创园是“一号创新

带”核心建设区之一，占地面积约１３３３
公顷（２００亩）。

同日　区卫计委与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正式签约，成立“肿瘤防治一体化

医疗联合体”。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医

学院院长桂永浩，副区长陶夏芳出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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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并讲话。

１０日　长江西路越江隧道建成通
车，标志黄浦江底最大直径隧道长江路

隧道正式通车。长江路隧道主线西起长

江路郝桥港，东至双江路，全长４９１２米。
该隧道设置双向六车道和三个出入口，

分别为浦东接港城路出入口、浦西接长

江西路主线出入口和军工路匝道出

入口。

１３日　宝山区“相聚在党旗下———
‘两学一做’知识竞赛”决赛在区文广局

宝山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区建交委获一

等奖，区教育局、区人社局获二等奖，高

境镇、月浦镇、区级机关党工委、吴淞街

道、宝山工业园区获三等奖。

１４日　２０１６“海峡杯”篮球邀请赛
职业组之战在宝山体育中心开赛。坐镇

主场的上海玛吉斯男篮７８∶６０战胜中国
台北裕隆纳智捷男篮。

１５日 ～１０月 １５日　作为 ２０１６上
海旅游节重要活动之一的第三届上海木

文化节在上海木文化博览园举办。木文

化节以“返璞归真季，都市木生活”为主

题，从“返璞归真，贴近生活，纯粹木作”

的立意出发，使木文化真正融入市民游

客的生活。

１６日　月罗公路（潘泾路—沪太
路）大修工程竣工。该路段全长２５１公
里，于４月开工建设，主要针对老路损坏
严重部位铣刨、浇筑加罩沥青混凝土。

１７日～１０月１３日　２０１６上海邮轮
旅游节在宝山举行。旅游节以“乐游新

宝山 越邮越精彩”为主题，围绕“水岸

联动，港城融合”理念，开展包括花车集

中观赏和巡游表演、上海木文化节、顾村

公园金秋游园会等旅游主题活动，举办

亚洲太平洋邮轮大会，实施“乐享邮轮·

文明旅游”邮轮旅游产品大放送，推动邮

轮旅游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

１８日　副市长周波、市政府副秘书
长金兴明带领市有关部门领导到上海大

学进行调研。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陪同调研。

１８日　由“中国铃铛收藏第一人”
叶坚华与中成智谷联手打造的中成铃铛

私藏馆正式对外开馆。区委常委、副区

长夏雨出席开幕典礼，并与到会嘉宾共

同为中成铃铛私藏馆揭幕。私藏馆位于

中成智谷Ｃ区，分为序厅、放映区、铃廊、

铃铛大观、编钟互动区、铃铛体验区和铃

铛传奇七大展区。

２２日　宝山区举行“质量月”主题
活动，启动２０１６年区标准化推进示范试
点项目，首发《标准化工作汇编》，并向

宝山区“上海市产品伤害和缺陷信息监

测点”和“首席质量官”授牌、授绶带。

２３日　宝山区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落地青年中心项目签约仪式在中成智谷

举行。团区委、青年家园、１４家街镇园
区团组织及１５家社会组织签订《购买青
年社会组织服务落地青年中心项目合作

协议书》。

２３日 ～１０月 ２４日　以顾村公园
“金秋欢乐游·德国风情啤酒季”为主

题的金秋游园会开幕，这是继上海樱花

节、消夏赏荷活动之后顾村公园打造的

又一旅游节庆品牌，也是上海旅游节的

重要活动之一。此次金秋游园有“闻香

赏桂季”“品酒休闲游”两大主题活动。

２４日　２０１６年宝山科普开放日科
技体育嘉年华活动在宝山体育中心开

幕。开幕式上，科普开放日活动重头

戏———２０１６“创新宝山　魅力都市”上
海宝山城市定向赛鸣枪开跑。此次赛事

赛程超过 ２０公里，当天有 ６００余人
参与。

同日　由市领导科学学会与宝山区
教育局联合主办的“校长课程领导力与

青少年创新素养培育论坛”在上海大学

附属中学举办。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

常务副院长奚洁人，市十三届人大教科

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瞿钧，市教委副主任

贾炜，副区长陶夏芳等出席论坛。论坛

上，区教育学院作题为《课程领导力建

设：我们在路上———宝山区课程领导力

建设的实践与思考》汇报，上大附中、市

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分别作汇报发

言。与会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围绕“学

生领导力与青少年创新素养的培育”

“以生成性课程培养青少年创新素养”

与“学生创新素养培育：环境视角”话题

展开讨论。

２７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沙海
林一行到宝山，就落实中央统战会议精

神，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调研。区领

导汪泓、吴延风、沈伟民等陪同调研。

２９日　宝山区非遗进社区启动仪
式在月浦文化馆影剧院举行。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朱礼福出席活动。非遗

进社区系列活动以社区为纽带，以首批

６个“非遗传习点”为基础，将宝山区２０
个非遗项目，以图片展览、演示互动和现

场教学的形式进入百姓视野，向市民展

示宝山非遗的独特魅力。

同日　团区委召开宝山区区域化团
建联席会成立大会。会上，宝山区域化

团建联席会揭牌，同时推选出宝山区域

化团建联席会首位轮值主席。

同日　区政府与国家电网上海市电
力公司“十三五”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举行。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和上海市

电力公司党委书记张俊利、总经理李桂

生等出席签约仪式。

３０日　中央文明办在湖南省湘潭
市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并向社会发布 ９月“中国好人
榜”。宝山区通过市文明办推送的候选

人张海卿，获评孝老爱亲类“中国好

人”。

同月　宝山区“两级平台、三级网”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体系基本建成。经

过两年建设，宝山共建成２８５个管理网
格、５０２个居村工作站，拥有２３４名网格
监督员、城管协管员等，城市综合管理、

网格辅射面积覆盖宝山大部分区域。

同月　上海市首条标准化绿道示范
段在宝山区建成。该绿道为宝山区市级

绿道南线外环林带段，绿道规划按照“１
＋３＋Ｘ”的网络格局，着力形成市级、区
级、街镇级三级绿道网络体系。其中，

“１”是指一条市级示范性绿道，即外环
林带段；“３”是指三条区级功能性绿道，
即滨江段、大居段、郊野段；“Ｘ”是指多
条街镇级社区绿道。

同月　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
第六批９６处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名单，
上海市宝山烈士陵园成为国家级烈士纪

念设施。

１０月
８日　宝山区举行不动产登记中心

揭牌暨首批不动产权证颁发仪式，标志

宝山区不动产登记机构正式组建，统一

登记工作全面启动。房地产登记由不动

产登记替代，房地产权证书和登记证明

停止发放，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和《不

动产登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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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　２０１６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在宝山区举办。大会邀请全球范围内的

市场主流邮轮品牌高管、政府官员及其

它邮轮行业关键决策人共同参与，重点

关注和探讨中国邮轮市场发展在区域市

场乃至全球市场的影响。“上海中船国

际邮轮产业园”于开幕式上揭牌，２０１６
邮轮绿皮书（中英文版）发布。区委书

记汪泓作主题演讲。

１３日　２０１６亚太邮轮大会———邮
轮国际学术论坛在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副市长赵雯与中船集团总经理吴

强举行会谈，听取中船集团关于建造中

国本土豪华邮轮的意见与建议。会上，

来自中国、韩国的专家、学者围绕邮轮运

营、游客、目的地等展开交流。

同日　上海宝山创投融资服务平台
揭幕。该平台由宝山创业者促进会联手

墨缘创投打造，墨缘创投、东玖资本、简

鸣资本、中路资本等１０余家投资机构负
责人和５０余名创业者出席活动，并举行
首届项目融资对接会。

１３日～１５日　区委常委、区人武部
政委郭孝喜，副区长秦文波、区政协副主

席王兆钢率领宝山区代表团赴江西兴国

县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代表团先后考察

江西兴国县高兴镇长迳村、高湖村、兴国

经济开发区、江西广蓝传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江西国兴集团百丈泉食品饮料

有限公司，并与兴国县领导座谈交流。

副区长秦文波代表宝山区向兴国县捐赠

５６０万元，用于长迳村、高湖村发展产业
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１４日　“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
在宝山美兰湖举办。论坛围绕政府在推

动先进制造业中的作用和模式、中国创

新创业企业在先进制造方面的机会、创

新创业企业与世界５００强等大企业合作
开放式创新方面展开观点交流。

同日　宝山区与 ＧＥ、三星、沙特基
础工业共同合作参与的创投基金正式运

营。“遨问二期”创投基金同日揭牌。

这是上海市第一支区政府与世界５００强
企业合作成立的新材料创投基金，基金

主要投资领域为新材料及其应用。

同日　“行知伴我成长”———２０１６
长三角地区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课程进

课堂”主题论坛在行知中学开幕。中国

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李洪天，上海市陶

行知研究协会会长王荣华，宝山区委书

记汪泓先后致辞。此次论坛是以陶行知

生活教育理论指导课程建设、融入课堂

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探索。论坛听取

《宝山：陶行知教育思想创新实践进行

时》组合报告、有关专家报告，公开课教

学及访谈，并邀请专家点评。

１９日　宝山区政府与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签署医疗卫生合作

框架协议。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九人民医院
与第三人民医院合并组建成立新九院，

并于２０１６年５月９日试运行第九人民
医院“口腔第二门诊部”，６月４日正式
揭牌启用该门诊。

同日　宝山区政府携手摩拜单车达
成战略合作，副区长夏雨、摩拜单车ＣＥＯ
王晓峰等出席战略合作启动仪式。同

时，摩拜单车宣布发行全新车款———摩

拜轻骑（ＭｏｂｉｋｅＬｉｔｅ），第一批银橙色摩
拜轻骑在宝山区域投放。

同日　宝山区获批“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新材料）”。该示范基

地主体园区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宝山

工业园区、罗店工业园区和宝钢集团。

同日　由市知联会和宝山知联会联
合主办的２０１６年“知音论坛”在宝山举
行。论坛以“吴淞工业区转型与宝山的

未来”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和相关政

府部门成员就“吴淞工业区如何转型及

规划；如何借助转型，发展宝山邮轮经济

和区域经济；如何协调规划过程中各方

的利益，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等相关议

题展开交流与探讨。

２３日　作为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
大会“中国国家日”倒计时３０天主题宣
传活动的“抱走宝山”２０１６上海罗泾美
丽乡村徒步挑战赛暨“幸福宝山路，文明

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颁奖仪式在罗

泾镇举行。“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

主题健康走活动自 ８月 ８日开赛至 １０
月１０日结束，吸引３５万人参赛。上海
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将主题活动中

所有选手捐出的步数定向认捐，用于建

设“宝山爱心超市”。

２５日　宝山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一次会议举行。会议决定，因工作

调动，免去陶夏芳、连正华宝山区副区长

职务，任命陈筱洁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

２７日　宝山区召开新任处级领导
干部集体廉政座谈会，对１３６名新任处
级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

２８日　吴淞口创业园在宝山正式开
园。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授牌

仪式、欧美同学会海创园战略合作协议、

金砖传媒合作签约及揭牌仪式同日举行。

吴淞口创业园以建设成为国家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引领示范区和老工业基

地整体转型升级的最佳实践区为目标，产

业定位为：以先进材料、智慧制造、３Ｄ打
印、能源环保等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及现代服务产业等。

３１日　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
心主任、国家一级演员华雯凭借沪剧《挑

山女人》中的精彩表演，在第十一届中国

艺术节上获文华表演奖。这是上海代表

团在中国艺术节“文华奖”评选中所获

的唯一奖项，也是上海地方戏剧种获此

殊荣的第一位艺术家。文华奖是文化部

主办的专业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自

２００４年起文华奖与中国艺术节奖两奖
合一，三年举办一届。

１１月
１日～５日　宝山区参加“２０１６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此次宝山区参加

４个产业主题展，顾村机器人产业园参
加机器人产业展，上海北斗平台公司参

加空间信息产业及邮轮产业展，城市工

业园区参加新材料展，中国产业互联网

促进中心参加产业互联网展。区内发那

科机器人公司等 ４６家重点企业联合
参展。

３日　“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物”揭晓活
动在宝山文广局宝山电视台演播厅举

行，此次评选表彰十名“２０１６感动宝山
人物”和提名奖获得者。

８日～１０日　中国共产党宝山区第
七次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区委书

记汪泓代表六届区委向大会作《推进深

度融合　加快转型发展　为全面建设现
代化滨江新城区而努力奋斗》的报告。

大会选举七届区委委员３８名、候补委员
７名，七届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３１名。
大会通过关于六届区委、区纪委工作报

告等决议。

１０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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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向善的力量———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物揭晓活动”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大厅举

行 区委宣传部／提供

汪泓为区委书记，范少军、周志军为区委

副书记；杜松全、王晓诚、朱礼福、沈伟

民、苏平、李峻、袁罡在为区委常委。同

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选举

区纪委常委和书记、副书记，王晓诚为区

纪委书记。

１２日　国内居办一体化青创社区
的先行者Ｖ＋ＳＰＡＣＥ国际青创社区旗舰
产品Ｖ＋Ｓｐａｃｅ呼兰社区亮相宝山。呼
兰社区占地面积约９８７５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７０００平方米，是上海租赁市场上少
见的纯两层别墅级联合办公及白领公

寓，配套室内公共活动区域近千平米。

同日　２０１６中国３Ｄ打印精准医疗
应用高峰论坛在宝山卓越时代广场会议

中心举行。比利时上海总领事兰博，比

利时布鲁塞尔首都大区政府大臣乔茜乐

和市区有关领导出席。论坛以“对接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３Ｄ打印助力精准医疗”为
主题，围绕３Ｄ打印在精准医疗领域的
应用进行探讨交流与经验分享。论坛

上，有关专家作“３Ｄ打印在医疗领域的
创新标杆”“从个体化关节假体的发展

看医学３Ｄ打印的昨天和明天”等６个
主题演讲。

１６日　２０１６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重要活动之一的“陈伯吹与中国儿

童文学”———纪念陈伯吹诞辰１１０周年
主题论坛在宝山区图书馆举行。活动

中，区委书记汪泓向陈伯吹儿子陈佳洱

先生颁发“陈伯吹先生诞辰１１０周年纪
念牌”。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理事会

授权世纪出版集团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获奖书系冠名。

１７日　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颁奖仪式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馆举行。来自西班牙的玛利亚·耶稣

·基尔获特殊贡献奖，中国著名插画家

朱成梁获年度作家奖，１４种图书（作品）
获年度图书（文字）奖、年度图书（绘本）

奖和年度单篇作品奖三项大奖。

１８日　由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
与上海智力产业园共同合作建立的中

国首个应用区块链孵化基地上海协同

创新中心在庙行镇上海智力产业园正

式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上海智力产

业园天空区块链孵化基地以及上海股

权交易托管中心上海智力产业园孵化

基地。

同日　宝山区政府与临港集团深
化战略合作签约暨临港新业坊高境科

创综合体项目启动仪式在新业坊项目

现场举行。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家平，总

裁袁国华，市科委副主任秦文波，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仪式上，区委书记汪泓与临港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刘家平共同启动临港新业

坊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与临港集团总裁袁国华签

署宝山与临港集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临港新业坊宝山运营平台公司、临港新

业坊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公司、中国上

海临港—宝山海外创新中心、中国上海

宝山海外（旧金山）创新基地同时揭牌。

２４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到宝
山区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中成智谷创

意产业园调研。

２７日　宝山区上海钢联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和上海随易网络有限公司（食行生鲜），

在上海市商务委开展的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
年度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工作中，

获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并获市商务委

授牌。

２８日　上海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宝
山区青少年书法教育研究中心和上海市

青年书法家协会宝山区青少年书法教育

研究中心上大附中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在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举行。此次一中心一

基地的揭牌，标志着上海市青年书法家

协会、宝山区教育局、共青团宝山区委员

会三方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推进书法

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宝山师生中的传承

与发展。

２９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编
办、公安部等１１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公
布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名单的通知》，确定 １１１个城市（镇）成
为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

区，宝山区罗店镇名列其中，这是上海首

次有镇成为试点。

３０日　宝山区政府与中国通信信
息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全方位、

多层次、紧密型的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推

动宝山区“智慧港口”建设和智慧航运

产业集群发展。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吕

鸣，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主任曹德胜，

上海金工集团董事长郁永清、总经理郁

春生等出席签约仪式。

同月　“新罗泾”牌“宝农３４”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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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２０１６年上海市优质稻米评比金奖。
这是“新罗泾”牌“宝农３４”大米连续第
六次夺冠。

１２月
１日　经过八个月的征集和推广，

以“清廉务实，执法为民”为主题的第二

届宝山区“微电影、微故事”宣传展播活

动获奖作品正式揭晓，区公安分局《樱为

有你》等８部微电影，区法院《送到病榻
前的赔偿款》等１０个微故事获表彰。

同日　由宝钢与武钢联合重组而成
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上海正式揭牌成

立。这是业内首个集团重组与上市公司

合并同步推进的央企联合重组案例。新

成立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在年产钢规模

上是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钢铁企业。

中国宝武集团在宝山区域内的主要企业

有宝钢股份直属厂部、宝钢不锈钢有限

公司、宝钢特钢有限公司、宝钢工程技术

集团有限公司、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等。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摄影／李苏新

７日　２０１６（第三届）中国产业互联
网高峰论坛在衡山北郊宾馆举行。论坛

以“中国制造———智能·互联·虚拟现

实”为主题，中国电信上海公司马益民总

经理为论坛作题为《互联网助力产业转

型和城市更新》的主题演讲。论坛期间，

中国电信制造行业信息化应用基地宝山

园、中国产业互联网联盟、中国 ＶＲ产业

联盟揭牌，启动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

践区网站，宝山区政府与中国电信上海

公司战略签约，并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地（新材料）、中国产业互联网

创新实践区重点园区揭牌。

９日　２０１６宝山区市民文化节闭幕
演出暨宝山大剧荟闭幕式在区委党校举

行。闭幕式上，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静，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李萍为２０１６宝山大剧荟获奖单
位颁奖。范少军向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

丽丽赠送“宝山大剧荟”演出纪念牌。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礼福宣布２０１６
宝山大剧荟优秀组织奖名单。宝山区与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中国福利会儿童艺

术剧院签订儿童艺术创作框架合作

协议。

１１日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成
立大会在上海大学举行。副市长翁铁慧

和新受聘的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全国文

联副主席、美协副主席冯远共同开启“上

海美术学院之门”。新成立的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是以新的体制机制成立

的、具有相对独立办学自主权的二级学

院，是上海大学综合改革、高水平大学建

设进程中的重要举措。

同日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
会在北京召开，宝山区赵克兰家庭获第

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

１２日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与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

海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联合举办《侵

华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文物图片特展》。

文物收藏家张广胜先生，著名传记文学

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叶永烈先生分别

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抗战文物日

制彩织丝巾、日军相册和《申江战焰

图》。１３日是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上午１０时，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同步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悼念活动。

１４日　第二届“中国（上海）互联网
＋外贸高峰论坛”在宝山举办。论坛以
“汇聚上海、面向世界、服务东盟”为目

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商品交易平台上

海—东盟商品直销中心正式揭牌。上

海—东盟商品直销中心设立在罗泾镇，

是上海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也是上海鼓励扩大进口的措施

之一。

１６日　由浦东新区和宝山区共同
打造的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项目在宝山

工业园区启动建设。奠基仪式上，区委

书记汪泓为中欧工商学院名誉院长朱晓

明先生颁发聘书，聘任其为上海北郊未

来产业园首席专家，并宣布上海北郊未

来产业园正式开工。副区长夏雨、吕鸣

分别为３６５众创小镇、上海北郊未来产
业园、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开发运营有

限公司揭牌。

２０日　经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正式批准，宝山区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上海海事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联

合建立上海市首家以邮轮研究为主要方

向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工作室，主要

围绕邮轮项目开展博士后科研工作、邮

轮人才培养等合作。

２８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召

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上海市宝山

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同月　上海移动与宝山区政府签订
《共同推进“互联网＋”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整合双方优质资源，助推宝山区

“大平云移”的互联网 ＋战略落地。副
区长吕鸣、上海移动副总经理黄刚分别

代表宝山区政府和上海移动签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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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貌
■编辑　谭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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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静安、普陀４区毗连，西与嘉定区交
界，西北隅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横贯中

部的?藻浜将全区分成南北两部，吴淞

大桥、江杨路大桥、?川路大桥、康宁路

大桥、沪太路大桥横跨其上。全境东西

长１７５公里，南北宽约 ２３０８公里，区
域面积２９３７１平方公里。

■地形地貌　区境为长江三角洲的冲积
平原，是在江流海潮共同作用下，以长江

为主的河流所带的泥沙不断淤积而成。

西部罗店、大场一线成陆于唐代之前，距

今１４００余年；高境、月浦一带于公元 ７
世纪起形成海岸线，１１世纪中叶全部成
陆。区境内为河口滨海平原，海拔在

２８米至４１米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呈缓坡状倾斜。地表土层深厚，蕴藏

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罗店、杨行、吴淞

一线位于古长江主流线上，含水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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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河道纵横，有长江岸线２９公里，黄浦
江岸线 ７公里。宝山区有名录内河道
７８８条，总长７６８３公里。其中，市管河
道１０条，总长７９公里；区管河道１７条
（含宝钢护厂河），总长１６３８公里；镇管
河道６６条，总长１５６公里；村级河道６９５
条，总长３７１１公里。有常年水面积共１
亩以上的人工水体１４个，水面积０９平
方公里（总水面积１６４６平方公里）。多
年平均年地表径流量为１３７亿立方米，
中水年引潮量为３７３５亿立方米，水资
源总量３８５９亿立方米，可以满足工农
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至２０１６年末，
全区有种植面积２１５９２公顷，其中粮食

种植面积１２２７８公顷、蔬菜面积５９１３３
公顷、果树面积 ２９８９７公顷、经济作物
面积４１１公顷。土壤母质主要是长江
带来的泥沙沉积物，经长期耕作熟化而

成，大部分为轻壤土和中壤土，东半部沿

江地区砂性较重，西半部黏性增加，均适

宜粮、棉、油、蔬菜、瓜果等多种作物栽

培。 （谭雪明）

■气候　
（一）２０１６年气候：气温偏高，降水

比常年偏多，日照偏少

１气温：年平均气温 １７６℃，比常
年（１６６℃）偏高１０℃，为连续２３年气
温偏高。３５℃或以上高温天数１７天，比
常年（１００天）偏多 ７０天。极端最高
气温３９２℃（７月２１日和２７日），极端
最低气温－７８℃（１月２４日）。上年度
初霜日为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７日，终霜日为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２日，年度初霜日为 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７日。上年度初冰日为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２７日，终冰日为 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１２
日，年度初冰日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２降水：年总降水量１５９６１毫米，

比常年（１１６８１毫米）偏多４２８０毫米，
降水日数 １５４０天，比常年（１２３０天）
偏多２１０天。２４小时降水量≥５００毫
米的暴雨天数 ４天，２４小时降水量≥
１０００毫米的大暴雨天数 １天（９月 １６
日）。

汛期（６月 ～９月）：汛期总降水量
７３００毫米、降水日数 ５４天，较常年
（６２６５毫米、４６７天）偏多 １０３５毫米
和多７３天，有４天暴雨。入梅６月１９
日，比常年（６月１７日）偏晚２天，出梅７
月２０日，比常年（７月 １０日）偏晚 １０
天。梅雨量为 ２８１５毫米，比 常 年
（１８５２毫米）偏多 ９６３毫米，梅雨日
３１天。

３日照：年日照时数１６６８６小时，
比常年（１８５２７小时）偏少１８４１小时。

４湿度：年相对湿度７５％，比常年
（７６％）偏低１个百分点。

（二）２０１６年各季节气候特点
１冬季前期（１月 ～２月）气温偏

高，降水偏少，日照偏多。平均气温

５７℃，比常年（５３℃）偏高０４℃，各月
平均气温为１月４４℃、２月６９℃，分别
比常年（４５℃、６０℃）偏低０１℃、偏高
０９℃。极端最低气温为 －７８℃（１月
２４日）。降水量 １０１７毫米，比常年
（１２１１毫米）偏少 １９４毫米。降水日
数１９天，和常年（１９０天）持平。日照
时数为 ２７９５小时，比常年（２３９８小
时）偏多 ３９７小时。平均相对湿度
６８％，比常年（７４０％）低６个百分点。１
月、２月多低温、雨、雪、结冰和雾霾日。

冬季后期（１２月）气温偏高，降水偏
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９１℃，比常年
（７１℃）偏高 ２０℃。极端最低气温
－１８℃（１２月１７日）。入冬日（５日平
均气温 ＜１０℃）为 １２月 ２７日，比常年
（１２月 ３日）晚 ２４天。降水量 ４８８毫
米，比常年（３８２毫米）偏多１０６毫米。
降水日数 ９天，比常年（７１天）多 １９
天。日照时数为 １２６１小时，比常年
（１３８４小时）偏少 １２３小时。平均相
对湿度７５％，比常年（７１％）高４个百分
点。多雨日和雾霾天气。

２春季（３月～５月）：气温偏高，降
水偏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１６１℃，比
常年（１４９℃）偏高 １２℃，各月平均气
温为 ３月 １１０℃、４月 １６７℃和 ５月
２０６℃，分别比常年（９４℃、１４９℃、
２０３℃）偏高１６℃、１８℃和０３℃。稳
定入春日为３月２日（５天平均温度≥
１００℃），比常年（３月 １７日）提早 １５
天。降水量 ３５１５毫米，比常年（２６８９
毫米）偏多８２６毫米；降水日数４０天，
比常年（３４８天）多 ６２天。日照时数
４２９５小时，比常年（４６４４小时）偏少
３４９小时。平均相对湿度７３％，比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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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低２个百分点。天气干燥，多雾
霾天气，大气状况差。

３夏季（６月 ～８月）气温偏高，降
水偏少，日照基本持平。平均气温

２７９℃，比常年（２６８℃）偏高１１℃，各
月平均气温为６月２４２℃、７月２９９℃
和８月 ２９５℃，分别比常年（２４０℃、
２８３℃、２８０℃）偏高 ０２℃、１６℃ 和
１５℃。≥３５℃最高气温天数 １７天，比
常年（１００天）偏多７０天，极端最高气
温３９２℃（７月２１日和２７日）。入夏日
为６月１０日（５天平均温度≥２２０℃），
比常年（５月２９日）推迟１２天。降水量
４３８４毫米，比常年（５２２６毫米）偏少
８４２毫米。梅雨量为２８１５毫米，比常
年（１８５２毫米）偏多９６３毫米。入梅６
月１９日，比常年（６月１７日）偏迟２天，
出梅７月２０日，比常年（７月１０日）偏
晚１０天，梅雨日 ３１天。降水日数 ４１
天，比常年（３６７天）多 ４３天。日照
５４５小时，比常年（５４３５小时）偏少１５
小时。平均相对湿度 ７６％，比常年
（８０％）低４个百分点。
４秋季（９月～１１月）气温偏高，降

水特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１９８℃，比
常年（１９０℃）偏高 ０８℃，月平均气温
为 ９月 ２４９℃、１０月 ２０８℃和 １１月
１３６℃，分别比常年（２４４℃、１９３℃、
１３４℃）偏高０５℃、１５℃和０２℃。入
秋日（５日平均气温≤２２℃）为 １０月 ７
日，比常年（１０月２日）偏晚５天。降水
量６５６５毫米，比常年（２１７３毫米）偏
多４３９２毫米；降水日数 ４５天，比常年
（２５４天）多１９６天。日照２８８５小时，
比常年（４６６６小时）偏少（１７８１小
时）。平 均 相 对 湿 度 ７９％，比 常 年
（７４％）高５个百分点。

（三）２０１６年灾害性天气及影响
１月２０日～２５日，受北方超强冷空

气影响，出现近年罕见的寒潮低温冰冻

和大风天气。此次寒潮冰冻天气对宝山

区农业蔬菜、交通以及人体健康等造成

较明显影响。

全球气候的变暖趋势仍在维持，年

度地区气温持续升高，降水分布不均，日

照减少，灾害性天气频度及强度增大。

（高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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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工堆筑成一座土山，用作航海标志，

为出入长江口的船只导航，永乐皇帝定

其名为宝山。此山于１５８２年（明万历十
年）坍没于海，但其名仍沿用至今。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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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至长江，南至今静安区天目路，西

至与嘉定区交界的界泾、杨泾，东南至黄

浦江以东浦东高桥一带，西南至普陀真

如地区，东西长３８公里，南北宽４１５公
里，面积 ４１９平方公里。１９２８年（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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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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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两镇和南部部分农村地区划归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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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宝山区。６月，成立中共宝山区委
员会，９月完成撤建工作。１９８９年 １１
月，五角场乡划归杨浦区。１９９２年９月，
彭浦乡划归闸北区。１９９７年９月，辖区
内原江湾机场８６平方公里和共康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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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崇明区）。

■行政区划　至２０１６年末，全区辖友谊
路、吴淞、张庙３个街道，杨行、月浦、罗
泾、罗店、顾村、大场、庙行、淞南、高境９
个镇。有居民委员会３７１个（包括乡镇
散居数），村民委员会１０４个。

■人口　至２０１６年末，据上海市统计局
统计，全区常住人口 ２０３０５万人，其中
外来常住人口 ８４４６万人，人口密度
６９１３人／平方公里。全区户籍人口总户

数３８３１７４户，比上年增加７９６０户，增长
２１２％；户籍人口总人数 ９６４５５２人，增
加１６５３３人，增长１７４％。全年出生人
口 ８２４４人，出生率 ８６２‰；死亡人口
７８８８人，死亡率 ８２５‰；人口自然增长
率０３７‰。年内结婚登记７２０７对，比上
年下降 ９５％；离婚登记 ４５４６对，上升
２７１％。全区户籍人口以汉族为主，常
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２７５２３人，有５０个
少数民族成分，其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

１３４０４人，有４６个少数民族成分。在少
数民族人口中，回族占 ５０％以上，其次
是满族、蒙古族，此外还有朝鲜、壮、藏、

维吾尔、苗、彝、布依、侗、瑶、白、土家、哈

尼、哈萨克、傣、畲、拉祜、锡伯、俄罗斯、

赫哲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

全区各镇、街道，呈散居状态。

（谭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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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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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公司和上海梅山（集团）有限公司，

组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注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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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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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进入宝钢股份，宝钢股份形成碳钢、特

钢、不锈钢三大生产制造体系，成为集团

公司钢铁生产经营主体。主要产品有汽

车用钢，家电用钢、石油管线钢、钻杆、油

井管、高压锅炉管、冷轧硅钢、不锈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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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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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阿奎拉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第

一个成功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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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１５５０毫
米冷轧主体工程开工建设，一号高炉点

火出铁，二号转炉、二号连铸机和 ２２５０
毫米热轧机组热负荷试车。宝钢连续第

１２年进入《财富》世界 ５００强，位列第
２１８位，并再次当选最受赞赏的中国公
司，成为钢铁行业唯一入选公司。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１日，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中国宝武集团”）由原宝钢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和武汉钢铁

（集团）公司（简称“武钢”）联合重组，正

式揭牌成立，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区，注册资本 ５２７９１亿元，资产规
模逾７０００亿元。中国宝武集团在宝山
区域内的主要企业有宝钢股份直属厂

部、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宝钢特钢有限

公司、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宝钢工程技术

集团有限公司、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等。年内，宝钢连续

第１３年进入《财富》世界５００强，位列第
２７５位；当选“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位
列第１２位，是钢铁行业唯一上榜企业。

■港口与物流　宝山位于长江入海口西
南侧，长江、黄浦江的汇合处，是上海北

部的水路枢纽，也是上海建设航运中心

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内有张华浜、军工

路、宝山、罗泾四大港区，岸线总长

６０６１３米。１９９３年８月，由上海港国际
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和记黄埔

上海港口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上海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经营张华浜、军工

路、宝山３个国际集装箱专用码头，占地
面积８３万平方米。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建成的
上港九区，１９９３年成立上海港国际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张华浜分公司。１９７０
年建立的杨树浦装卸站，１９７６年改称上
港十区，１９９３年成立上海港国际港务
（集团）有限公司军工路分公司，２００８年
９月由集团新华分公司接管并保留军工
路分公司名称。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建立的上
海港宝山集装箱装卸公司（上港十四

区），１９９３年改称上海港国际港务（集
团）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１９９６年成立
罗泾散货码头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改称上
海港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罗泾分

公司。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上港十四区整
体转型开发项目———上港滨江城正式开

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张华浜、军工
路两个件杂货码头实施资源整合，以“生

产组织专业化、资源利用最大化”为目

标，合并成立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张华浜分公司，２０１５年完成各

类船舶作业 １６６４艘次。区域内设有吴
淞（宝山）海关、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吴淞海事

局、宝山海事局等口岸管理机构。２０１４
年６月，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成立
吴淞派出所（副处级），专司上海吴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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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园区分国际采购分拨配送中心、

钢材市场配送中心、农副产品交易中心、

综合物流区、多功能服务区、铁路国际集

装箱结点站等６个功能区，面积７５２平
方公里。２００６年４月，成立吴淞国际物
流园区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园区运行。

■交通体系　区域内海运、铁路、公路、
城市道路、内河航运等互相衔接，构成完

善的交通体系，是上海通江达海和通向

外省市的门户之一。已建成以主干道为

骨架，次干道、支路为基础，农村公路为

补充的道路网络。主干道主要有逸仙路

高架道路、Ｓ２０公路（外环线）和外环线
越江隧道、Ｇ１５０１公路（郊环线）宝山段、
共和新路混合高架道路、轨道交通１、３、
７号线北延伸（宝山段）、江杨路、沪太
路、?川路、潘泾路等，全区轨道交通运

营线路长度达到４６４７公里。１９９８年制
定的《１９９９～２０２０年上海城市总体规
划》确定将上海水上客运中心十六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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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客运中心拥有省际水上客运、三岛

客运、市内轮渡等功能，从客运中心始发

的省际客运航线有申岱普、申连２条航
线。２００４年开通上海至重庆不定期长
江旅游航线。吴淞客运中心始发省际长

途汽车线路３４条，有公交线路１２０条，
其中区域内１９条。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工建设，成为上海

国际邮轮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岸线总长

１５００米，有 ４个泊位，可同时停靠 ２艘
２０万吨级邮轮或 ４艘 １０万吨级邮轮。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１１６万吨大型邮轮
“钻石公主号”首靠成功。２０１０年 ８月
２４日，宝杨路码头新客运站正式投入使
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正式开港。２０１２年，７６万吨的“歌
诗达·维多利亚号”和１３８万吨的“皇
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号”两艘大型邮

轮先后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母港开辟

亚洲航线，开启亚洲邮轮的大船时代。

２０１３年，全年接靠国际邮轮１２７艘次，接

待出入境邮轮游客６２万余人次。２０１４
年５月２１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首次迎
来排水量达１１３万吨的“公主邮轮·蓝
宝石公主号”巨型邮轮。全年接靠国际

邮轮２１６艘次，接待出入境邮轮游客１１１
万人次，成为亚洲最大邮轮母港。２０１５
年，完成大型国际邮轮靠泊量共计 ２７８
个航班，占上海市国际邮轮靠泊总量的

６８％，占全国总量的５０７３％，共计出入
境旅客约１５２万余人次（不含船员），成
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五大邮轮母港。

２０１６年，歌诗达“幸运号”邮轮与 ＭＳＣ
地中海“抒情号”邮轮确定以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作母港。完成大型国际邮轮靠

泊量共计４７１个艘次，其中访问港１３个
航班、母港４５８个航班，占上海市国际邮
轮靠泊总量的 ９８％，占全国总量的
６０％。共计出入境旅客约 ２８４７７万人
次（不含船员），其中出境游客１４２５０万
人次，入境游客 １４２２７万人次，占上海
市国际邮轮出入境旅客总量的９８３８％，
占全国总量的６４８０％，保持亚洲最大、
成为世界第四大邮轮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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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建成的大项绿化项目

有外环线绿带、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环区步道等，有共和新路、江杨北路、

南大路等隔离绿带及滨江、吴淞十一街

坊等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型景观绿地４６
块。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上海最大的城市
郊野公园顾村公园对外试开放，１０月正
式对外开放。２０１１年，顾村公园、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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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等绿化项目，新建绿地１６０７公顷，新
增造林面积７４８６公顷。２０１５年，新建
绿地面积１５２４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１１３平方米。全区新增造林面积８８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１５７％。２０１６年，
全区新增森林面积１７２公顷，森林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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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１６３％。新建绿地面积１５１６３公顷，
其中公共绿地５３１３公顷，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４３０％，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１１５
平方米。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国民经济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历史文化和乡土文化　区内有文化馆
（站）１８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街镇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６家；图书馆（站）２０
家，其中区级图书馆１家，街镇图书馆１９
家。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９处、区级文
物保护单位 ７处，区级文物保护点 ７０
处，市级优秀历史保护建筑２处。宝山
区自１９９５年以来共举办９届国际民间
艺术节。群众文化形成“一地一品”特

色。宝山建立较完善的区级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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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罗

店镇因此成为全国端午民俗示范点和上

海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杨行、月浦、罗店、顾村镇被评为“中国民

间艺术之乡”，月浦镇被评为“全国文化

先进社区”。区内重要的展览和纪念场

馆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解放上海纪

念馆、宝山烈士陵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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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战役月浦攻

坚战纪念碑、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

同胞纪念碑等。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６日，上
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正式开馆，

新西兰世博展品“独木舟”落户博览馆。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国第一家以河口
科技为主题的长江河口科技馆落成开

馆。２０１２年，上海玻璃博物馆、宝山区
图书馆新馆对外开放。２０１３年９月，尊
木汇红木文化公园（一期）正式开放。

原创现代沪剧《挑山女人》四度到北京

演出，获总奖项达１８个，实现沪剧史上
的新突破。创设国内第一个国际儿童文

学大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宝

山区文化馆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文

化馆”，并与月浦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一级

文化馆。２０１４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入选首批８０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
址名录。２０１５年９月２日，在上海淞沪
抗战纪念馆广场，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

园正式揭牌，公园按照“馆园合一”的模

式，构建“一个中心、四个基地”（即淞沪

抗战史展示中心和淞沪抗战史研究基

地、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防教育基

地、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２０１６年，
围绕“春之樱、夏之邮、秋之艺、冬之阅”

文化四季主题，举行２０１６市民文化节宝
山专场系列活动１３万余场，共吸引１９０
多万名市民参与。

■能源和水资源　宝山区是上海市重要
的电力、煤气和水资源基地。区域内电

力企业有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华

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华能燃气机厂

等。石洞口发电厂是华能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旗下的主要发电企业之一，也

是上海三大电力基地之一。华能石洞口

二厂是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

电厂，是中国第一座大容量超临界火力

发电厂，一期工程安装２台６０万千瓦超
临界压力火力发电机组，全套设备由瑞

士和美国联合提供。石洞口二厂因在中

国首次成功引进超临界发电技术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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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和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２个
燃气生产企业。水资源设施主要有上海

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和上海市

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自来水厂、月

浦自来水厂、泰和自来水厂４户，其中月
浦水厂是长江沿岸第一家实现生产污水

“零排放”的自来水厂。 （谭雪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综合经济　全年完成增加值１０４８７９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３５％。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３９亿
元，下 降 ２２４％；第 二 产 业 增 加 值
３２２２９亿元，下降４５％；第三产业增加
值７２５１１亿元，增长 ８０％。一、二、三
产业结构比为０１∶３０８∶６９１，第三产业
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４６个百分点，非
公经济占全区增加值比重为５３０％。

全年工商登记新设立的法人企业

３１５５４户，比上年增长６０５％。其中，内
资企业（不含私营企业）３６２户，增长１４
倍；外商投资企业２１３户，增长５１１％；
私营企业３０９７９户，增长５９９％。

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３５７１６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３２％。区地方财政收入
１４１６２亿元，增长１１４％。区地方财政
支出２５０６３亿元，增长１４３％。税收总
收入（不含收费）３５４１４亿元，增长
４４％；区级税收收入 １２６８５亿元，增
长１１３％。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３４１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４％。从产
业投向看，第二产业投资１８３６亿元，增
长９６％；第三产业投资３２３１４亿元，增
长 １１５％，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９４６％。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资
８１１７亿元，占 ２３８％；集体经济投资
５９９亿元，占１８％；外商及港澳台经济
投资１９３９亿元，占５７％；私营经济投
资５０３６亿元，占１４７％；股份制及其他
投资１８４７１亿元，占５４１％。

■农业　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４０７亿
元，比上年下降 １６６％。其中，种植业
２６７亿元，下降 １４６％；林业 ０１５亿
元，下降７０４％；畜牧业０７２亿元，下降
３９％；渔业 ０１２亿元，增长 ８６％。全
年粮 食 产 量 ８７３０吨，比 上 年 下 降
２６７％；蔬菜产量５６３７３吨，下降５９％；
牛奶产量１４２６１吨，增长１７５％。

至年末，建成标准化水产养殖场 ２
家，建成设施粮田面积９３６２公顷，市级
蔬菜标准园９家，面积１５３５公顷，区级
蔬菜标准园４家，面积８１８亩。有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１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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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家，经农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粮食家庭
农场４个，开业农业旅游景点１１个。４４
家企业３９７个产品获农产品质量认证。
其中：绿色食品生产企业１家，绿色食品
１个；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业４３家，无
公害农产品３９６个。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地方财政收支及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地方财政收入 １４１．６２ １１．４

　增值税 ３２．７２ ７７．５

　营业税 １９．０３ －４０．１

　　个人所得税 ６．１５ １７．９

　　企业所得税 １２．８８ ５．５

　　土地增值税 １８．８８ ２０．２

　　契税 ２２．２４ ３１．５

地方财政支出 ２５０．６３ １４．３

　一般公共服务 １０．８４ ９．０

　　公共安全 １２．１２ ２７．０

　　教育 ４７．６９ １５．１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２０．４０ １６．５

　　医疗卫生 １８．５６ ６．１

　　城乡社区事务 ５５．２７ １３．７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８７３０ －２６．７

蔬菜 吨 ５６３７３ －５．９

水果 吨 ４８０３ －２１．１

生猪出栏 头 ３５９４ －５４．４

牛奶 吨 １４２６１ １７．５

年末奶牛存栏 头 ２７７３ １９．５

水产品 吨 ２７９ －１１．４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类　别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合计 ２４９．８９ －２．３

　新能源 ５．８１ －１２．４

　高端装备 ８２．７０ ６．２

　生物 ２０．９４ １１．４

　新一代信息技术 ２２．１４ ２．７

　新材料 １１４．５０ －９．８

　新能源汽车 ０．１４ ８４．９

　节能环保 １８．１３ ５．６

■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２５８６８亿元，比上年下降 ５２％。工业
总产值１２９３６８亿元，下降９１％；工业
销售产值１２９４９４亿元，下降９０％，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１０９３０７亿
元，下降１０２％。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
值排名前十位的行业中，以装备制造业

为代表的汽车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

产值分别增长２０５％和０１％；以传统工
业为代表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值分别下

降２１４％和 １５４％。战略性新兴产业
（制造业部分）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４９８９亿
元，比上年下降２３％，占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的２２９％，比上年提高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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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１户，全年实现工业销售产值 ４６３２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１％，工业园区销售
产值占全区产值比重为 ３５８％，提高
４３个百分点。投产企业单位土地实现
工业销售产值 ４２３６万元／亩，增长
４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１２４４１７亿元，下降７２％，利润总额
４７９１亿元，增长 １５０％。实现税金总
额３２２８亿元，下降６８％。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亏损面为２２７％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６５３８亿
元，比上年下降 １８％。区域内三级资
质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６１６５５亿元，下降４１％。其中：在外省
市完成产值４１２０６亿元，下降３７％；房
屋建筑施工面积 ３３２３万平方米，下降
２８７％；竣工面积 ６７３万平方米，下
降２５５％。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全年实现批发
和零售业增加值１４４５０亿元，比上年增
长５１％。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３６４３６３
亿元，增长１０３％。完成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６４２５４亿元，增长８１％。其中：
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５９７８９亿元，增长
８１％；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 ４４６６亿
元，增长 ７７％。限额以上互联网零售
实现零售额２９９４亿元，增长１７１％；限
额以上汽车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１４６０６

亿元，增长２２３％。
年内举办“２０１６上海樱花节”“２０１６

上海邮轮旅游节”等活动。华美达安可

酒店创建四星级旅游饭店，衡山金仓永

华大酒店、共康智选假日酒店成功创建

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锦江之星（宝杨码

头店）成功创建银叶级绿色旅游饭店，批

准丰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山第

三分公司、上海昌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为金盘级旅游餐馆，上海宝山绍兴饭店

管理有限公司长江路分店为银盘级旅游

餐馆，上海青瓦水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为旅游娱乐场所。至年末，全区有星级

宾馆６家，旅行社５５家，Ａ级旅游景点７
个。全年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靠泊邮轮

４７１艘次，比上年增长６９４％，其中以吴
淞邮轮港为母港靠泊 ４５８艘次，增长
６８４％。出入境游客２８４７７万人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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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旅游设施情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星级宾馆 家 ６

　四星级 家 ４

　三星级 家 １

旅行社 家 ５５

　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 家 ８

Ａ级旅游景区（点） 个 ７

　４Ａ级景区（点） 个 ６

　３Ａ级景区（点） 个 １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个 ２

旅游集散中心站点 个 １

表５ ２０１６年年末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指标 余额（亿元） 比年初增长（％）

各项存款 ３００７．７５ １１．３

　单位存款 １３７４．８６ ２１．０

　居民储蓄存款 １６１３．９７ ４．５

各项贷款 １６５９．１７ １８．８

　短期贷款 ４２０．１２ －９．１

　中长期贷款 １２３９．０４ ３２．５

　单位贷款 ９９６．６３ １１．７

　个人贷款 ６５０．０３ ３１．１

　　住房按揭贷款 ５３６．６９ ２５．１

表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类别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外贸出口商品总额 ２２０．７４ －１１．８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１９９．６４ －５．９

　加工贸易 １４．７２ －５３．９

按主要商品分

　钢材 ７７．９８ －１８．５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部件 １０．７２ －２８．９

　集装箱 ７．０８ －５７．５

按主要市场分

　东盟 ３９．９１ －１４．４

　美国 ３２．９３ －１５．６

　欧盟 ２３．７４ ２．４

长８６７％。全区接待游客１１３３６３万人
次，增长８３％；实现旅游收入１１０１２亿
元，增长７８３％。主要饭店（宾馆）接待
海外游客７６６万人次，减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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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２１
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２％。年内新辟、调

整公交线路１７条，完成罗店等６个地区
公共自行车网点建设，投放自行车６３２０
辆。启用康宁路枢纽，完成２个轨交站
点停车场Ｐ＋Ｒ改造，建成微循环道路３
条。区域内轨道交通运营线路３条，运
营线路长度４２公里。区域性出租企业２
家，运行车辆６７０辆，从业人员１３２３人。
有道路货物运输企业２９５９家，运输车辆

３５７万辆，总吨位５０４万吨。
至年末，全区有邮政支局１３个，邮

政所２７个。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３０８亿
元，发送函件１７４９万件，报刊累计订销
７６０３万份。

■金融业　全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１０３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６％。至年
末，全区有银行２４家，本外币存款余额
３００７７５亿元，比年初新增３０４３２亿元，
增长１１３％；贷款余额１６５９１７亿元，比
年初新增２６２１２亿元，增长１８８％。

■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５２３４７亿元，比上年下降 ６７６％。其
中：进口３０２７３亿元，下降２８％；出口
２２０７４亿元，下降１１８％。外贸商品结
构逐步优化，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为

３０１９亿元，增长２４５％。拓展“一带一
路”沿线市场，进出口额为１０９６６亿元，
增长６３％。按贸易方式分，一般贸易出
口１９９６４亿元，下降５９％；加工贸易出
口１４７２亿元，下降５３９％。

全年批准外资项目１８０个，其中新
批１５０个，增资 ３０个，合同外资总额
４３１亿美元。引资项目中，第一产业项
目数１个，合同外资０００２亿美元；第二
产业项目数１８个，合同外资０８９亿美
元；第三产业项目数 １６１个，合同外资
３４２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投资
额２３亿美元。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全年完成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６０１亿元，比上年
增长４０％。结合越江隧道建设，Ｇ１５０１
越江段完成腾地；Ｇ１５０１Ａ段完成规划
设计方案批复，并启动绿化搬迁；Ｓ７公
路腾地按计划节点推进。轨道交通 １５
号线、１８号线一期２项年内开工。实施
大居外配套项目 ３项，区区对接道路 ４
项。其中，第三轮大居外配套道路完成

工可评审，建成怡华苑路１条区区对接
及断头路，其他３条道路完成年底贯通
目标任务。办结区“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
线１０１５件，办结市“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
线３７４件。完成张庙、高境地区 １５４２７
户燃气内管改造。

全年实现房地产业增加值 １４４９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４％。完成房地产
开发投资２６９４１亿元，增长１２４％，其
中住宅投资１８４１８亿元，增长１６７％。
住宅投资中，９０平方米以上占 ５２８％。
商品房施工面积１１３８５万平方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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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竣工面积 ２３８０万平方米，下降
１９１％。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９６８万平方
米，下降 １２８％；商品房销售额 ４３８４８
亿元，增长 ９５％。全年存量房交易面
积３０５５万平方米，增长１７９％；存量房
交易金额６９９３０亿元，增长４１７％。

表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类别
全部学校 其中：民办学校

学校数（所） 在校学生数（人） 学校数（所） 在校学生（人）

合计 ３１８ １６９８２９ ８８ ４１０３９

　中学 ６２ ４２８６９ ８ ４８４８

　　高中 ８ ６８５５ １ ４７６

　　初中 ２５ １８４４６ ３ ２４８９

　　完全中学 ５ ５５３１ １ ９５９

　　九年制学校 ２３ １１２３５ ２ ２６４

　　十二年制学校 １ ６６０ １ ６６０

小学 ６９ ６５２４２ １４ ９８３０

幼儿园 １６３ ５７１６９ ６７ ２４５１５

中等职业学校 ４ ３４２６ ２ １８４６

　职校 ３ ３４２６ ２ １８４６

成人教育 ５ ９２０

其他教育 １５ ２０３

■信息化　全年新建通信管线１１８沟公
里，新建和共建共享移动通信基站 ５９８
个。至年末，累计建成通信管线２７６１沟
公里，移动通信基站２５２１个。累计接入
宽带用户 ４２８万户，平均带宽达到
４５Ｍ。无线覆盖热点 １２６５个，无线 ＡＰ
数６３０３个，在 ９０个公共场所开通 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免费上网服务。移动电话用户
２３５２５万户，固定电话用户４５２万户，
下降９８％。ＩＰＴＶ用户数１４万户，增加
７万户；数字电视用户数６２万户，增加３
万户。平台经济发展保持良好态势，全

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１６０５８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６３０％。其中：Ｂ２Ｂ交易额
１４９５８亿元，增长 ５５３％；Ｂ２Ｃ交易额
１１０亿元，增长４０倍。

深化智慧城市建设，建成区、街镇一

体化的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平台，

统筹规划城市视频监控共享应用，宝山

区成为全国第一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

建设联网运用工程示范区”。全年网格

化管理受理数４３７３万件，处置及时率
９４８％，处置结案率１００％。新建复景国
际科技中心智慧园区和大华虎城智慧商

圈。宝山、徐汇并列上海市智慧城市发

展环境指数第一名，智慧城市整体发展

水平位列郊区第一名。建成区级网上政

务大厅，实现与市级网上政务大厅对接，

区级行政审批事项办事指南 １００％上
网。网上政务大厅日均办理服务事项

５０４件，累计办理事项３５９５万件，实现
网上预约５２９７次，网上预审７５１个。作
为上海市区级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的

试点单位之一，率先建成启用宝山区事

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并实现市法人库

落地对接，整合登记类、资质类、日常监

管、行政处罚等各类信息３８８万余条。

■教育和科学技术　至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
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各类教育单位 ３１８
家。新开办 ４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５所
幼儿园（含１所分园），撤销１所公办小
学、１所公办初中，合并为１所九年一贯
制学校，注销３所民办小学。在校学生
近１７万人，与上学年相比，中学在校学
生数基本维持平稳，幼儿园在校学生数

增长５６％。
全年列入国家、市各类科技创新行

动计划项目 ５５项，获经费扶持 ８５０万
元，３１个项目列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项目，各类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１７１项。
至年末，科技小巨人和小巨人培育企业

累计５６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
服务企业２５１家，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
化器９家（其中国家级２家），市级以上
众创空间３家（其中国家级１家），院士
专家工作站１２家（含服务中心）。全年
区专利申请总量６８８０件，其中发明专利
３２８０件；区专利授权总量３４１３件，其中
发明专利 １２１９件。新增上海市专利工
作试点（示范）企业６家。

张江宝山园建设取得新进展。智慧

湾创意产业园成功申报２０１６年上海市
“四新”经济创新基地，全区“四新”创新

基地总数达９家。“高应力空心稳定杆
在实现轻量化防污染的工艺应用”等２５
个项目获张江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类型

涵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众创空间建设

与服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服务、科技

金融服务环境建设、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创新成果示范应用和推广、开放合作创

新等领域。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力

量，宝山园公共人才服务平台、科技中介

服务平台、企业专利联盟获批张江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三批公共服务试点平

台。至年末，张江宝山园共有７家公共
服务平台。

新建１个区级社区创新屋、１个科
技成果应用示范社区、４条“科普之光”
城市景观带。至年末，全区国家级科普

教育基地 ７家，市级科普教育基地 １９

家，新增２家市级专题性科普场馆，总数
达到６家。

■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内共举办各类
文化服务活动１３万多场，比上年增长
６９％，吸引参与市民逾１９０万人次，增长
５２％。全年开展电影下乡４２００多场，文
化下乡演出１００场，文化资源配送１２８０
余场（次）。文化宝山和文化云平台全

年发布活动信息２０００余条，名列各区县
前茅。“陈伯吹童书屋”吸引超过８万人
次市民参与，增长 ６０％。先后举办
“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活
动”“纪念陈伯吹诞辰 １１０周年主题论
坛”及“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
创插画展”等，参与活动的国家、地区与

作品数量大幅提升。“宝山大剧荟”上

演１０个剧种１５场精品演出。开设１００
场市民艺术导赏课程。沪剧《挑山女

人》获２０１６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扶持并
启动全国巡演，华雯获第十五届中国文

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

至年末，全区有区级文化馆２个，街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５个，区级图书馆
１个，街镇图书馆 １２个，娱乐场所 ３７８
家，影剧院２１家。全年广播电台公共节
目播出时间 ６２４０小时，其中自办节目
６１６小时；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５９５８小时，其中自办节目 ２０３２小时。
《宝山报》出版５３期。

至年末，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４０
家，卫生技术人员８５０２人，医疗卫生机
构实际开放床位数６５００张。全年门急
诊１３５９３４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３５％；
入院１７０３万人次，增长１２８％；住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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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８９７万人次，增长３０１％；健康检查
４５９５万人次，上升 ２８２％。户籍人口
平均期望寿命８３２５岁，其中男性８１０４
岁，女性８５６５岁。

全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１８４平
方米，全年共举办各层级赛事活动１２２２
项，参与９０万余人。成功举办 ２０１６年
上海定向运动论坛以及２０１６上海坐标
·城市定向挑战赛、抱走宝山·美丽乡

村徒步挑战赛等户外休闲健身运动赛。

举办健身指导培训 ２３１场，受益人群
１９０万余人次，新增社会体育指导员
３５７人，各级指导员再培训３００人。许昕
获第５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冠军、
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团体冠军、３７届世界
杯总决赛单打冠军。吴佳欣获里约奥运

会射箭个人第六名、团体第七名，射箭世

界杯总决赛个人第四名。宝山区运动员

在各项全国比赛中，获８金７银６铜；在
上海市十项系列赛、单项锦标赛等赛事

中，获金牌 ４１５枚，银牌 ５２枚，铜牌
３７５枚。宝山体育中心全年接待健身
锻炼市民４２５万余人次，体育彩票销售
额２２２亿元，增长１０９％。

■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至年末，
全区户籍人口 ９６４５５２人，比上年增加
１６５３３人。户籍人口按性别分，男性占
５０９％，女性占４９１％；按年龄段分，１８
岁以下占１１８％，比重比上年提高 ０３
个百分点；１８～３５岁占１８３％，下降１２
个百分点；３５～６０岁占３８５％，下降０６
个百分点；６０岁以上占３１４％，提高１５
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８２４４人，出生
率 ８６２‰；死亡人口 ７８８８人，死亡率
８２５‰；人口自然增长率０３７‰。据上
海市统计局反馈，年末常住人口２０３０５
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８４４６万人。

至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２７７０１
人。推进“创赢宝山”品牌建设，建成并

运营同名微信公众号，拥有粉丝５０００余
人。帮扶引领创业８１４人。帮助８７９名
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针对“启

航”青年组织各类主题活动６１场，专题
培训４２场，２９００余人参与。组织开展各
类招聘会 ２５９场，提供招聘岗位 ３３８９５
个，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１０７９人，“零就
业家庭”２９户。

城乡居民收入平稳增长。据抽样调

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３３７１元，比上
年增长１００％；人均消费支出３７５６３元，
增长１１３％。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
用消费品拥有量：家用汽车２６辆，助力

车４７台，空调１９４台，计算机１００台，彩
电１８７台，电冰箱（柜）９９台。至年末，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１６１３９７亿元，比年
初增加６９６０亿元，增长４５％。

住房保障工作持续推进，完成旧住

房综合改造１０１５万平方米。区属动迁
安置房新开工３７万平方米，建成６５万
平方米，供应４７８４套，安置在外过渡动
迁居民 １４０９户。廉租住房受益家庭
１４１７户，其中年内新增租金补贴１７５户。
完成第五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家

庭的签约工作，２３２３户选房家庭签约
２２６８户，签约率 ９７６％。完成 ２０１６年
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受理工作，

共收件３４３５份。罗店大居２１万平方米
市属保障房交付使用，累计交付１４９万
平方米。基本建成美丹路、年吉路等２４
条道路，２１万户居民平稳入住。顾村
大居拓展区启动首期５个市属保障性住
房、配套道路及产业园区动迁腾地，加快

４个区属动迁安置房建设。祁连、共康、
胜通等基地完成１２个配套项目建设。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乡居保

区镇财政分担机制，促进新农保、城居保

制度融合。城乡居保缴费７２９１人，领取
养老待遇 １７０８４人，新增扩覆 １１４７人。
办理各类征地落实保障项目２３个、落实
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５９９人。城乡居保
月基础养老金、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

标准提高到７５０元、１６２０元，分别比上年
提高１３６４％和９４６％。全区参加城乡
居民医保１９７６万人。养老服务持续发
展。至年末，有养老机构 ５１家，床位
１１６７４张，收养人数６１２１人，其中社会投
资开办的２７家，床位 ５３７４张。有老年
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２３家，社区老年人
助餐服务点１９个，助老服务社１４家，为
１２６万名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全年投入社会救助资金２５３亿元。
至年末，有１０３万人享受城镇最低生活
保障，３５７万人享受支内回沪帮困补
助，３１８人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３９９７
人次享受医疗救助，５０２人次享受秋季
阶段大学开学补助。

推进残疾人民生保障。开展“七

送”活动，投入资金８４８万元，受益残疾
人８４００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４０％。投入
资金约４０５万元，为６１户农村、１０１户城
镇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投入资

金１９１４２万元，完成 ５１０１名持证残疾
人健康体检。投入资金６０７０９万元，为
３４７８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助残实物
帮困卡。组织残疾人培训２４期，２１９９人

次残疾人参训。建立残疾人培训与就业

联动机制，推荐１１６名残疾人就业。

■环境保护　加快建设滨江宝山，提高
环境质量。全年环保投入资金４５５亿
元，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１１１项、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项目９０项。对各类
污染源环境监测５０４厂次，现场执法８７６
批次，执法检查１４８６户次。区控废水减
排项目１５个，主要污染物 ＣＯＤ减排量
５３７６吨、ＮＨ３－Ｎ减排量２３３吨；废气
减排项目６个，主要污染物 ＳＯ２减排量
１８９４３吨、ＮＯＸ减排量 １００７６吨。全
年环境空气 质 量 优 良 率 （ＡＱＩ）为
７６５％，高出全市平均水平 １１个百分
点。平均区域降尘量 ５０吨／平方公里
·月，比上年改善９１％。全年清运生活
垃圾６６１吨，“绿色账户”激励机制覆盖
１０９万户。

加大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完成荻泾

六期综合整治、马路河等骨干河道疏浚，

骨干河道整治率达 ８０％。完成新川沙
路、石太路等１０５公里二级管网建设，
推进点污染源纳管，城镇污水纳管率达

９２％。加快推进“３３＋３３”条城乡中小河
道综合治理，重点开展“１＋１６”水质考核
断面达标治理。新建绿地面积 １５１６３
公顷，其中公共绿地５３１３公顷，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４３０％，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１１５平方米。全区新增森林面积１７２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１６３％。

■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　加大对建
设工程、非法客运和食品药品等的监督

检查力度。全年对全区３６３个在建工地
进行监管，共开具安全整改单２８１份、暂
缓单２７份、停工单３９份。开展以大型
机械、模板和脚手架为主的专项检查，共

检查工地６９个，查出安全隐患１１８３条。
完成５处燃气管道占压整治方案，督促
燃气企业入户安检２１５７４７户，落实燃气
用户消除安全隐患１１５３５户。监督抽检
食品１８１３件，合格率９２９％；抽检药品
８７６件，合格率 ９７８％。安全生产形势
保持稳定，全年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１３
起，死亡１６人；道路交通事故１００起，造
成７４人死亡，财产损失１０万元；火灾事
故４１５起，造成２人死亡，财产损失４３９
万元。

注：摘自《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为初步统计

数，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

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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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
宝山区委按照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

升级总体部署，围绕“两区一体化升级

版”（把宝山建设成为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城市功能转型的最

佳实践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的奋斗目标，推进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发

展，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完成区地

方财政收入 １４１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４％；完成增加值１０４８７９亿元，可比
增长３５％；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３４１６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４％；完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６４２５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９３％，增速快于经济增长。成功创建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实现“全国

双拥模范城”七连冠。

■加快经济建设　年内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坚持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

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打造上海科

创中心的重要功能区，推进“中国产业互

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环上大知识经济

圈基本形成，涌现出欧冶云商等上海市

平台经济示范平台和上海市首批贸易型

总部，微盟成为全国最大的微信公众服

务平台。新建２家院士专家工作站，１１
个项目被认定为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

目。加强品牌联动，深化与金桥、临港、

上港、地产等集团合作，整体推进“临港

新业坊高境科创综合体”等项目。国家

级、市级孵化器及众创空间达１２家。上
海智力产业园等９家单位获批“四新”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

创新基地，总创建数列全市第三位。贯

彻“人才政策３０条”，出台加快创新创业
人才集聚的实施意见，１７个人才重点项
目取得阶段性成果。围绕轨道交通１号
线，建成智慧湾一期等载体，加快建设空

间技术应用产业基地，打造“一号创新

带”。围绕轨道交通３号线，推进吴淞口
创业园、上海无人机产业基地建设，打造

“三号创业带”。围绕轨道交通７号线，
整合宝山科技园等载体，集聚触控科技、

玛瑞斯３Ｄ打印等优质企业，打造“七号
创意带”。宝山工业园区聚焦“上海北

郊未来产业园”，打造产城深度融合综合

园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建成上海石墨

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获批全市第二

个功能型平台。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构建

机器人产业生态圈，发那科三期正式启

动。月杨产业园和罗店工业园区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落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加
快发展高端智能装备、新材料、生物医

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聚上海电缆所超导电缆等重点企业。

推动“空天大数据应用中心”“航空设备

系统集成”等项目落户宝山。依托“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以“大平云

移”、邮轮衍生、文化创意等为主体的新

兴服务业态加快形成，以移动互联、物联

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快集

聚，市级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达到７家，
总数列全市第一位。提升商业能级，宝

乐汇等商业设施建成开业。淞宝、共康、

北中环等都市商业商务集聚区和顾村、

罗店、杨行等地区级商业商务功能区逐

步形成。

■提升城市品质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
年接靠邮轮４７１艘次，接待出入境游客
２８５万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 ６９％和
８７％，分别占全国的４９％和６４％，成为
亚洲第一位、全球第四位邮轮母港。加

快后续工程建设，拓展邮轮经济全产业

链，上游重点推进本土邮轮制造业发展，

全面启动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建

设；中游引进国际邮轮公司总部，发展邮

轮、游艇、游船“三游经济”，参与成立规

模达３００亿元的“豪华邮轮产业发展基

金”；下游构建中国邮轮旅游跨境商品交

易中心及电商平台，推进上海邮轮物资

配送中心建设。推进上海长滩开发建

设，规划设计长滩音乐厅、球体影院等项

目，住宅、道路、绿化、公用空间等项目全

面开工。吴淞工业区向城市副中心加速

转型，加快编制规划体系，战略规划基本

完成，结构规划形成中期成果，上港九

区、上港十区、东海船厂区域转型发展规

划研究正式启动，?藻浜沿线转型功能

定位和规划研究加快推进。宝武不锈钢

高炉正式停产，先行项目加快推进，吴淞

科技园、中成智谷等项目建成投用，上海

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落户吴淞工业区。上

海国际能源创新中心、中铝上铜地块、宝

武特钢地块、“宝华宝”地块等转型项目

加快推进。南大生态区采用“货币补偿、

统一收储”方式，完成国有土地企业签约

５５个地块、腾地２６个地块，集体企业签
约率 ９７４％、腾地率 ９１２％，一期居农
民签约率８９１％。新建绿地３０公顷，整
治河道４公里，稳步推进７０万平方米征
收安置房建设，加快实施学校、菜场等项

目。大居建设、配套和管理“三位一体”

协调推进，共康、胜通、祁连１００万平方
米市属保障房基地基本建成。罗店大居

交房入住平稳有序，“新顾城”加快建

设，联合地产、上实集团推进８３平方公
里整体开发，建设闵虹腾飞智能社区，打

造产城融合北部新城。顾村老集镇、杨

行老镇、大场老镇和罗店老镇核心风貌

区保护改造全面推进。打造罗泾“生态

旅游小镇”等一批特色小镇，罗店镇列入

全国重点镇。康家村、杨邢宅、联东村、

场中村等“城中村”改造项目加快推进。

泗塘一村北块基地正式启动签约，八棉

二纺签约率６６２％，吴淞西块９０号地块
回搬安置房开工。竣工住宅修缮项目

８５万平方米，完成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
置３１５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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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明确街道内设
机构和岗位职责，形成各镇行政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事权清单、服务清单。建

立职能部门职责下沉机制，创新设置“条

块连责”一票否决，完成房管、市容等力

量下沉。做实基本管理单元，首批４个
基本管理单元“３＋３”（社区事务受理、
社区卫生服务、社区文化活动３个服务
功能，以及城市管理、市场监管、公安警

力３个管理功能）功能全部设置到位，培
育出罗店镇“３６５”、顾村镇“邻里守望”
等特色项目。形成城市综合管理监督指

挥体系，深入开展网格达标创建，居村工

作站“日报告”及倒查通报、疑难问题督

办等制度全面落实，“１２３４５”网格案件结
案率 １００％，及时率 ９６５９％，综合评价
位居全市第三位。打造“融合、活力、温

馨”宜居社区，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

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完善社区党支

部牵头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

“四位一体”联动机制。推行“社区微实

事”“民生小项目”，完成 ２５２万平方米
二次供水设施、３７个积水点改造等实事
工程。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完善社区工

作者考核标准，做好扩围工作。全面推

行居委会电子台账３０版本，实现“村务
自治云”平台全覆盖。激发社区自治共

治活力，建立社区代表会议提案制、社区

事务管理约请制，引导群众参与。推进

“１＋１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体化运
作，设立２０００万元社区公益服务扶持引
导专项资金，新增社会组织４８家，扶持
９４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落地。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格局

基本形成，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

整治，落实重大隐患挂牌督办和“黑名

单”管理制度。加强食药品安全，着力创

建首批“上海市食品安全城区”。加大

防汛防台、建筑、地下空间等领域安全工

作力度，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完善

综合治理体系，推动治安巡逻防控网、武

装应急处突网、群防群治守护网充分融

合，全面运行“平安宝山智联网”，被列

为全国第一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

联网应用工程示范区”。深化人口综合

调控“１＋９”推进模式，牢牢守住人口规
模底线。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建立健全

信访工作“一单到底”“一案到底”督办

机制，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全区

信访总量比上年下降１８６％，完成杭州
Ｇ２０峰会、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中国国家
日”等安保任务。

■促进城乡一体发展　创新“五违”（指
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

污）整治强力突破的体制机制，制定实施

“五违”整治三年计划，创设“四联八步”

（所谓“四联”就是“联合检查、联合告

知、联合约谈和联合整治”，“八步”法是

指“五违”整治的具体操作步骤，即检

查、报告、取证、约谈、告知、强制、处罚和

消除）等工作方法，形成“南大模式”“月

浦速度”“罗泾态度”“顾村理念”“庙行

力度”“张庙深度”等经验。月浦友谊村

和南大核心区２个市级地块全面完成整
治，累计整治地块１０５个，拆除违法建筑
４３２万平方米，清理违法用地１５７８亩，取
缔违法经营户１７１４家，清退违法居住人
口２８９１２人，整治违法排污企业７０２家，
消除安全隐患３９８０个，实现“三年任务
两年基本完成”目标。推行河长制，坚持

“水岸联动”“一河一策”，推进“一镇一

生态”工程，完成荻泾六期等７１公里骨
干河道综合整治、马路河等１９２公里骨
干河道疏浚、盛宅浜等１６公里黑臭河道
整治以及１０５公里二级管网建设，１２２２
家点污染源实现纳管或关停，５０家养殖
场实现关停退养，沿河３３１处５１万平
方米违法建筑及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内１２家企业全面拆除。完善城市基础
设施体系，启动庙彭、南大北、虎林、何家

湾、盛宅等排水系统建设。基本完成泰

和水厂腾地，推进泰和污水厂征收工作。

完善交通路网体系，长江路隧道正式通

车，Ｓ７公路、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轨道交通
１５号线、１８号线等市政重大工程按节点
推进腾地。全年新增道路 ２２９５公里，
总里程达到８２２２公里，路网密度达到
３０８公里／平方公里。新辟优化公交线
路１８条，公共自行车投放总量达１５万
辆。加强交通大整治，明确３３条交通违
法整治重点道路和７４个非法客运重点
整治区域，对９条主干道实行大货车禁
行措施，严管重罚十大类交通违法行为

１３５万余起，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
故实现“双降”。新建绿地１５１６公顷、
绿道６０公里、立体绿化３万平方米，人
均公共绿地达１１５平方米，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 ４３％。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
成功创建“国家湿地公园”，顾村公园连

续六年举办上海樱花节，赏樱客流再创

新高。落实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和清洁空

气行动计划，全市率先全部关闭饮用水

源二级保护区排污口，区域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平均降尘量
分别改善５９％、１１１％、８９％。超额完

成市考核减排目标任务，工业规模以上

企业万元产值能耗下降３５％。整体推
进现代农业、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动农

村改革，基本完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

权制度改革，推进罗店、罗泾镇级产权制

度改革和罗泾村经委托镇管试点工作，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率达

９９５％。推进海星、花红创建市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工作，农村自然村宅改造惠

及５３８户，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基本
实现全覆盖。推进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建设，全面实施“农林水”联动计划，精

品农业、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态势逐步形成，“宝农３４”实现上海优质
稻米评选六连冠。

■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完善政策支撑体
系，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和更加可靠的

社会保障。打响“创赢宝山”品牌，以

“五佳”（政策佳、培训佳、场地佳、服务

佳、氛围佳）创业型城区创建为抓手，开

展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计划，帮扶引领

创业８１４人，帮助８４９名长期失业青年
实现就业创业。妥善化解宝武不锈钢等

企业关停并转近１万人分流安置压力，
成功开展全国劳动人事争议效能建设示

范工作，“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

按时安置率 １００％，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控制在 ２９５万人以内。实施“全民参
保”计划，平稳推进城乡医保新政，实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应保尽

保”。被征地人员落实保障率 １００％。
形成征地养老人员区级统筹管理方案，

城乡居民月基础养老金、征地养老人员

月生活费增幅分别达 １３６％和 ９５％。
实施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完成

孤儿安置。基本建成区属征收安置房

４０２万平方米，安置在外过渡居农民
１７５７户。建设“陶行知教育创新发展
区”，构建公平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打

造“生活德育”“问题化学习”等具有“学

陶师陶”特色的课程教学改革品牌，推进

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试点和“新优质学

校”集群发展，成立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

团等３个教育集团。彩虹幼儿园等４所
幼儿园成功创建为市一级幼儿园，罗店

中学、宝山中学成功创建为上海市特色

高中。公办高中秋季高考本科达线率为

８４３％，比上年提高近５％。加快中高职
教育贯通培养模式改革，强化“乐学宝

山”终身教育品牌建设。新开办９所学
校、幼儿园，世界外国语学校正式落户宝

山。加快建设健康城区，与同济大学医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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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合作建立宝山区康复医疗联合体。

推进综合医改试点工作，“１＋１＋１”分
级诊疗全面落实，家庭医生签约家庭达

２９３万户，惠及７０万余人。成功举行全
球健康促进大会“中国国家日”宝山区

活动，倡导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构

建多层次、广覆盖、高水准的为老服务保

障体系，建成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体

系，完成２１万名老年人的敬老卡和津贴
发放。建成月浦、高境老年宜居社区，银

龄居家宝项目实现全覆盖，惠及３０万名
社区老人。建立覆盖区镇两级的“养老

服务信息化管理系统”，新增养老床位

１７０１张，新建７家养老机构、５家老年人
日间照料中心、１家长者照护之家、３家
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３家社区综合
为老服务中心等服务设施。

■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　全面启动“幸
福宝山路，市民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

等市民修身“八大”行动（“我爱宝山·

文明出行”“摒弃陋习·握手文明”“红

色记忆·追梦宝山”“弘扬传统文化·

走进高雅艺术”“书香滋润心灵·阅读

点亮人生”“青春宝山、美德童行”“我志

愿我快乐”“我修身我时尚”八大主题行

动），开展第三届“感动宝山”人物评选

表彰，赵克兰家庭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

明家庭，倪军、张海卿获“中国好人”称

号，开展“红色记忆，追梦宝山”微电影

大赛。巩固上海市文明城区创建成果，

市、区两级文明村、文明小区覆盖率达

８５％。建立区、镇（街道）、居（村）三级
志愿服务网络，推动各级志愿服务中心

强化民生服务功能，开展“双百佳”志愿

服务项目和志愿者服务评选。以“好家

风　好家训”为抓手，加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开展“六

进军营”（科技拥军进军营，就业岗位进

军营，综合帮扶进军营，文化拥军进军

营，“两新”组织进军营，法律援助进军

营）、“双拥在基层”等活动。增强上海

邮轮旅游节影响力，市民文化节宝山系

列活动更加注重精准服务。开展“宝山

大剧荟”、宝山“星舞台”“市民艺术修身

导赏计划”等文化活动１３万场，惠及市
民１９０万余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６９％
与５２％。深化“文化宝山云”服务平台
运行机制，举办“记忆中的宝山”非遗展

示等系列活动，加快完善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一村一居一舞台”达１１４个。打
造“文化四季”品牌，开展文艺创作“新

品、优品、精品”工程，沪剧《挑山女人》

获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扶持并启动全国巡

演，华雯获第十五届“文华表演奖”。以

颁发“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和举办系列

活动为载体，持续打造“陈伯吹”文化品

牌。完善体育设施布局，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达１８４平方米。区体育中心接待
市民群众５２５万余人次，被评为市三星
级体育旅游休闲基地。举办“抱走宝山

·美丽乡村徒步挑战赛”等各类比赛

１２００余项，参与群众９０万余人次。围绕
“篮球城”建设，举办“上海国际篮球文

化高峰论坛”，成功承办 ＷＣＢＡ上海宝
山大华女子篮球队主场赛事、“海峡杯”

男篮邀请赛等知名精品赛事。许昕、吴

佳欣等宝山籍运动员在里约奥运会等世

界大赛上获奖。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研究制定《中国
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工作规则》，

完善全会、常委会运行机制。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和改革创新破瓶颈相结合，

抓好新一轮宝山区域总体规划编制，制

定“十三五”４６个专项规划和１９个区域
规划。有序推进区镇换届和各阶段工

作，健全换届工作领导机制，严格落实

“五类主体”（地方各级党委、党委书记、

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大常委会党组、

政府党组、政协党组以及统战部门等有

关单位）责任，周密组织“两代表一委

员”酝酿排摸、提名推荐和审查考察工

作，把好政治关、素质关、结构关。改进

换届考察方式，组建５个区委考察组，对
９个镇开展换届考察，进行民主推荐，提
出５５名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并在全区
各单位中确定６９名考察人选。选优配
强镇领导班子，９名镇事业编制人员、优
秀村居干部、大学生村官进入镇领导班

子，各镇领导班子职数、年龄、经历等结

构均符合市委要求。注重全区联动调配

干部，从委办局、街道新进镇领导班子

４３人，从镇交流到区职能部门２８人。全
面宣传换届纪律规定，建立举报快速核

查机制，加强换届风气督导。开展“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落实“六个一”（选配一

个好书记、建设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

队伍、完善一套好制度、建立一套好机

制、创造一流工作成绩）工作要求，１２个
街镇成立社区党校，建立专兼职教师队

伍，搭建线上线下交流平台，实现“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全覆盖、常态化。全面落

实基层党建重点督查任务，以开展党章

党史知识竞赛、重温入党誓词、入党那一

天征文等系列活动为抓手，开展主题宣

讲３０余场，参与党员１８万人次，形成
“三微三聚三认同”（创设“微展览”、开

设“微课堂”、精备“微党课”；聚焦志愿

者服务队伍建设、聚焦志愿者服务项目

建设、聚焦党建服务站建设；注重党员认

同、注重群众认同、注重社区认同）等特

色举措。完善区委中心组学习机制，全

年组织专题学习３０多场次，“以学为先
明思路、学以致用促落实，积极推进中国

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项目被市

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评为党委中心组

学习实践创新成果。围绕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

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区第七次党代会

精神以及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纪念长征胜
利８０周年、纪念孙中山诞辰１５０周年等
重大主题，组织群众性理论宣讲４８０余
场，推进理论学习进机关、进学校、进社

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军营。加强互联

网新平台新阵地建设和管控，全面建成

“两微一端一网”（微博、微信、新闻客户

端和门户网站）的新媒体格局。加强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平级交流３６名
正处级干部，提拔３２名干部到正处级领
导岗位。坚持统筹使用各年龄段干部，

出台干部调整方案２４批，涉及处级干部
３９６人次。加大党外干部培养使用力
度，提拔７０后干部７９名，占提拔干部总
数的５２７％。举办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
讨班、处级干部党性修养班等主体班次，

提升领导干部能力水平。注重培养考验

干部，选派６５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区内
“三重”（重要岗位、重要工作、重大工

程）工作基地挂职锻炼，选派２５名处科
级年轻干部到新疆、云南和驻外办事处

工作。坚持从严管理干部，实现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裸官”

任职岗位规范管理常态化，完成超职数

配备干部清理、干部人事档案审核等重

点专项整治工作。严格执行试用期干部

考核制度，加强与干部谈心谈话，有针对

性地提醒教育，促进干部健康成长。成

立区域化党建联席会教育专委会和卫生

专委会，形成资源清单、需求清单和四大

类党建工作项目，在全区居民区党组织

中推行“兼职委员”制度。推动社区党

建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建立５４条“星
级创建”评定标准体系，打造开放式、集

约化、共享性服务平台，形成“连心桥”

等新一批区域化党建亮点项目。举办纪

念建党９５周年系列活动，表彰一批“两
优一先”（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

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单位和个人。

１４

综　述



开展“我与群众心连心———三联三争”

活动，构建“上下一体、全域覆盖”的联

系、服务和工作网络。落实基层党建责

任制，全区各党委（党工委）召开述职评

议会，１１６８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被测评。
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遴选产

生区第三批村居书记、主任排头兵 １２
名。推进“两新”组织党建，非公企业党

组织覆盖率达９９５％、社会组织覆盖率
达９８４％。推进群团改革，打造升级版
“红帆港”党群一体化阵地。率先推进

全市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探索“先体

外入会、后自主建会、再体内办会”的工

会组织建设模式。团区委扩大组织覆盖

面，打造“遇见共青团”区域团建品牌，

全年开展２００余场青年活动，全面推进
“１＋１２＋Ｘ”（“１”是一个区级青年中心，
“１２”是全区１２个街镇枢纽型青年中心，
“Ｘ”是指功能各异、灵活多样的青年中
心）青年中心建设。区妇联推动服务下

沉，深化“妇女议事会”制度，“知心妈

妈”“邻里一家亲”等品牌项目惠及８万
余户家庭。推进区工商联、科协、侨联、

残联、青联、红十字会等第二批６家单位
改革。严格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推动“两个责任”（党委主体责任

和纪委监督责任）和“三项清单”（廉政

风险清单、任务清单、监督清单）落实的

制度化、规范化。首次将责任风险清单

制施行范围拓展至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

长，延伸至机关科级领导干部及基层村

居、站所和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

时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加

大教育预防、日常监督、专项检查、问题

处理力度，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

生根。完成对友谊路街道等１０家单位
巡察，对１１家下属单位延伸巡察，对 ８
家单位开展“回头看”。 （周起雷）

区党代会与区委全会
■六届区委十次全会　７月２０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会议主题

是：坚定不移抓推进、砥砺前行促发展，

为全面完成区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

任务而不懈努力。上午，举行全会第一

次大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讲话，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就《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工作规则（讨论

稿）》作说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

礼福，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书面

报告分管工作。下午，举行全会第二次

大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并作小结讲

话。全会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市

宝山区委员会工作规则》《六届区委十

次全会决议》。

■六届区委十一次全会　８月１８日，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

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吴延风作《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

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

案）》的说明，全会表决通过《关于召开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

会的决议》。

■六届区委十二次全会　１０月 ２６日，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委书记

汪泓代表区委常委会，就区第七次党代

会的主要任务、内容、开法、要求，以及区

委向区第七次党代会提交的报告（讨论

稿）的形成过程作说明。区委常委、纪委

书记王晓诚就区纪委向区第七次党代会

提交的工作报告（送审稿）作说明。区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峻通报市委关于

七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候选

人建议名单的批复情况，并作全区党费

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的说明。全

会表决通过区委向区第七次党代会提交

的报告（讨论稿）和《关于召开区第六次

党代会时间的决定》。

■区第七次党代会　１１月８日 ～１０日，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８
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董云虎到会祝贺。区委书记汪泓

作“推进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发展，为全

面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城区而努力奋斗”

的报告。９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区
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大会表决通过

《大会选举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

单。１０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区委
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大会选举产生新一

届区委委员３８人、候补委员７人；表决
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六

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宝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

■七届区委一次全会　１１月 １０日，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汪泓主持

会议。全会选举汪泓为区委书记，范少

军、周志军为区委副书记，汪泓、范少军、

周志军、杜松全、王晓诚、朱礼福、沈伟

民、苏平、李峻、袁罡为区委常委。区委

书记汪泓代表新一届区委常委会，作“四

个带头”（带头为党工作、对党负责，带

头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带头凝心聚力、

步调一致，带头秉公用权、清正廉洁）的

表态，并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提出要求。

■七届区委二次全会　１２月２８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上午，举

行全会第一次大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

讲话。下午，举行全会第二次大会，区委

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全会

表决通过《七届区委二次全会决议》。

（周起雷）

重大决策
■宝山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实施意见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目标要求，区委研究

制定《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于５月６日印发各单位。《实施意见》共
有５项内容，主要是：总体要求、工作思
路、试点目标管理、完善政府职能、补好

九个短板、组织保障与督查落实。

■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的实施意见　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

见》和上海市《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及相关

配套政策，区委研究制定《宝山区关于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重要功能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于５月２３日印发各单
位。《实施意见》共分６项２２条内容，主
要是：总体目标和要求、建立市场导向的

创新型体制机制、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

地、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优化重大

科技创新布局、强化对科技创新工作的

要求和组织保障。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
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　根据《中
国共产党章程》、中央《关于实行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市委《贯

彻〈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

定〉的实施办法》《关于落实党委主体责

任进一步做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意

见》以及中央纪委、上海市纪委工作要

求，区委研究制定《宝山区关于落实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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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７月８日印发各单位。《实施
意见》共分指导思想、主要内容、保障制

度、工作要求４项内容。

■关于深化区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
制度改革的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

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和上海市委、市政

府印发的《关于深化市管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精神，区委研

究制定《宝山区关于深化区管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于７月１９日印发各单位。
《意见》共有８项内容，主要是：指导思想
和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合理确定薪酬结

构和水平、完善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规范

薪酬支付和管理、统筹规范福利性待遇、

健全薪酬监督管理机制、加强组织实施。

■关于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充分发挥
政协作用的实施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

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和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办

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

设充分发挥政协作用的实施意见》，区委

研究制定《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充分发

挥政协作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于９月２１日印发各单
位。《实施意见》共分６项２７条内容，主
要是：正确把握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

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规范

政协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加强政协

协商与区委、区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加

强政协制度建设，提高政协协商能力，切

实加强党对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领导。

■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
条例（试行）》的实施意见　根据《中国
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及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实施意

见》精神，区委研究制定《中共上海市宝

山区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于９月２２日印
发各单位。《实施意见》共分９项２９条
内容，主要是：深刻认识贯彻《条例》对

发展宝山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加强和

完善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加强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深化党外知

识分子工作、加强民族和宗教工作、做好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一战线工作、推进

港澳台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党外代

表人士队伍建设、做实基层统一战线工

作。 （周起雷）

重要会议
■做实基本管理单元推进会　１月 １１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主持会议。区

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

副区长周德勋传达上海市做实基本管理

单元推进会精神，部署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有
关工作。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区政处处长

盛强、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处长王晓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张

健明分别讲话。与会人员观看罗店镇美

罗家园基本管理单位宣传短片，罗店镇、

顾村镇、大场镇汇报做实基本管理单元

工作情况。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１月１４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方世忠、夏

雨、周德勋、杜松全、陶夏芳、赵荣根、连

正华、秦文波、袁罡、孙晓风等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

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的文件精

神，要求各单位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面落实安全

发展责任，全力配合、通力合作，勇于担

当责任，善于破解难题，为现代化滨江新

城区建设营造良好安全发展环境

■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书记一季度工
作例会　１月２８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讲话，区

委常委、副区长夏雨部署经济工作，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通报区委常委

民主生活会情况，副区长连正华部署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区领导章俊荪、

周德勋、郭孝喜、朱礼福、陶夏芳、袁罡、

孙晓风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观看城市环

境整治“补短板”专题片，大场镇、高境

镇、张庙街道、区建设交通委、区发展改

革委作交流发言。

■“补短板”工作暨“五违”整治现场推
进会　２月１４日，在上海红光制革厂会

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方世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张

静、丁大恒、夏雨、章俊荪、周德勋、杜松

全、朱礼福、王丽燕、陶夏芳、赵荣根、连

正华、秦文波、孙晓风等出席会议。与会

人员观看拆违专题短片，大场镇、月浦

镇、城管执法局、市场监管局分别作交流

发言，各镇、街道、园区签订《２０１６年宝
山区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五违”整

治）责任书》。会前，区四套班子主要领

率区有关部门领导到南大地区开展工作

调研，在上海联畅化学纤维厂、申新仓库

拆除现场，实地察看南大地区“五违”整

治情况。

■政法综治、信访稳定暨平安建设大会
　３月２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会

议。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作区政法综

治工作报告，副区长、区委政法委副书

记、区公安分局局长赵荣根宣读表彰一

批２０１５年度宝山区平安创建先进单位
决定，副区长、区委政法委副书记袁罡总

结并部署信访工作，区领导张静、丁大

恒、王丽燕，区法院院长汪彤、区检察院

检察长贺卫等出席会议。会上，区委、区

政府与各街镇、园区签订《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平安建设）责任书》和《信访工作

目标责任书》，区发展改革委、区公安分

局、张庙街道、杨行镇作交流发言。

■换届工作动员大会　３月 ２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

汪泓主持会议。上海市委第三考察组组

长顾国林作动员讲话。上海市委第三考

察组成员、区四套班子领导等出席会议。

与会人员观看换届纪律“九严禁”宣传

短片，填写民主测评表。

■组织工作会议　３月 ４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

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

传达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海市组织部

长会议精神，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

风主持会议并总结２０１５年全区组织工
作、部署２０１６年工作。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３月 ４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常委、副

区长、区群团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周德勋主持会议。区委书记、区群团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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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区群团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吴延风部署工作。区

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作交流发言。

■“便捷宝山”暨重大工程建设领导小
组（扩大）会议　３月７日，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副区长连正华主持

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

方世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总结

２０１５年全区重大工程建设情况、部署
２０１６年重大工程目标任务，表彰２０１５年
度市、区两级重大工程立功竞赛获奖集

体和个人，区建管中心、杨行镇、罗店镇

作交流发言，各街镇园区签订重大工程

工作目标责任书。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会
　３月８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
堂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会

议。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

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部署２０１６年区创
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吴延风传达市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会精神，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杜松全宣读２０１５年宝山区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优秀基层工

作案例表彰决定，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

长赵荣根出席会议。会上，区领导为“十

佳优秀案例”“最佳实践奖”“优胜奖”获

奖代表颁奖，罗店镇、友谊路街道、区网

格化中心、杨行镇香逸湾居委作交流

发言。

■教育综合改革启动大会　３月 ９日，
在行知中学剧场召开，副区长陶夏芳主

持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代表区政府

与街镇园区、委办局代表签订“十三五”

期间贯彻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责任书，区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宣布成立宝

山区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并宣读宝

山综合改革专家组名单，区教育局局长

张晓静解读区教育综合改革方案。会

上，区领导为专家组成员颁发聘书，与会

人员观看教育改革发展宣传片，大场镇、

区规划土地局、区教师进修学院作交流

发言。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３月２３日，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副

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会议。区委书记

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朱礼福和副区长陶夏芳分别总结

２０１５年全区宣传思想和文化工作，部署
２０１６年工作。

■统战工作会议　３月２５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出

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

伟民主持会议，并总结 ２０１５年统战工
作、部署２０１６年工作。区教育局、月浦
镇作交流发言。

■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书记二季度工
作例会　４月２０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领导方世忠、吴延风、郭孝喜、沈

伟民、王丽燕、陶夏芳、赵荣根、连正华、

袁罡、李存贵、孙晓风出席会议。区公安

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滨江委、顾村镇、

罗泾镇、友谊路街道作交流发言。

■精神文明建设暨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
工作表彰大会　４月２７日，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区文明

委主任汪泓，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

文明办主任潘敏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

常委、副区长、区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德勋宣读《区委、区

政府关于表彰宝山区创建上海市文明城

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文明委副主任

朱礼福主持会议，并作２０１５年区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总结、部署２０１６年工作。区
领导丁大恒、郭孝喜、赵荣根、秦文波、袁

罡、王兆钢等出席会议。会上，主席台领

导向获奖单位和个人代表颁发奖牌、证

书，区绿化市容局、淞南镇、杨行镇万科

四季花城二居小区作交流发言。

■农村工作暨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
　５月４日，在罗泾镇飞士大厦会议室
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会

议。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副

区长袁罡传达中央、上海市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总结２０１５年“三农”工作并部署
２０１６年工作，区领导吴延风、王丽燕、李
存贵、王兆钢等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观

看“三农”工作专题片，签订《目标责任

书》。会前，区领导到罗泾镇花红村、海

星村，实地察看罗泾村域内路网、公共休

闲空间和绿化景观等美丽乡村建设

成果。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　６
月２９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

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会议。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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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台领导向上海市、宝山区“两优一先”获

得者代表颁奖，向区党建带群建升级版

“红帆港”授牌。与会人员观看宝山区

基层党建工作成果专题片，杨行镇党委、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宝山

区培智学校校长张洁华、友谊路街道宝

林二村党总支书记王立芳作交流发言。

■全面加强人口调控和管理服务工作推
进大会　７月 ６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

持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出席会

议，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赵荣根部署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人口综合调控和管理服
务工作，区城管执法局（区拆违办）、杨

行镇、月浦镇作交流发言。

■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动员大
会　７月１１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主

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洪浩，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

席王丽燕，顾村镇党委书记瞿新昌分别

发言。市总工会党组书记莫负春，市总

工会副主席肖涛、何惠娟，秘书长宋钟

蓓出席会议。顾村镇总工会介绍改革试

点方案，３名基层非公企业代表作交流
发言。

■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大会暨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８９周年庆祝大会　８月１日，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

书记汪泓宣布宝山区获全国双拥模范城

“七连冠”和上海市双拥模范区“八连

冠”，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主持会议

并宣读命名表彰决定，上海警备区副司

令员陈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驻沪十

大部队首长和上海市双拥办领导以及区

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并为获奖代表

颁奖。与会者观看文艺演出。

■党的群团改革推进会　８月２４日，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常委、

副区长、区群团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周

德勋主持会议。区委书记、区群团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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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群团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吴延风作总结部

署，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

王丽燕出席会议。区总工会、团区委、区

妇联、庙行镇、友谊路街道、区工商联、区

科协作交流发言。

■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暨“网格达标”
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　８月２４日，在大
场镇网格化中心会议室召开宝山区深化

拓展网格化管理暨“网格达标”创建工

作现场推进会，完善“两级平台、三级网

络”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体系，构建

指挥顺畅、运转高效的城市网格化综合

管理监督指挥体系。区委书记汪泓，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

话。副区长袁罡主持会议。区网格化中

心、大场镇、月浦镇、吴淞街道做交流

发言。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　８月
２５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总结部署住宅小

区综合治理工作。区领导周德勋、袁罡

出席会议。张庙街道、高境镇、区网格化

中心、友谊路街道白玉兰花园党支部、区

房管局作交流发言。

■城市运行安全暨安委会全体（扩大）
会议　８月３１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

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局长赵荣根部署相关工作，

副区长袁罡传达市长杨雄批示和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讲话精神，

并回顾总结上半年全区安全生产工作，

部署下半年主要工作。区民防办、区水

务局、淞南镇、吴淞街道作上半年度述安

报告。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１０月 １７日，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

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同时部署四季

度工作。区领导张静、丁大恒、李萍、周

志军、夏雨、周德勋、杜松全、王晓诚、朱

礼福、沈伟民、苏平、李峻、袁罡、倪诗杰、

王丽燕、陈士达、须华威、蔡永平、陶夏

芳、赵荣根、秦文波、李存贵、陈筱洁、陈

云彬、王益群、吕鸣、孙晓风、王兆钢、沈

天柱、蒋碧艳、罗文杰、李小年出席会议。

■“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暨中
小河道综合整治工作部署会　１２月 ６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会议。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张静、丁

大恒、李萍、周志军、夏雨、周德勋、王晓

诚、朱礼福、苏平、王丽燕、陈士达、须华

威、李存贵、陈筱洁、陈云彬、王益群、吕

鸣、王兆钢、张晓静、沈天柱、孙晓风出席

会议。副区长王益群部署 ２０１７年中小
河道综合整治工作，副区长陈云彬部署

２０１７年“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工作。

■街镇园区党委书记工作例会　１２月
２２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对

环保督察工作开展集体约谈，征求对区

委常委会２０１６年工作报告和２０１７年工
作要点的意见，通报区领导班子党员领

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相关事宜，就相关事

项征求意见，并部署近期工作。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约谈讲话，区领导周志

军、周德勋、王晓诚、朱礼福、沈伟民、苏

平、李峻、袁罡、王丽燕、陈云彬、王益群

出席会议。 （周起雷）

重要活动
■中央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４月２９
日，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

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带队实地

考察宝山区“智联网”综治信息中心。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市委政法委

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李余涛，区领导汪

泓、杜松全、王丽燕、袁罡等陪同考察。

５月１０日，区委书记汪泓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会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港中国

商会主席、上海经纬集团主席陈经纬一

行。区领导夏雨、沈伟民、王丽燕、秦文

波等出席。

７月５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辛国斌一行到宝山调研，视察皇家

加勒比游轮“海洋量子号”。中船集团

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吴强，区领导汪泓、

方世忠、王丽燕、秦文波，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杨拴昌等陪同

调研。

■市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２月 ４
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徐泽洲，副市长

蒋卓庆等到宝山开展帮困送温暖活动，

视察友谊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慰问困难户家庭，区领导汪泓、方世

忠、周德勋、吴延风、王丽燕参加活动。

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
委书记韩正、市委常委、秘书长尹弘一行

到宝山调研，先后视察吴淞工业区展示

馆、中成智谷园区、上海申新仓库地块、

上海红光制革厂地块、南大地区规划展

示厅，并在区南大指挥部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作工作汇报，区领

导方世忠、张静、丁大恒、夏雨、章俊荪、

周德勋、吴延风、杜松全、朱礼福、王丽

燕、赵荣根、连正华等出席会议。

４月１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洪浩带队到顾村镇总工会开

展调研，并在顾村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区领导汪泓、吴延风、王丽燕，市

总工会领导李友钟、宋钟蓓等出席会议

并讲话。

４月２９日，副市长周波带队到宝山
检查“五违”整治工作，实地查看南大一

期绿地、申新仓库地块、六联制革厂地

块，并在区南大指挥部会议室召开座谈

会。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分别汇报宝山

区加强“五违”整治、开展“三治两去”补

短板的工作情况，区领导王丽燕、赵荣

根、连正华、孙晓风等出席会议。

５月５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
潮带队到宝山调研，实地查看南大一期

绿地、申新仓库地块、六联制革厂地块、

南大村张家白墙队、侯江桥队，并在区南

大指挥部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汪

泓、张静分别讲话，副区长连正华汇报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区领导王丽

燕、孙晓风等出席会议。

６月２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
璀，副主任钟燕群、吴汉民、洪浩，带领市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市人大代表，到

宝山调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情

况，先后视察利物盛集团、超碳石墨烯产

业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

限公司、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区领导

汪泓、方世忠、张静、王丽燕、赵荣根、秦

文波等陪同调研。

９月５日，副市长赵雯到宝钢集团
调研。宝钢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

德荣陪同参观高强钢机组生产流水线情

况。随后，在宝钢指挥中心会议室举行

座谈会。区领导汪泓、范少军、秦文波以

及上海大学党委书记、区科协主席罗宏

杰陪同调研。

９月１８日，副市长周波到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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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并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会议室召

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陪同调研。

９月 ２７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沙海林一行到宝山调研工作，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听取关于统战工作的汇

报，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吴延风、沈伟民

陪同接待。

１１月２４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
到宝山调研，先后视察吴淞工业区展示

馆、中成智谷创意产业园、上海晖硕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微盟）、宝山区新兴企业

代表形象展、上海唯一视觉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等，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周志

军、夏雨、周德勋、袁罡、王益群陪同

调研。

１１月２９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接待全国政协常委、市

政协副主席、民革市委主委、市科协副主

席高小玫，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市委副主

委、徐汇区副区长朱成钢一行到宝山专

项督查“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区领导沈伟民、袁罡、王丽燕、陈云彬陪

同接待。

１２月２７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白少康一行到宝山公安分局

会议室，宣布黄辉任区公安分局党委书

记、督察长。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杜松

全、李峻出席会议。

■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１月１２日，在上
海大学校区，举行上海大学基础教育发

展集团成立签约仪式。区领导汪泓、方

世忠、吴延风、陶夏芳，上海大学领导罗

宏杰、夏小和等出席仪式。仪式后，双方

参观上大航空发动机高温材料应用技术

联合创新中心、“溯园”、上大美术馆

等地。

２月４日，在宝钢特钢办公楼大厅，
举行吴淞口创业园挂牌和政企合作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宝钢集团领导徐乐江、

陈德荣、戴志浩、周竹平、郭斌、张锦刚、

张丕军、刘安，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张

静、夏雨、周德勋、吴延风、王丽燕、赵荣

根、秦文波出席仪式。仪式结束后，在宝

钢股份客服中心会议室，召开宝钢—宝

山迎春座谈会。

３月２４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举行宝山区政府与中集集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区委书记汪泓、

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和中集集团总裁

助理秦刚分别代表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副区长连正华主持签约仪式。

３月２９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举行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均瑶（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办学框架协议签订仪式。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致辞，区委副

书记、区长方世忠代表区政府与上海均

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均金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顾村镇与上海世外教育

服务发展公司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区领

导吴延风、王丽燕出席仪式，副区长陶夏

芳主持仪式。

４月１４日，在上海美兰湖皇冠假日
酒店宴会厅，召开国际邮轮卫生检疫工

作交流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市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俞太尉出席

会议并致辞。同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举行宝山区政府与中国建设银

行上海市分行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区委书记汪泓，中国建设银行上海

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段超良出席仪式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仪

式，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代表区政府与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副书记、

副行长徐众华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区领导王丽燕、秦文波等出席仪式。

４月２２日，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举行“歌诗达邮轮·幸运号”首航仪

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市交通委

副主任张林、市旅游局副局长杭春芳、上

海长江轮船公司总经理张阳、意大利驻

沪总领事裴思泛、歌诗达邮轮集团首席

执行官汤沐分别致辞，区政协主席丁大

恒与市交通委、市旅游局、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长江轮船公

司、外方贵宾共同开启歌诗达幸运号首

航之旅，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与歌诗

达邮轮集团首席执行官汤沐共同为幸运

号祈福揭铃。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出席仪式。

５月１日，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举行“地中海·抒情号”邮轮上海首

航仪式。区委书记汪泓与地中海总部商

务副总裁Ａｃｈｉｌｌｅ、“地中海·抒情号”船
长共同为抒情号船模揭幕，地中海总部

商务副总裁Ａｃｈｉｌｌｅ，区委常委、副区长夏
雨，市交通委秘书长高奕奕分别致辞，地

中海总部商务副总裁 Ａｃｈｉｌｌｅ与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董事长王友农签署合营公司

协议，“地中海·抒情号”船长与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总经理交换铭牌。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出席

仪式。

５月６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举行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农商银行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区委书记汪

泓主持仪式并讲话，上海农商银行党委

书记、董事长冀光恒讲话，区委常委、副

区长夏雨代表区政府与上海农商银行党

委副书记、行长徐力签署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区领导王丽燕、连正华出席仪式。

９月９日，区委书记汪泓到智慧湾
科创园参加“一号创新带”建设启动暨

智慧湾科创园开园仪式。汪泓宣布启动

开园，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上海智

慧湾科创园总经理陈剑分别致辞。区委

常委、副区长夏雨主持开园仪式并为“一

号创新带”产业联盟揭牌。副区长秦文

波为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智慧湾国

际创新园揭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出席仪式

９月２９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举行宝山区政府与国家电网上海市

电力公司“十三五”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电网

上海市电力公司总经理李桂生、国家电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党委书记张俊利参加

签约。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国家电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总经理李桂生代表双

方签约。区领导王丽燕、袁罡见证签约。

１０月１９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举行宝山区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合作签约仪式。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章雄、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陈睦、上海九院

院长吴皓等出席签约仪式。宝山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吴皓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区领导王丽燕、陶夏芳出席

仪式。

１０月２７日，区委书记汪泓参加中国
制造２０２５创新论坛暨上海智能制造生
产性服务业功能区———保集ｅ智谷启动
仪式。区领导秦文波、吕鸣参加活动。

１０月３１日，在中成智谷举行“三号
创业带”启动仪式。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夏雨、周德勋、苏平、袁罡、王丽燕、秦

文波、吕鸣出席活动。

１１月１８日，在逸仙路１３２８号，举行
宝山区政府与临港集团深化战略合作签

约暨临港新业坊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启

动仪式。临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

家平，总裁徐斌，市科委副主任秦文波，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夏雨、王丽燕、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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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吕鸣出席仪式。

１１月２４日，在上海木文化博览园，
举行“七号创意带”启动仪式。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夏雨、朱礼福、吕鸣出席

仪式。

１１月 ３０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举行宝山区政府与中国通信信息

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中国交通

通信信息中心主任曹德胜、中交航信（上

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伟、上海金工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郁永清，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王丽燕、吕鸣出席

仪式。

１２月 １６日，在沪太路老罗北路口
举行“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奠基仪式”。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朱晓明、区

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出

席并讲话，区领导张静、丁大恒、李萍、周

志军、夏雨、苏平、袁罡、王丽燕、王益群、

吕鸣出席。

１２月 ２３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举行宝山区政府与中移动上海公

司共同推进“互联网 ＋”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签约仪式。副区长夏雨主持仪式，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总经理陈力出席签约仪式。宝山区

副区长吕鸣和中移动上海公司副总经理

黄刚代表双方签约。

■举行第二十二届“蓝天下的至爱”慈
善活动启动仪式　１月１１日，在区级机
关办公大楼大厅举行。区领导汪泓、方

世忠、张静、丁大恒、周德勋、朱礼福等出

席仪式。仪式以“帮助他人，阳光自己”

为主题，坚持扶贫济困与净化心灵并举，

结合宝山区域特点开展系列慈善活动，

鼓励、引导和动员慈善公益组织、志愿

者、企事业等各方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参

与社会救助，共同为困难群众奉献爱心。

■召开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党工
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测评会　１
月１３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

领导方世忠、章俊荪、周德勋、吴延风、杜

松全、朱礼福分别进行点评，副区长、区

公安分局局长赵荣根出席会议。友谊路

街道、顾村镇、大场镇、高境镇、教育局、

国资委等单位党委（党工委）书记作口

头述职，其他党委（党工委）书记作书面

述职，并现场开展民主评议，与会人员对

各街镇、园区党委（党工委）书记述职情

况进行测评。

■举行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春节团拜会　２月
２日，在金富门酒店举行。区委书记汪
泓出席并致新年贺词，上海警备区副政

委孙进少将、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徐旭

分别代表部队和部市属企业发言，区委

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团拜会。区四

套班子领导张静、丁大恒、夏雨、章俊荪、

周德勋、吴延风、杜松全、郭孝喜、朱礼

福、倪诗杰、秦冰、王丽燕、蔡永平、陶夏

芳、赵荣根、连正华、袁罡、王兆钢、蒋碧

艳、罗文杰、李小年、孙晓风、区检察院检

察长贺卫、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与驻

沪、驻区部队首长，市有关部门领导，宝

钢集团、上海大学有关领导，区内部市属

企事业单位、外资企业、协作企业代表，

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

士、民营企业代表，区离退休干部代表、

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辖区内金融系

统、公共事业等单位代表，市、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各界人士参加。

■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加强区县、乡镇
人大组织建设若干意见座谈会举行　３
月４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静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吴延风就中央和市委意见作说

明报告。区领导倪诗杰、秦冰、王丽燕等

出席会议。

■张明曹抗战美术作品展开幕　５月２０
日，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张明曹

抗战美术作品展开幕式。市老领导龚学

平出席开幕式，区领导汪泓、方世忠与张

明曹先生家属张迪平、张雷平共同为作

品展揭幕，张明曹先生家属张淳致辞，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礼福介绍作品展

背景情况，副区长陶夏芳主持开幕式。

■举办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３月３１日 ～４月１日，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会议室举办。３月３１日，区委书记
汪泓作开班动员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方世忠主持开班式，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吴延风宣读２０１５年度绩效考核表彰
决定，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赵荣根部

署宝山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工

作，区领导丁大恒、夏雨、周德勋、杜松

全、郭孝喜、沈伟民、王丽燕、连正华、秦

文波、袁罡、王兆钢、蒋碧艳、李小年、李

存贵、孙晓风、区法院院长汪彤、区检察

院检察长贺卫、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等

出席开班式。各镇、街道、园区签订

“２０１６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书”，区
发展改革委、区民政局、杨行镇、高境镇

作交流发言。４月１日，举行结业式。区
委书记汪泓主持。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

院长王金定作“用五大新发展理念引领

改革开放实践”专题报告，区委副书记、

区长方世忠讲话，区领导张静、丁大恒、

夏雨、吴延风、杜松全、郭孝喜、倪诗杰、

秦冰、王丽燕、蔡永平、赵荣根、连正华、

秦文波、袁罡、王兆钢、李小年、孙晓风、

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等出席结业式。与

会人员观看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和

市委、市政府在闵行区华漕镇许浦村召

开现场会的新闻片。

■“阳光慈善宝山共青林”义务植树活
动举行　４月 ９日，在顾村公园二期地
块举行。区领导汪泓、朱礼福、王丽燕、

连正华，阳光慈善绿化基金会理事长、原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等与近百名青

年志愿者，栽种数千棵竹柳，并命名为

“阳光慈善宝山共青林”。

■“劳动最光荣、共创新宝山”———宝山
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召开　
４月２８日，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召开。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大会并讲话，市总工

会基层工作部部长丁巍致辞，区领导方

世忠、周德勋、吴延风、朱礼福、王丽燕、

王兆钢和老领导杨卫国等为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颁奖。会前，区领导在区广播

电视台新闻发布厅接见２０１６年全国及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章）、工人先锋号

获奖代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道尔顿工坊启用暨“院士导航站”揭
牌仪式举行　４月２８日，在吴淞中学举
行。区委书记汪泓讲话，并向“院士导航

站”导师颁发聘书，市教委副主任王平和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为“院士导

航站”揭牌，副区长陶夏芳与中国工程院

王威琪院士夫妇、世界航模冠军陈安生

同学一起为道尔顿工坊揭牌。仪式后，

区领导和专家等到现场观摩道尔顿工坊

教学活动。

■宝山区域化团建“宝钢·宝山”示范
创建启动仪式举行　４月３０日，在上海
长江河口科技馆广场举行宝山区域化团

建“宝钢·宝山”示范创建启动仪式、第

七届宝钢青年文化节开幕式暨纪念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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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８０周年“青春长征健步行”活
动。宝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乐江

和区委书记汪泓共同推杆启动宝山区域

化团建“宝钢·宝山”示范创建工作。

区委书记汪泓宣布健身走活动正式开

始，团市委书记徐未晚致辞，宝钢集团领

导伏中哲、郭斌、王继明，宝山区领导周

德勋、吴延风、王丽燕等出席仪式。仪式

上，出席领导为宝钢及宝山十家以创业

为核心内容的“青年中心·青创空间”

授牌，为宝山宝钢青年赠送“第七届宝钢

青年文化节暨２０１６宝山宝钢青年交流
季”参与指南，并共同参观公益集市。

■市科创中心建设督查评估工作组督查
宝山　５月２３日，市科创中心建设督查
评估工作组到宝山实地督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见面座谈会，区领

导汪泓、王丽燕、秦文波、孙晓风等参加

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介绍

宝山区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工作情况。随

后，工作组查阅宝山区建立科创中心建

设推进机制的相关文件、会议纪要和决

定等台账。在分组个别访谈中，工作组

分别听取相关单位一线工作人员意见

建议。

■组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参观
学习活动　６月２７日，区四套班子领导
汪泓、方世忠、丁大恒、周德勋、吴延风、

郭孝喜、朱礼福、倪诗杰、秦冰、王丽燕、

蔡永平、陶夏芳、赵荣根、连正华、李存

贵、孙晓风，区法院院长汪彤，区检察院

检察长贺卫参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专题参观学习活动，先后参观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复兴之路》上海展、“日出

东方———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周年”专题展览。

■“壮丽的丰碑———宝山区纪念建党９５
周年群众文艺汇演”举办　７月１日，在
区文广中心演播厅举办。区委书记汪泓

出席活动并致辞，主席台领导为“展评展

演”获奖节目、单位颁奖。区四套班子领

导方世忠、张静、丁大恒、周德勋、吴延

风、杜松全、郭孝喜、朱礼福、倪诗杰、秦

冰、王丽燕、蔡永平、陶夏芳、秦文波、袁

罡、李存贵、王兆钢、蒋碧艳、罗文杰、李

小年、孙晓风，区法院院长汪彤，区检察

院检察长贺卫，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等

出席活动并观看演出。会前，区四套班

子领导集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５周年纪念大会”直播。

■“海峡杯”篮球邀请赛举行　９月 １４
日，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来自上

海和台北两座城市的六支高中、大学、职

业队球队参赛。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沙海林，市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黄永平，

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区委书记汪泓，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区

领导沈伟民、王丽燕、陶夏芳出席。

■２０１６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暨上海
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活动举行　９月１７
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国家交

通运输部原部长、国家交通运输协会原

会长钱永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潮，

原上海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局长、上

海水上旅游促进中心理事长许培星，上

海市旅游局副局长吴建国，市交通委秘

书长高奕奕，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副站长李国官，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

公司副总经理张路，上海长江轮船公司

总经理张阳，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常委、副

校长、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史健勇，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静，区政协主席丁大恒，正局级巡视员

章俊荪出席活动并讲话。区领导夏雨、

吴延风、朱礼福、王丽燕、赵荣根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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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静、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代表区四套班子

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区委副书记周

志军主持活动。区领导李萍、周德勋、杜

松全、王晓诚、郭孝喜、朱礼福、沈伟民、

苏平、李峻、袁罡、倪诗杰、秦冰、王丽燕、

蔡永平、秦文波、李存贵、王兆钢、孙晓

风，以及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出席活动。

■２０１６亚太邮轮大会召开　１０月１２日
～１３日，由区政府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联合主办，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ＳｅａｔｒａｄｅＵＢＭ以及上海国际
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２０１６亚
太邮轮论坛在宝山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来自市旅游局、市交通委、宝山区

政府、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国交通运输

协会邮轮游艇分会、上海市水上旅游促

进中心和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

司等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邮轮港口、邮

轮企业、高等院校等百余名嘉宾围绕“开

创国际邮轮经济的中国时代”主题，开展

主题论坛、技术演讲、政策讨论、邮轮港

ＣＥＯ论坛等活动。１０月 １２日，副市长
赵雯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中船集团总

经理吴强共同为“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

业园”揭牌。现场发布２０１６邮轮绿皮书
（中英文版）。国家交通运输部原部长

钱永昌宣布大会正式开幕，领导和嘉宾

共同为开幕推杆。区领导汪泓、丁大恒、

李萍、周志军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总裁、ＵＢＭＥＭＥＡ集团总监 Ａｎ
ｄｒｅｗ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主持。

■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举行　１０月
１３日，在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举行。
“创新中国”系列国际论坛由上海战略

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会主办，围绕“创新，

创业”主题，邀请海内外学者、世界五百

强企业代表、优秀创业企业代表、政府部

门领导等围绕主题展开交流。上海市现

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上海市原副市长

周禹鹏，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徐子瑛，上

海战略新兴产业基金会名誉理事长、杨

浦区委原书记陈安杰，宝山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副区长夏雨等领导出席。

■“行知伴我成长———２０１６长三角地区
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课程进课堂”主题论

坛举行　１０月１４日，在行知中学行知剧
场举行开幕式。区委书记汪泓、上海市

陶研会会长王荣华出席活动并致辞，区

领导王丽燕、陶夏芳出席仪式。论坛由

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浙江省陶行知

研究会、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主办，区教

育局和区陶行知研究会承办。与会代表

围绕论坛主题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课程

进课堂”，秉承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课

程建设，结合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

与现代课堂建构，聆听报告，听课评课，

开展研讨交流。

■陶行知先生诞辰１２５周年纪念活动举
行　１０月１８日，在大华行知公园行知广
场举行。十届市政协副主席、市陶研会

会长王荣华，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参加活动并讲话。区领

导朱礼福、陶夏芳、陈筱洁参加。区委书

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共同为

新落成的陶行知铜像揭幕。铜像设计

师、宝山教师代表、陶行知先生重孙、陶

行知纪念馆工作人员向铜像献花。

■区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入职宣誓仪式举
行　１１月３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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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举行。区委书记汪泓参加仪式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仪式，

区领导周德勋、苏平、李峻、袁罡、陈云彬

参加。副区长周德勋介绍行政执法类公

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工作情况，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李峻宣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

任命决定，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代表获颁

任命证书。

■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暨“２０１６感动
宝山人物”揭晓活动举行　１１月３日，
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丁大恒、李萍、周志军、杜松

全、王晓诚、郭孝喜、朱礼福、李峻，市文

明办副主任宋慧出席颁奖典礼。张海卿

等２１人作为“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物”和
“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物”提名奖，登上领奖
台并分享心路历程，宝山区１００多名党
员领导干部在现场聆听了一堂既有温暖

情感、坚强意志又有善良品格的道德修

养党课。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暨参观
第二届新钢笔画学术展举行　１１月 ３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大厅举行，同时作

为区委中心组学习活动。展览由中国美

协艺委会主办、中国美协连环画艺委会

承办，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为主题，以钢笔

画的形式缅怀历史，放眼未来。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张静、李萍、周志军、夏雨、

周德勋、杜松全、王晓诚、郭孝喜、朱礼

福、沈伟民、苏平、李峻、袁罡、倪诗杰、秦

冰、王丽燕、陈士达、须华威、赵荣根、陈

筱洁、陈云彬、王益群、吕鸣、王兆钢、沈

天柱、孙晓风，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出席

活动。

■纪念陈伯吹诞辰１１０周年主题论坛举
行　１１月１６日，在区图书馆多功能厅举
行，论坛主题是“陈伯吹与中国儿童文

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高洪波，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党组书记、局长徐炯，上海市作协党组书

记王伟，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朱礼福、王

丽燕、陈筱洁、张晓静，陈伯吹之子陈佳洱

夫妇等出席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主持论坛。区委书记汪泓发表致辞，市

作协党组书记王伟发表主题演讲。

■ ２０１６年“创赢宝山”主题论坛举行　
１１月 １７日，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
举行。市人社局局长赵祝平、副局长张

岚，市就促中心主任张得志，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周德勋、苏平出席活动。活

动由区创建上海市创业型城区工作小组

办公室主办，来自区创建成员单位、创业

园区、高校创业指导站等代表约３５０人
参加。论坛以“打造滨江创业新乐土”

为主题，分为观看《海纳百创、赢在宝

山———宝山区创建上海市创业型城区风

采展示片》、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及嘉

宾互动三个部分。论坛开幕式由区委常

委、副区长苏平主持。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局长赵祝平、区委书记汪泓分

别为论坛致辞。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中国国家
日”活动举办　１１月２３日，世界卫生组
织官员和各国参会代表部分人员到宝山

参观考察，并参加在衡山北郊宾馆举行

的活动汇报交流会。汇报交流会由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主持。来宾们观看

宝山区健康城区建设展示片《健康之

旅》，与区领导、委办局相关负责人就

“如何把健康促进活动与人民生活融合

一体”“怎样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活动”“中医特色和元素是

如何形成的”等话题进行交流。与会人

员分三组考察宝山社区、学校、企业，了

解宝山在健康城市建设方面的情况。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朱礼福、王丽

燕、陈筱洁、张晓静、孙晓风，以及各街

镇、委办局负责人陪同参观考察并出席

活动汇报交流会。

■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暨第二届区
政法综治系统“微电影、微故事”获奖作

品揭晓活动举行　１２月１日，在宝山广
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丁大恒、李萍、周志军、周德勋、杜

松全、王晓诚、郭孝喜、苏平、王丽燕、赵

荣根、陈筱洁、陈云彬、王益群、王兆钢、

沈天柱，以及区检察院检察长贺卫出席

活动。区公安分局选送的“樱为有你”、

区法院选送的“送到病榻前的赔偿款”

分获微电影、微故事评比一等奖。

■ ２０１６（第三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
论坛举行　１２月７日，２０１６（第三届）中
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上海衡山北郊

宾馆开幕。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

新民，区领导汪泓、夏雨、王丽燕、吕鸣，

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等领导与各企业代

表及专家出席论坛。论坛以“中国制

造———智能·互联·虚拟现实”为主题，

会期一天，包括一场主论坛和两场分论

坛。开幕仪式上，参会领导共同为中国

电信制造行业信息化应用基地宝山园、

中国产业互联网联盟、中国 ＶＲ产业联
盟揭牌，启动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

区网站，见证宝山区政府与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战略签约，并为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新材料）、中国产业互联

网创新实践区重点园区授牌。来自工信

部、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会、中国电信、华为集团、中科院上海

高等研究院、赛伯乐投资集团、发那科、

中国网库、中德工业４０研究院、苏宁环
球、青瞳视觉、科匠中国、中成智谷等政、

产、学、研领域的多位专家以及智能制

造、互联网、虚拟现实和等相关行业的众

多资深人士出席论坛，围绕智能制造、制

造业和互联网深度融合、虚拟现实技术

未来发展趋势与应用等主题进行探讨交

流与经验分享。

■ ２０１６宝山区市民文化节闭幕演出暨
“宝山大剧荟”闭幕式举行　１２月９日，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区领

导汪泓、范少军、张静、丁大恒、李萍、周

志军、朱礼福、王丽燕、陈士达、须华威、

蔡永平、陈筱洁、陈云彬、王兆钢、蒋碧

艳、罗文杰、李小年、孙晓风，区人武部部

长卢建兵参加活动。闭幕式上，区委书

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静，区政协主席丁大恒，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萍为２０１６宝
山大剧荟获奖单位颁奖。范少军向上海

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赠送“宝山大剧

荟”演出纪念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朱礼福宣布２０１６“宝山大剧荟”优秀组
织奖名单。宝山区与上海市戏剧家协

会、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签订儿童

艺术创作框架合作协议。

■第二十三届“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
动（宝山区）启动仪式举行　１２月 ２６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大厅，举行第二十

三届“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宝山

区）启动仪式。区慈善基金会会长张培

正主持，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张静、丁大

恒、李萍、周德勋、朱礼福、苏平参加活

动。行知中学、吴淞中学、宝山中学、淞

浦中学、通河中学、上海市交通学校、“亲

子宝贝团”等义工队代表参加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举行简短的颁证授旗仪式。

■开展调研督查　１月 ４日，区领导汪
泓、方世忠、张静、丁大恒、章俊荪、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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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吴延风、杜松全、朱礼福、陶夏芳、连

正华分两组到陶行知纪念馆、大华行知

公园、张庙养老院、沃尔玛超市顾村店和

上海长滩体验馆、区文化馆、区图书馆、

宝山体育中心、宝山规划展示馆选址、区

档案馆，开展民生工作和社会事业工作

专题调研。６日至２月２４日，区委书记
汪泓带队到区纪委、区委统战部、区人

大、区委政法委、区政协、区委宣传部、区

文广影视局、区委组织部等单位开展调

研。区领导张静、丁大恒、章俊荪、吴延

风、杜松全、朱礼福、沈伟民、袁罡、陶夏

芳、赵荣根等参加调研。１月 １２日，区
领导汪泓、方世忠、赵荣根、连正华、孙晓

风等率区有关部门领导到南大地区开展

综合整治工作调研，现场踏勘南大地区

综合整治情况，并在区南大指挥部会议

室召开会议，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局长赵荣根，副区长连正华、

副巡视员孙晓风出席会议并讲话。

４月８日、１５日，区四套班子领导汪
泓、方世忠、张静、丁大恒、周德勋、吴延

风、杜松全、郭孝喜、朱礼福、倪诗杰、秦

冰、王丽燕、赵荣根、秦文波、王兆钢、孙

晓风，分四路督导检查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大整治工作。２１日，区四套班子汪
泓、方世忠、张静、丁大恒、吴延风、杜松

全、倪诗杰、秦冰、王丽燕、蔡永平、陶夏

芳、赵荣根、连正华、秦文波、袁罡、李存

贵、王兆钢、蒋碧艳、罗文杰、李小年、孙

晓风，分１２路开展“五违”整治情况专项
检查。同日，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夏雨、

吴延风、王丽燕、孙晓风率区有关部门领

导调研吴淞工业区调整转型工作，先后

查看中铝上铜公司、信联化学制药公司、

中远化工吴淞化肥厂、蔡司庙周边、上海

金夏建筑材料公司、吴淞科技园二期项

目，并在吴淞科技园会议室召开会议。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方世忠讲话。

５月 ９日，区领导汪泓、吴延风、王
丽燕、赵荣根、连正华带队到庙行镇调研

“五违”整治和社会治理工作，察看康家

村“五违”整治和城中村改造地块、康宁

路区区对接道路、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并在庙行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

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１２日，区
领导汪泓、吴延风、郭孝喜、王丽燕、赵荣

根、连正华带队到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

调研“五违”整治和社会治理工作，察看

吴淞街道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西朱新村地

块、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

管理中心、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以及友谊

路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吴淞污水处

理厂地块，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

讲话。１９日，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吴延
风、王丽燕、连正华、袁罡带队到顾村镇

调研“五违”整治和社会治理工作，察看

顾村镇综治服务中心暨共泰基本管理单

位综治分中心、沪太路５００１号地块拆违
整治情况、杨木桥村“五违”整治情况、

菊泉文化街，并在顾村镇政府会议室召

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

话。２３日，区委书记汪泓到宝厦集团有
限公司调研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区领导

吴延风、沈伟民、王丽燕参加调研。２６
日，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吴延风、王丽

燕、赵荣根、连正华、袁罡、李存贵带队到

罗泾镇和月浦镇调研“五违”整治和社

会治理工作，察看罗泾镇车盛物流停车

场、东惠预制梁公司、华东物资回收公司

地块、罗泾镇花红村、月浦镇段泾村，视

察月浦镇茂盛村“房屋租赁管理与来沪

人员服务信息平台”及“院落式”封闭管

理、月浦第一居民区，并在月浦镇政府会

议室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

议并讲话。

６月 ６日，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周
德勋、吴延风、王丽燕、赵荣根、连正华带

队到罗店镇调研“五违”整治和社会治

理工作，察看罗店镇天平村、光明村地

块、罗店大居佳翔苑智慧社区，并在罗店

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

泓主持会议并讲话。７日，区领导汪泓、
方世忠、连正华带队检查防汛防台工作，

查看黄泥塘河道治理、荻泾应急护岸、菊

泉泵站，并在区防汛指挥部会议室召开

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

长方世忠，副区长连正华等出席会议并

讲话。１２日，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周德
勋、吴延风、王丽燕、连正华带队到杨行

镇调研“五违”整治和社会治理工作，察

看泗塘村锦爱路地块、铁力路６号地块，
视察四季花城二居、杨行镇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并在杨行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

同日，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周德勋、吴延

风、王丽燕、赵荣根、连正华带队到淞南

镇和高境镇调研“五违”整治和社会治

理工作，察看淞南镇东西张家宅团结村

地块、江杨南路１７７１号地块、７３８０２部队
地块，视察盛世宝邸小区、殷高路２１弄
小区，并在高境镇政府小礼堂召开座谈

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１５

日，区领导汪泓、夏雨、周德勋、吴延风、

王丽燕、连正华、秦文波带队到宝山工业

园区调研“五违”整治和产业转型工作，

察看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肯索

和平（上海）电气有限公司、北郊１８３亩
地块、上海新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并

在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会议室召开座谈

会。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１６
日，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周德勋、王丽

燕、赵荣根、连正华带队到张庙街道调研

“五违”整治和社会治理工作，察看张庙

敬老院、泗塘五村居民区、通河七村居民

区自治管理示范点，并在张庙街道办事

处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汪泓主

持会议并讲话。同日，区委书记汪泓，区

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率区职能部门领

导到庙行镇、顾村镇调研“五违”整治工

作，踏勘庙行镇康家村“五违”整治现

场、顾村镇沪太路５００１号整治现场、杨
木桥村整治现场，并在顾村镇政府会议

室召开宝山区“补短板”暨“五违”整治

现场推进会。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主持会议

并讲话，副区长连正华总结部署“五违”

整治工作，区领导丁大恒、周德勋、杜松

全、郭孝喜、朱礼福、孙晓风等出席会议。

与会人员观看“五违”整治专题片，庙行

镇、顾村镇、区消防支队作交流发言。２１
日，区委书记汪泓到大华（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走访

调研民营企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

伟民等陪同调研。

７月１２日，区领导汪泓、方世忠、夏
雨、连正华、秦文波率区有关部门领导到

顾村镇调研闵虹腾飞宝山智能创新社区

项目工作，查看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并在顾村镇政府会议室召开会议。

区委书记汪泓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

方世忠、夏雨、秦文波等出席会议并讲

话。２６日，区委书记汪泓带队走访慰问
上海警备区。上海警备区政委马家利少

将，上海警备区领导王冶平、韩志凯、程

关生、王锦飞、李建飞，区领导周德勋、吴

延风、郭孝喜、王丽燕，区人武部部长卢

建兵等参加。

８月３０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一行到宝山公安洋桥检

查站督导检查 Ｇ２０峰会道口安保工作，
并听取区公安分局关于Ｇ２０峰会安保工
作情况汇报。区领导杜松全、王丽燕、赵

荣根、袁罡陪同检查。９月１日，区四套
班子领导分四路检查Ｇ２０峰会安全生产
情况，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张静、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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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夏雨、周德勋、吴延风、郭孝喜、朱礼

福、倪诗杰、秦冰、王丽燕、蔡永平、陶夏

芳、赵荣根、秦文波、李存贵、孙晓风等参

加检查。

９月 １９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一行视察国考断面整

治情况。３０日，区四套班子领导汪泓、
范少军、张静、丁大恒、李萍、周志军、周

德勋、杜松全、王晓诚、郭孝喜、朱礼福、

苏平、李峻、倪诗杰、秦冰、王丽燕、蔡永

平、王兆钢、孙晓风分三路检查安全生

产、节日市场。

１０月２７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带队调研南大生态区

开发建设情况，察看铝材市场地块、六联

制革厂地块、南大一期绿地，并在南大指

挥部会议室召开调研座谈会。区领导周

志军、苏平、袁罡、陈云彬、王益群、吕鸣、

孙晓风、姚荣民参加调研。

１２月１２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带队调研环保专项工

作，先后检查金地艺境、宝利叶之林、陈

家行“五违”地块、联杨路两侧、富锦工

业区及潘泾路潘泾河、罗店毛家弄、杨行

镇湄浦村、北宗村等地。区领导袁罡、陈

云彬、王益群陪同调研。 （周起雷）

纪检
■概况　年内，全区纪检监察组织聚焦
监督执纪问责，严明党的纪律，深化作风

建设，强化执纪惩处，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坚持

抓巩固深化拓展，推进“两个责任”（主

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

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推动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加强监督检

查，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深化转职能、

转方式、转作风，加强自身建设。

■召开六届区纪委六次全会　２月 ３
日，六届区纪委六次全会在区委党校召

开，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全会第一次会议

并讲话。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法院院长、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老同志代表、区纪

委委员、全区处级干部近７００人参加第
一次扩大会议。全会审议通过区纪委常

委会所作的《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挺在

前面，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工作报告。区纪委委员出席

会议，区委巡察组正、副组长，各单位纪

委书记（纪工委书记、纪检组长），不设

纪委单位的分管领导，各单位监察室主

任（监察科长）等列席会议。

■召开六届区纪委七次全会　１０月２０
日，六届区纪委七次全会在区级机关办

公大楼召开，会议由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王晓诚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

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成效助

推宝山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工作报告。区纪委委员２４人参加会议。

■召开七届区纪委一次全会　１１月１０
日，七届区纪委一次全会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召开，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晓诚

主持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

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中

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区纪委

委员３１人参加会议。

■完成区、镇纪委换届工作　按照市纪
委《关于认真做好区、镇纪委换届工作的

通知》精神，完成区、镇两级纪委换届选

举任务，分别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班子

和纪委委员。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

纪律检查委员会设常委 ７名、委员 ３１
名，其中书记 １名、副书记 ２名。换届
后，纪委班子成员平均年龄为４９１４岁，
学历均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女干部 ３
名。全区９个镇纪委换届后，镇纪委班
子平均年龄为４７１７岁，女干部８名。

■协助区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以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风险
清单、任务清单、监督清单“三项清单”

为抓手，层层传导压力，强化责任追究，

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协助区

委出台《关于宝山区施行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风险清单制的意见》，明确施行责任

风险清单制的程序。协助区委出台《宝

山区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

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明确党

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基本内涵

和具体要求，夯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基础。扩大“三项清单”制度的

施行范围，区级层面，从区四套班子成员

延伸至区法检两长；基层层面，从处级干

部延伸至机关科级领导干部及基层村

居、站所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党政主要负

责人。区纪委梳理制定年度监督清单，

明确１０类４６项监督责任。强化过程管
理，规范基层单位信息录入工作，加强对

各单位落实“两个责任”和“三项清单”

情况的全过程监督。推进风险清单告知

单制度，将涉及清单内容的区委巡察、专

项检查等情况告知区领导，推进风险防

控和建章立制。组织全区各单位开展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情

况自查，并于年底由区委常委带队，对

１０家单位落实“两个责任”情况开展实
地检查，对１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不力问题进行责任追究，给予党内

警告处分１人。

■加强执纪审查　聚焦主责主业，加大
执纪审查力度。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重点惩处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

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领导干

部。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全年共受理

信访举报 ５４４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３２２件，新立案件１０２件，结案１４６件，给
予党政纪处分１４３人，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６人。转变执纪审查理念方式，更加
重视严查“破纪”问题，实现从“查违法”

向“盯违纪”转变。全年共谈话函询８３
件（次），对 ２６名处级干部进行“面对
面”谈话。规范问题线索管理处置，出台

《关于进一步规范问题线索处置的暂行

办法》，加强问题线索处置的制度化、精

细化和规范化。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

基层纪检监察组织问题线索处置的若干

意见》，规范基层问题线索处置流程，确

保问题线索及时、准确、有效处置。发挥

执纪审查治本功能，加强对案件成因的

分析，查找制度机制和管理方面的漏洞

与薄弱环节，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意见和

措施。分层分类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开

展“坚持高线、坚守底线”主题教育活

动，组织全区机关党员干部参加党规党

纪网上测试，举办现场知识竞赛，营造

“不想腐”的氛围。加强基层执纪审查

工作指导，深化街镇、园区执纪审查片区

联动工作机制，先后成立４个专案组进
行联动执纪，快速突破违纪案件。

■推进作风建设　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落实，严防“四风”问题反弹。严查顶

风违纪行为，抓住年节假期等重要节点，

通过发送手机短信、播放廉政公益广告

等，做到早提醒、早教育。深化“飞行检

查”法，年初会同区委督查、财政、审计等

部门，对１２家处级单位及２１家下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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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单位进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第一

轮联动突击检查，对发现的３类１１个问
题，逐级面对面反馈，严肃整改。１０月，
对１２家处级单位及１６家下属基层单位
进行第二轮联动突击检查，发现 ２类 ６
方面问题和２条问题线索，经初核立案１
起。年内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１８起，处理相关责任人２５人，其中
给予党政纪处分１７人，并对１１起典型
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推动长效机制

建设，针对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中发现

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牵头职能部门研

究制定规范慰问援驻外干部活动、企业

领导人员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等规定。

梳理作风建设相关制度，以“正面清单”

“负面清单”和典型案例的形式汇编成

《宝山区作风建设制度及典型案例选

编》并下发。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肃查处某镇村

两级多名党员干部接受服务对象吃请及

收受贿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收

受工程老板礼金礼卡、某镇属企业商贸

部负责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贿赂等一批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违纪案件。

■加强换届风气监督　会同区委组织部
转发《市纪委机关、市委组织部关于贯彻

落实〈中纪委机关、中组部关于加强换届

风气监督的通知〉的意见》，制作并下发

《严肃换届纪律提醒卡》，通过区政府门

户网站发布换届纪律要求，营造风清气

正的换届环境。加强换届纪律学习督

导，分派机关干部参与各镇相关会议和

学习会，确保领导干部对换届纪律的知

晓率。区镇换届期间，共向全区７４家单
位发放学习材料４２５５份，印发换届纪律
８５５７份，组织开展专题学习会议７４次，
参与人次１６１９人（次）。会同组织部门
对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的行为，建立快速

核查工作机制，先后对３７批次２３７名拟
提拔人员的信访举报情况进行梳理回

复，对换届公示期间涉及９名考察对象
的１９件（次）信访举报件开展快速核查
工作，发挥好“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的

作用，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

岗”。对１４５名新任处级干部开展集体
廉政谈话，对２８名新任正处级干部进行
个别廉政谈话。

■强化巡察监督　结合区镇换届工作，
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情况和纪律执

行情况作为重点，分两轮对友谊路街道

等１０家单位开展巡察，共发现问题２００

个，向被巡察单位提出工作建议１４１条。
完成对宝山报社等８家单位的巡察“回
头看”工作。 （方继红）

组织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党员 ９１０４２
人，年内新发展党员５７５人；共有党组织
３００３个，其中党委６８个、党总支２７７个、
党支部２６５８个。２０１６年，区委组织部坚
持在服务大局中抓推进、抓落实，重点抓

好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和“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两件大事，提升领导班子和干部

队伍建设水平，抓好党员干部思想政治

建设。聚焦主责主业，抓好干部工作、基

层党建、人才工作和自身建设，强化机构

编制管理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１）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好干部标

准，配强党政正职，优化班子结构。全年

平级交流３６名正处级干部，提拔３２名
干部到正处级领导岗位。研究制定《关

于宝山区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

见》，明确后备干部培养责任主体，健全

后备干部管理机制，强化后备干部培养

路径和措施，推进后备干部梯队建设。

举办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处级干

部党性修养班等主体班次。坚持“贴近

形势、贴近实际、贴近需求”，与上海大学

等联合举办金融服务与创新专题研讨

班。注重在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培养考

验干部，选派６５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信
访、维稳、巡视等区内“三重”（重要岗

位、重点工作、重大工程）工作基地挂职

锻炼，选派 ２５名处科级年轻干部到新
疆、云南和驻外办事处工作。（２）基层
党组织建设。开展２０１５年度街镇园区、
委办局党委（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

工作述职评议会。全区各党委（党工

委）召开书记述职评议会，１１６８名基层
党组织书记被测评。开展“我与群众心

连心———三联三争”（干部联点，争当联

系服务表率；支部联建，争创党建示范

点；党员联帮，争创模范先锋岗）活动，完

善经常性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指导

村居党组织梳理公益服务清单，有效搭

建在职党员和驻区单位党组织发挥作用

平台。指导各街镇落实《宝山区村（居）

党组织书记管理办法》。遴选产生１２名
区第三批村居书记、主任排头兵，指导各

街镇建立以排头兵为主力的书记工作

室。加强村居干部梯队建设，指导各街

镇按照１∶２的比例建立后备干部库。推
进党组织在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两个

覆盖”工作，至１２月２２日，全区非公企

业覆盖率达 １００％，社会组织覆盖率达
９９２％。制定“两新”组织党建经费保障
实施意见，每年区镇两级财政、区管党费

共投入经费约６００万元，以项目化方式
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提供必要支撑。

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和“两新”组

织党建阵地规范化建设，海隆石油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获市第三批“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阵地示范窗口。（３）人才
队伍建设。聚焦市委科创中心建设和宝

山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制定实

施《宝山区关于加快创新创业人才集聚

的实施意见（试行）》，重点研究卫生紧

缺人才住房补助、人才公寓建设管理等

政策。邀请市科委等部门领导为全区

４００余名创新创业人才做专题培训。协
调做好上海国际人才网９个栏目４０项
内容的基础录入、动态更新和信息维护。

协调做好中央及上海“千人计划”人选

等高层次人才评选的推荐申报，年内有

１人入选上海创业类“千人计划”。完成
新一轮区领军人才、第八批拔尖人才和

青年尖子评选，共评选出１６３名优秀人
才。推荐１０名人才参加市里举办的优
秀人才培训。协调修订完善区“十三

五”人才发展规划。实施人才工作专项

考核，修订和完善考核指标。（４）机构
编制和行政审批改革工作。完成行政权

力和行政责任梳理工作，共形成区级行

政权力６２０７项，行政责任５６６９１项。制
定出台《宝山区相关行业、领域、市场事

中事后监管工作方案清单》，明确１２９项
事中事后监管方案。推进２０家事业单
位和３家社会组织行政审批评估评审中
介服务机构的脱钩改制。推进网上政务

大厅建设，依法公布权力目录清单，实现

信息资源共享共用。开展区级、街镇、居

村三级政府服务的清理排摸，完成 ６００
项公共服务和管理服务的清理优化。优

化街道“三份清单一张图”，指导各镇参

照街道模式，梳理行政权力清单、事权清

单、服务清单，并形成区职能部门与镇内

设机构的“职责对应示意图”。推进机

构编制管理和群团机构改革，厘清市条

线部门、街镇以及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关

系，完成５６家机关单位“三定”（定责、
定编、定岗）规定修订和１４２家事业单位
“三定”规定制定。出台第一批群团改

革配套文件，为工青妇领导班子配备和

队伍建设提供指导和依据。会同工青妇

机关按照群团改革方案重新梳理职责，

推动群团改革措施落地。配合推进科

协、残联等第二批群团改革工作。

２５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完成区、镇换届相关工作　发挥党组
织的主导作用和把关作用，切实把好政

治关、素质关、结构关，对不适宜人选坚

决实行“一票否决”，确保区、镇党代会

顺利召开。组建 ５个区委考察组，对 ９
个镇开展换届考察，共有８８２人参加民
主评议，８６５人参加民主测评，４５０人参
加会议投票推荐，听取４６６名镇机关、基
层干部和群众代表的推荐意见。区委考

察组还在 ６２个委办局、街道、园区的
１４７３名干部中开展民主推荐，提出５５名
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同时，在全区各

单位中确定６９名考察人选。全年共出
台干部调整方案 ２５批，涉及处级干部
３９８人次；提拔７０后干部８１名，占提拔
干部总数的５２６％。有９名“三方面人
员”（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居干部、

大学生村官）进入镇领导班子，全区三分

之一的镇领导班子中配备党外干部。开

展区党代表推选工作，全区３４个选举单
位选举产生区第七次党代会代表 ３５０
名，其中３１名区委提名的代表候选人全
部高票当选。严格贯彻落实换届纪律要

求，执行“凡提四必”（干部档案“凡提必

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

检监察机关有关廉政情况的意见“凡提

必听”，反映有关问题的信访举报“凡提

必查”）、“四必看”（有关加强换届风气

监督的文件规定，要把《镜鉴》《警钟》和

《严肃换届纪律文件选编》作为换届期

间进行政治纪律教育的必备教材，做到

“四必看”，即：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必看、

参加换届工作会议的同志必看、负责换

届工作机构人员必看、“两代表一委员”

必看）等换届纪律要求。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研
究制定区“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

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实施方

案，牵头成立协调小组，推进全区 ２６００
多个基层党支部根据“一支部一计划”

的要求，制定“具体化、精准化、差异化”

的学习教育方案。３次召开区“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座谈会，１１次下发工作提
示，并举办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务

干部专题培训班。落实基层党建７项重
点督查任务（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党

代会代表和党员违法违纪未给予相应处

理情况排查清理、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

检查、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集中推进

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两个覆盖”、

抓严抓实领导机关党员干部学习教育、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重点开展党费

收缴、党员组织关系集中排查和基层党

组织按期换届情况专项检查等工作。１０
月，市委组织部调研宝山基层党建七项

重点督查任务完成情况。指导１２个街
镇成立社区党校，落实“６个一”（建立一
个校委会、稳定一支教师队伍、落实一个

固定场所、半年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推进

一批教育培训项目、加强一个阵地建设）

工作要求，为开展“两学一做”搭建学习

教育的平台。各街镇社区党校选聘专兼

职教师开设７大类２３１门课程，培训学
员５０００余名。开展“笔尖流走，用心‘两
学’”手书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活动、

“入党那一天”征文活动和“两学一做”

知识竞赛等活动，编发３３期学习教育简
报，在宝山党建网开辟学习教育专栏，并

依托党建网、宝山微信等新媒体，加大宣

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学习教育氛围。

■实现基层书记述职评议全覆盖　１月
１３日，组织开展２０１５年度街镇、园区、委
办局党委（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

作述职测评会议。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并

讲话，区领导方世忠、章俊荪、周德勋、吴

延风、杜松全、朱礼福出席，市委组织部

派员出席。各街镇、园区、委办局党委

（党工委）书记，区党代表，基层党务干

部代表参加述职测评会议。述职测评会

议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主持，

顾村镇、大场镇、高境镇、友谊路街道、区

国资委、区教育局党委（党工委）书记作

口头述职。这是首次将委办局党委（党

工委）书记纳入述职评议考核范围，实现

述职评议的全覆盖。

■开展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系列活动　召
开宝山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
大会，组织评选出５０个“宝山区先进基
层党组织”，１０２名“宝山区优秀共产党
员”，５０名“宝山区优秀党务工作者”。３
个基层党组织、４名党员和 ４名党务工
作者获市级先进称号。举办“相聚在党

旗下———展基层风采献礼９５周年”党建
成果展，组织拍摄《凝心聚力谱新篇—宝

山党建工作五年巡礼》，多方位展示党建

成果。

■开展两个责任制检查　联合区纪委开
展２０１６年党风廉洁建设责任制和基层
党建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由区领导带

队，组成１０个检查组，分别对罗店镇、大
场镇等１０家单位两个责任制落实情况
进行实地检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

书记、区长范少军分别带队对罗店镇、大

场镇两个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实地检查

和反馈。 （肖光庆）

宣传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宣传部门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为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

版”的现代化滨江新城区提供思想保证、

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１）
理论武装。全年共组织区委中心组学习

３２次。组织开展习近平著作及论述摘
编系列讲读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主题宣讲、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基层宣

讲等活动４６０余场，累计听众４４万余
人次。启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和区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主题宣讲活

动。组织开展宝山“十二五”发展回眸

图片巡展，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图片展等活动，参观党员群众２３万余
人次。区委中心组申报的“以学为先明

思路，学以致用促落实，积极推进中国产

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项目被市委

组织部、市委宣传部评为２０１５年度党委
中心组学习实践创新成果。区委宣传部

被评为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社科
普及工作先进集体。淞南镇群众性理论

宣讲团被评为上海市“基层理论宣传先

进集体”。（２）社会宣传。开展“党的摇
篮·光荣城市”主题宣传、淞沪抗战图片

展等活动，组织参观“复兴之路”和“日

出东方”主题展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被评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

单位，陶行知纪念馆“小桃子志愿服务行

动”被评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优

秀项目。组织开展第三届“感动宝山人

物”评选活动，评选出奥运冠军许昕等

１０名“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物”及１１名提名
人物。“红色记忆·追梦宝山”微电影

大赛获奖作品在市级评比中，获１个银
奖、１个铜奖、２个优秀影片奖，区委宣传
部获优秀组织奖。公安宝山分局民警倪

军、月浦镇居民张海卿先后荣登中央文

明办评选的“中国好人”榜，顾村镇赵克

兰家庭被评为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罗

店镇叶忠莲家庭、吴淞街道朱宝媛家庭

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顾村镇杨锡华家

庭、大场镇赵琴家庭获全国“最美家

庭”。（３）新闻宣传。聚焦“创新转型”
“基层治理”“科创中心”“两学一做”等

主题，推出５６期２５２版报道、１００６档节
目、２１个图文专栏，在中央电视台、人民
网、解放日报等中央及市级媒体组织刊

发正面报道１４００余篇（条）。建立区委

３５

宣　传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９日，“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在宝杨路零点广场举行启动仪式
区文明办／提供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以“志愿服务，我的生活新方式”为主题的志愿服务集中行动在顾村镇诗乡
文化广场举行 区文明办／提供

网信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筹网络安

全、网络技术和网络宣传３支力量，组建
网评员队伍。全面建成“两微一端一网”

（微博、微信、客户端、网站）的新日报、解

放日报等主流媒体专访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做好上海邮轮旅游节、全媒体格

局，初步构建包含５０余个公众号的新媒
体矩阵，上海宝山发布官方微博粉丝量

４０万个。围绕“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
设”等重点选题，组织协调经济球健康促

进大会等重大活动的集中采访和新闻发

布工作。完善负面舆情处置搜报引导等

工作制度，启动研发区外媒体采访报道和

涉区舆情搜处回应数据库软件系统，妥善

处置１０余起突发舆情事件。（４）文明创
建。开展“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
“市民修身大讲堂”等市民修身系列活

动，建立区级、街镇、居（村）三级志愿服

务网络，组建志愿服务队伍１０００余支，注
册志愿者达２０５万人，组织集中志愿服
务近千场次，６家街镇志愿服务中心通过
市文明办验收。开展志愿服务“双百佳”

评选活动，友谊路街道“谊家志愿者服务

直通车”获上海市十大最受群众欢迎的

志愿服务项目。开展文明交通专项行动，

全区１２０余家文明单位、近１０万余人次
志愿者参与行动。２名志愿者、１个志愿
服务团队获评上海市“文明交通好市

民”。补好东方书报亭短板，１０月底在
全市各区中率先提前完成整治任务，在

市级工作推进会上作交流发言。

■举办“红色记忆·追梦宝山”微电影
大赛　４月起，区委宣传部举办以纪念

建党９５周年为主题的“红色记忆·追梦
宝山”微电影大赛。大赛面向全区广泛

征集讴歌宝山英模人物、典型事迹，展现

宝山爱国情怀、时代精神，以及广大市民

在建设滨江新城区中追梦、圆梦动人故

事和美好情感的微电影作品。活动期

间，共有来自社会各界的２２部微电影作
品，经评委初评、展播展映、网络投票、评

委终评等环节，分获剧情类、综合类单元

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影片奖、入围影片

奖和优秀组织奖等奖项，其中４部作品
在市级评选活动中获得综合类单元银

奖、剧情类单元铜奖及优秀影片奖，区委

宣传部获优秀组织奖。

■开展“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
题健康走活动　７月１９日，“幸福宝山
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启动

仪式在宝杨路零点广场举行。此次活动

通过线下“健康走”，线上“宝山游”，将

学习宝山历史人文知识，感受宝山发展

巨大变化与文明修身、运动健身有机结

合，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增强宝山群众建

设“滨江新城　文明宝山”主人翁意识。
市民和学生代表在活动现场领取“幸福

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导航
图，并观摩健康走线路图。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潘敏，市总工会巡

视员杜仁伟，市文明办副主任宋慧，宝山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

等出席活动。

■“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物”评选揭晓　１１
月３日，宝山区举行“向善的力量———
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物”揭晓活动，市文明
办副主任宋慧，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等领导出席活动，２００余
名党员干部代表参加活动。经过基层推

荐、评委初评、网络投票、社会公示和组

委会审定等环节，评选出１０名“２０１６感
动宝山人物”和１１名“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
物”提名奖。活动现场通过视频、颁奖

词、访谈、现场连线等形式展现“感动宝

山人物”的先进事迹。

■开展“志愿服务，我的生活新方式”志
愿服务集中行动　１２月７日，“志愿服
务，我的生活新方式”志愿服务集中行动

在顾村镇诗乡文化广场举办，市文明办

副主任姜鸣、区委副书记周志军等出席

活动。活动现场宣读《关于表彰２０１６年
度宝山区“百佳”志愿服务项目和“百

佳”志愿者的决定》，来自３７家单位的志
愿者在现场为群众提供医疗救护、家电

维修、就业指导、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科

４５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普环保等４９项志愿服务活动。至年末，
宝山区有１个区级志愿服务中心、１２个
街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和覆盖各村

居的“１＋１２＋Ｘ”志愿服务工作网络，建
立１０００多支志愿服务队伍，注册志愿者
达到２０５万人。

■开展东方书报亭“补短板”整治　９月
１３日起，在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大场
镇等６个街镇对存在“空置、违规占道、
过于集中、经营内容异化、亭容亭貌较

差”等“补短板”问题的东方书报亭开展

整治工作。至 １１月 ２日，完成全部 ２９

个问题亭点的清拆治理任务，并妥善分

流问题亭点经营人员。１１月４日，市东
方书报亭“补短板”工作领导小组专题

在宝山区召开现场工作会，宝山以“坚定

信心不动摇　真抓实干出成效”为题作
交流发言。 （程晓）

表１ 宝山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　址 电话 开放时间

海军上海博览馆 塘后路６８号 ５６１６３２９５ 周三至周日９∶００—１７∶００（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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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宝山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　址 电话 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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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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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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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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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纪念馆 宝杨路５９９号 ５６１０８２７７ ８∶３０—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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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宝山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基地名称 地　址 电话 主管部门 开放时间

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四元路 １８７号（南门）、龙镇路 ６
号（北门）

５６６４６５４９ 月浦镇文明办
４月１日—６月３０日５∶００—１８∶００；
７月１日—９月３０日５∶００—１９∶００１０
月１日—３月３１日６∶００—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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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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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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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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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开埠广场 淞浦路４７０号 ５６８４２７７２ 吴淞街道 每天开放

“警钟长鸣、永志不忘”———侵华日军罗泾
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

陈东路１２１号 ５６８７１２５４ 罗泾镇社会事务服务
中心

每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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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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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区档案馆 淞宝路１０４号 ５６１６１３９３ 宝山区档案局
周一到周六８∶３０—１１∶３０；
１３∶００－１６∶３０

上海大学溯园 上大路９９号 ６６１３３４６５ 上海大学 每天开放

上海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沪太路４７８８号（近顾村公园１号
门）

５６０４２００７ 宝山区文管局 周二到周日９∶００—１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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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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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举行 李放明／摄影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委统战部开展“两
学一做”专题教育，增强凝聚力、汇聚正

能量，在党派、民族、宗教、对台、侨务和

非公经济等方面取得新成效。（１）多党
合作。协助区委制订年度党际协商方

案、《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

作条例（试行）〉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成

立中共宝山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的通知》等文件。推进协商民主建设，协

助区委召开全区统战工作会议、党际协

商、区情通报会、党外代表人士季度座谈

会。坚持统战系统双月学习报告会制

度。坚持选人标准，严格工作程序，支持

协助全区７个民主党派区级组织完成换
届选举。与区委组织部共同研究制订区

政协换届工作方案，听取区政协党组意

见，形成区第八届政协委员２８６名人选
名单。协助区政协完成选举各项议程，

完成换届工作。支持区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举办“吴淞工业区转型论坛”。与

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党外人士培训

班１６期，培训人数 １１４０人次。区委新
任命３名党外代表人士分别担任区财政
局局长、区审计局副局长和区行政服务

中心副主任，２人分别当选为高境镇、庙
行镇副镇长。（２）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完善区民族宗教工作三级网络和两级责

任制工作机制，完成２３个宗教场所的年
度监督检查工作。完成各民族、宗教团

体２０１５年度年检工作。组织开展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８年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文明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完成全区９个
佛教场所春节期间对外开放安全组织工

作，各寺院共接待信众近１０万人次。协

助区天主教爱国会组织４００余名信众到
佘山进行５月朝圣。开展民族宗教法制
宣传学习月活动，举办设点咨询、宣讲报

告会、集中宣传日等活动。（３）非公经
济工作。完成区工商联换届工作。成立

快消品商会。开展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

念教育实践活动。完成“２０１５年度宝山
区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调研”等５个专题
调研，成果获市工商联一等奖。区委书

记汪泓等领导走访调研宝厦集团、大华

（集团）、新通联等企业。举办就业招聘

专场、区民营企业投融资对接会、劳动争

议培训班、供给侧改革专题报告等活动，

做好“营改增”试点等工作。组织参观、

展览、沙龙等活动。（４）台侨工作。组
织区台侨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

政座谈会，女侨胞、女台胞“情暖三月、共

话发展”座谈会。接待台湾薇阁学校师

生、台北市里长联谊会、桃园市中坜区、

台北市大同区、台湾屏东县社区干部等

到访。组织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区教

育局、区卫计委、区青联等团组到台湾交

流。协助举办纪念“一·二八”淞沪抗

战８４周年活动，完成淞沪抗战史料捐
赠。协助举办“海峡杯”篮球邀请赛。

接待香港九龙西区各界协会等访问团到

访。完成区台联会、上海市欧美同学会

宝山分会·上海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换

届工作。完成侨界人士中华文化亲子活

动、欧美同学会“走进理事单位”等活

动。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

作重要讲话座谈会，组织台侨工作专题

培训班和台情报告会，总结、推广张庙街

道创建“全国社区侨务示范点”成功经

验。开展归侨侨眷困难家庭摸底调查工

作。深化“台侨宣传月”活动，受众面达

１５万余人。开展送温暖、侨界“关爱工
程”“侨界至爱”大型医疗法律咨询等服

务活动。（５）统战宣传。推进宝山统战
网建设，编纂６期《宝山统战》。年初召
开２０１６年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
欢会，并编辑出版联欢会《集锦》。召开

２０１６年统战信息宣传调研工作会议暨
区统战理论研究会年会。《永不停歇的

“挑山女人”》一文被中央统战部《中国

统一战线》专栏刊登。年内，区委统战部

被评为“中国统一战线宣传先进单位”、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统战工作实践创新优秀
成果奖、创新特色奖，２人分别获“中国
统一战线宣传先进个人”和“中国统一

战线宣传标兵”称号。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
　按照“挂实职、行实权、干实事、出实
效”的要求，完成挂职基地第七批党外挂

职干部考核鉴定，并编印《磨砺》简报及

成果汇编，启动第八批１０名党外干部挂
职工作。举办４次挂职基地双月学习交
流会，安排挂职干部参加“看宝山新貌，

为发展献策”“走进邮轮”“走进文广影

视局”等活动。牵头组织党外挂职干部

们到瑞金、于都学习。

■中共宝山区委与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
召开　２月 ３日，区委在区级机关办公
楼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区委书记

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等四套班

子领导出席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无党

派、知联会代表人士交流过去一年工作

和新一年思路，并就学习贯彻区委六届

九次全会精神和推进协商民主提出建设

性意见和建议。

■组织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等系列活动　
举办以“重温长征路，党在我心中”为主

题，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８０
周年征文活动并汇编出版。５月，举办
“劳动者光荣———宝山区新阶层人士书

画展”，共收到 １２名书画家的书法、绘
画、篆刻等作品１０６幅（件），并编辑出版
《新阶层人士书画展》作品集。１１月，会
同中国美术家协会艺委会、民革市委等

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第
二届新钢笔画学术展”。１２月，举办“同
根同源中华情”———第二届海峡两岸书

画摄影作品展，共收到书法、国画、摄影

等作品１５０余幅，其中来自台湾的书法
作品有７３幅，并编辑出版《同根同源中
华情》作品集。 （王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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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校长李峻到区委党校调研 区委党校／提供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６日，上海市“传承红色基因·延续城市血脉”研讨会在区委党校召开
区委党校／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共宝山区委党校、
宝山区行政学院（以下简称“校院”）坚

持党校姓党，推进教学科研、管理保障、

队伍建设。至年末，有在编３３人，其中
参公１３人、事业２０人。事业编制中有
教师１３人，全部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
副高职称３人、讲师职称８人、助教职称
２人。（１）教学培训。完成各类培训班
３３期，培训 ２２３９人次，其中主体班 １０
期、培训 ８７７人次。校内教师授课 ９１
讲，平均评优率为９５６３％，其中２３讲课
程的评优率达到１００％。（２）科研工作。
校院教师公开发表论文１３篇，承担的市
社会工作党委课题“上海‘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格局研究”获市委书记韩正批示。

完成市委宣传部子课题“城乡一体化区

域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宝山实践”。

“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立

项为上海市党校系统课题。“中共四大

群众观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反思”立项为

中共四大研究中心课题。“发展平台经

济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路径探

析”获上海市党校系统经济学管理学年

会征文一等奖。“唤醒党章意识：将全面

从严治党落到实处”获市委党校“学习

贯彻党校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党的理论

教育”研讨会征文优秀论文奖。《开拓》

杂志全年出版发行 ６期，刊发文章 １４０
余篇，以“文化”为主题宣传 ６家单位。
（３）管理服务。年内接待区委全会、区
“两会”（人大、政协会议）、区七次党代

会等各类重要会议及班次９６６场次，其

中大中型会议２７０场次，场地使用率达
到平均每个工作日４３场次。配合做好
宝山民间艺术节等大型演出活动，接待

３万余人次。开通“布道者”公众微
信号。

■强化班次建设　重点办好为期一个
月的处级干部党性修养班。首次与上

海大学合作举办“区领导干部金融服务

与创新专题研讨班”，打造６门专题课
程，上海银行原副行长、上海大学原副

校长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参加授课，区

四套班子领导集中学习重点课程，学员

对培 训 班 总 体 评 价 的 好 评 率 达

到１００％。

■优化课程体系　调整优化课程体系，
形成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能力素

质教育等“三大专题，七个系列”。《〈实

践论〉、〈矛盾论〉及其当代启示》课程在

部分区县党校教学协作体观摩展示比赛

中获第三名。校院教师在区处级干部党

性修养班有６讲课程，占比达３５％，评优
率为９５％。依托宝山红色资源，开发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现场教学基地，开展

区检察院现场案例教学，全年接待浦东

干部学院省部级班、港澳高级公务员培

训班、全国党校系统培训班 ４０余期、
１６００人次。

■加强理论宣讲　年内推出８讲“两学一
做”专题课程菜单，供基层单位“按需点

菜”，受到基层欢迎。同时，围绕“两学一

做”“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区七次党代

会”等主题，１０余名教师共开展基层宣讲
近５０场，听众达６０００人次，有关经验做
法总结成信息，被市委办公厅采用。

■承办市“传承红色基因·延续城市血
脉”研讨会　１１月２６日，上海市“传承
红色基因·延续城市血脉”研讨会在区

委党校举行。研讨会由市委党校党性教

育研究中心、市中共党史学会、市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宝山区委党校联办，共收到

论文５０余篇，近１００名专家学者出席会
议。研讨会围绕加强上海党史研究、党

史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以及党性教育基

地建设等主题进行研讨，《解放日报》

《文汇报》等主流媒体进行报道。校院

教师共递交９篇文章。 （夏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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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序号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天数（天） 参加人数（人） 备注

１ ３月９日～１１日 月浦镇２０１６年“一把手”培训班 ３ １２５

２ ３月１６日～１８日 宝山区建设交通委新任科级领导干部培训班 ３ ２０

３ ３月２８日～３０日 宝山区罗店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８０

４ ３月３１日 宝山区基层党建信息员培训班 １ １００ 主体班

５ ４月６日～８日 顾村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４３

６ ４月１３日～１５日 宝山党校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总第２１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１６９

７ ４月１５日～５月１３日 宝山区国资委高层管理干部研修班 ３ ４０

８ ４月２０日～２１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 ３ ６３

９ ４月２５日～２７日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科级领导干部培训班 ３ ３３

１０ ４月２８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第五期“红帆课堂”培训班 １ ５０ 主体班

１１ ５月３日～５日 宝山公安分局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４５

１２ ５月１１日～１３日 宝山党校２０１６年第２期（总第２２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８３

１３ ５月１２日～１８日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处级干部来沪培训班 ７ ３０

１４ ５月２５日～２６日 宝山工业园区新进人员培训班 ２ ３５

１５ ５月２５日～２７日 宝山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 ２ １１０ 主体班

１６ ６月１７日 宝山区区级机关工委“两学一做”培训班 １ １００ 主体班

１７ ６月２３日～７月７日 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科级党政干部来沪培训班 １５ ３０

１８ ７月１日～６日 宝山区第十一期马克思主义青年基本理论读书班 ６ ４５

１９ ７月１１日～１３日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企业人力资源总监研修班 ３ ６０

２０ ７月１４日～８月２７日 宝山区处级干部党性修养培训班（第一期） １０ ５６ 主体班

２１ ７月１４日～８月２７日 宝山区处级干部党性修养培训班（第二期） １０ ５５ 主体班

２２ ７月１９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第六期“红帆课堂”培训班 １ ２０６ 主体班

２３ ８月２９日～９月２３日 宝山区卫生专业委员会第六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１９ ５４

２４ ９月２日～２４日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领导干部金融服务与创新专题研讨班 ６ ８５ 主体班

２５ ９月５日～７日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大学生村官专题培训班 ３ ４６

２６ ９月８日～１３日 宝山区２０１６年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班 ６ ４９ 主体班

２７ ９月２６日～２７日 宝山区统计局中层干部培训班 ２ １７

２８ １０月１０日～１１日 宝山区共青团干部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２ ６６ 主体班

２９ １０月１３日～１９日 月浦镇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１０ ５０

３０ １０月１８日～１１月１日 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党政干部来沪精准扶贫专题培训班 １５ ３０

３１ １１月２２日～２４日 宝山区卫计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３２

３２ １２月８日～１０日 宝山区党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集中培训 ２．５ ９０

３３ １２月８日～９日 宝山区第七次党代会代表培训班 １ １４２

（夏玉宾）

区社会主义学院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按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

行）》和中央社院建院６０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贺信和俞正声主席讲话精神，坚持

“社院姓社”办学方向，突出“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统一战线人才教育

培训主阵地、统一战线高端智库”三大职

能，明确定位，强化培养、指导、服务，大力

推进社院正规化建设，提升社院建设科学

化水平，全面完成全年的各项工作任务。

（１）教育培训。完成区党外代表人士理
论学习班、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培训班、

台侨工作专题培训班、“一带一路”书画

培训班等共１６期，培训学员１１４０人次。
其中：举办主体班２期，培训２１０人次；与
党派和有关部门联合办班１４期，培训９３０
人次。（２）理论研究。共征集论文１０６篇，
编辑出版《２０１６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
集》。与上海大学党委统战部联合开展

“宝山区统战资源调研报告”课题研究。

率先建立“宝山统一战线智库”，形成“统

一战线智库的实践与探索”课题。（３）队
伍建设。通过开展“两学一做”专题教育

活动，加强政治、组织纪律和党风廉政建

设，提高班子的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和使

命意识。重新定编，新增１个正科级领导

岗位。鼓励、推荐干部交流６人次。以岗
位责任制为核心，落实责任分工，强化个

人职责，保证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培训常态化　结合
中共建党９５周年，抓好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四信”教育。７月１日，组织区工商
联物流商会成员及部分企业家代表开展

培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

对社会的信誉，助推民营企业转型发展。

■建立宝山统一战线“智库”　年内绘制
宝山地图，创造性地提出在区级社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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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智库”，探索建立“两级组织，

四级网络”的报上东站智库，形成“统一

战线智库的实践与探索”课题，为统一战

线更好服务宝山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组织开展理论研究专业小组活动　按
照“统战理论研究会各专业小组要‘搞

活’、‘出成果’的要求”，发挥各专业小

组的专业特长，组织开展各类活动。３
月３０日，社会发展专业小组就医养护结
合问题，到淞南镇上海美庭阳光家园养

老院参观调研。５月２８日，书画专业小

组到宜兴开展书画写生活动，同时参观

中央台办、国台办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以

及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

■协助举办“丝路画语”专题画展　８月
５日，支持、协助区统战理论研究会书画
专业小组专家成员、学者、画家王文杰教

授在宝山区文化馆举办“丝路画语”主

题画展。画展为纪念建党９５周年和红
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以“一带一路”战略
构想为主题，挖掘“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背后的文化支撑，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以实际行动体现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

■举办全国第二届新钢笔画学术展　１１
月２日、１１月３０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
辰１５０周年，与民革宝山区委、中国美协
艺委会联合举办“第二届新钢笔画学术

展”。展览按照中国美协的评选程序，由

中国美协艺委会组织专家经过初评和复

评，从上千件参选作品中遴选出１００件入
围作品参展，分别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大连开发区图书馆展出。

表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

类别 培训班名称 日期 期数 人数（人）

主体班２期
（２１０人）

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培训班 ４月１４日 １ ６０

２０１６年党外代表人士理论学习班 １１月２日 １ １５０

与党派和有关

部门联合办班

１４期（９３０人）

统战理论研究会专业小组成立暨统战理论调研培训班 １月２６日 １ ５０

台侨工作专题培训班 ３月３０日 １ １００

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班 ５月２４日 １ １２０

书画专业小组书画培训班 ５月２７日 １ ５０

民进区委暑期骨干培训班 ６月３０日 １ ５０

十堰商会党史专题培训班 ７月１日 １ ２０

民盟区委暑期骨干培训班 ７月６日 １ ５０

九三区委骨干培训班 ７月１５日 １ ５０

民盟区委、民盟支部骨干培训班 ７月２９日 １ ４０

统战理论研究会“一带一路”书画培训班 ８月５日 １ ５０

致公全体党员培训班 ８月１２日 １ ５０

民革区委骨干学习班 ９月１９日 １ ５０

民建区委骨干学习班 ９月２９日 １ ５０

农工区委全体党员培训班 １０月２０日 １ ２００

总计 共１６期 １１４０

（桂　琳）

老干部工作
■概况　至年末，供给关系在宝山区的
离休干部有１９７人（其中易地安置到外
省市２人），年内去世２６人；外省市易地
安置在宝山区的离休干部有１８人，年内
去世２人。区委老干部局待遇科科长蔡
献革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评为“全国先进老干部工作者”。

■落实政治待遇　组织离退休干部学习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以及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

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学习

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

部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机

关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的若干

意见》精神。春节前夕，区四套班子主要

领导汪泓、方世忠、张静、丁大恒和区委

常委以及有关区领导分别走访慰问老干

部，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专

程到市一医院宝山分院探望住院离休干

部；“七一”期间，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

汪泓、方世忠、张静、丁大恒分别走访慰

问老干部，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李

峻到区委老干部局调研工作。组织老干

部参加（列席）区第七次党代会、七届区

委二次全会、区“两会”、区纪委全会、区

春节团拜会等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组

织离退休干部参加市委老干部局举办的

９场形势报告会，安排 ６名退休干部分
别参加３期市委党校老干部读书班。在
处级干部党性修养班上安排老干部有关

内容，为老同志订阅有关报刊杂志，开展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情况调查。配合市委

老干部局做好社区离退休干部工作调研，

开展“社区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分课题

调研。按照市委老干部局部署要求，组织

开展面上调研并形成７篇调研报告。做
好局级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分两批

组织局级退休干部到杭州体检疗休养，对

局级退休干部进行普遍走访慰问。

■开展离退休干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增
添正能量活动　翻印、发放８００余份《在
离退休干部中开展以“展示阳光心态、体

验美好生活、畅谈发展变化”为主要内容

的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宣传提

纲》，并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组织老干

部工作者、离退休干部学习领会宣传提

纲精神。召开“宝山区离退休干部为党

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推进会”，制订

《宝山区深入推进离退休干部为党和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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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７日，区委书记汪泓走访慰问老干部 区老干部局／提供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５日，区委老干部局与宝钢老干部大学联合举办第一期离退休干部“学智能手机，
做网宣达人”学习培训班 区老干部局／提供

民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活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将社区离退休干部党
建工作纳入区党建责任制考核内容。开

展“看变化、知区情、赞成就”活动，区委

书记汪泓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部

分老同志对区第七次党代会报告（征求

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区委副书记、区

长方世忠向全区离休干部和部分退休干

部通报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区委副书

记、区长范少军主持召开部分老干部座

谈会，听取老干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

求意见稿）》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组织老同志参观吴淞工业区展示馆、上

海玻璃博物馆和木文化博物馆等宝山

“亮点”，到松江区、杨浦区参观学习。

■开展“不忘初心·大爱无疆”系列活
动　深化“五老牵手红领巾·共圆美丽
中国梦”活动，组织“五老”（老干部、老

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志愿辅导

员走进校园，讲历史、传文化、教科学、助

成长。深化“争当六大员，共筑中国梦”

活动，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在社区党建

和社区建设中发挥“六大员”（党的政策

宣传员、社会道德示范员、和谐社会促进

员、教育后代辅导员、社会风气监督员、

社区文化倡导员）作用。深化关心下一

代工作品牌建设，坚持开展结对帮困助

学活动，向１７４名困难中小学生发放助
学金１７５１万元。举办“宝山区第十二
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４５
名优秀青年学生接受培训。在青少年中

开展“学中共党史，讲中国故事，做中国

合格小公民”主题教育活动，举办“中国

梦助我成长”演讲比赛。搞好“假日学

校”，坚持开展文化市场义务监督、隔代

教育、青少年心理辅导等工作，为青少年

健康成长增添正能量。

■开展“我是网宣达人”网上正能量活
动　贯彻落实市委老干部局《关于组织
引导离退休干部开展网上正能量活动的

意见》精神，在“上海市离退休干部博客

空间”开设“宝山春华秋实”博客，点击

量超过１２万次。组织老同志关注订阅
“上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上海市老干

部网宣达人”微信公众号。与宝钢老干

部大学联合举办离退休干部“学智能手

机、做网宣达人”学习培训班，３０多名老
同志参加４次集中培训。在宝山老干部
“六合院”（由６位老同志组成一个互助
团队，开展互助学习，并在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上发挥正能量）学习组基础上，推

动建立区教育局、高境镇以及共和三村

等３个基层“六合院”学习组。

■加强老干部学习活动阵地建设　启动
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修缮工程前期准备工

作。“七一”前夕，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５周年、长征胜利８０周年”老干部
书画、摄影展，展出作品１１３幅。《宝山
报》刊登“宝山区老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５周年”专版。引导各类离退休干
部兴趣组队规范运行和发展，组织老同志

参加区老干部大学学习，组织召开女离休

干部“三八”妇女节座谈会。搞好各老干

部活动点的每月现场办公，联系老同志

４００多人次。春节前夕，在各老干部活动
点举办老干部迎春茶话会。依托市、区各

类媒体报道宝山老干部和老干部工作５０
次。开展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

作者评选、推荐工作，评选、推荐上海市老

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候选单位２家、上海市
先进老干部工作者候选人５名。

■落实生活待遇　根据《关于调整本市
离休干部特需经费标准的通知》精神，调

整区离休干部特需经费标准。根据《关

于调整本市已故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属生

活困难补助标准的通知》精神，为３９名遗
属调整生活困难补助标准。根据市委老

干部局专题会议精神，落实好提高离休干

部医疗保障水平的有关措施，加强离休干

部就医绿色通道管理，为离休干部增加一

所定点医院并更换医疗证，对自付医药费

数额较大的离休干部给予关心。做好调

整离休干部离休金工作。会同区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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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方便离休干部就医工作，加强离休干

部一门式门诊服务管理。调整完善离休

干部专用病床布局，开展专用病床使用

情况检查。调整完善离休干部体检方

式，３１名老同志参加集中体检。完善离
休干部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发放居家养

老经费１７６４万元。做好“三个必访”，
春节前夕、高温期间和“重阳节”期间，

走访慰问离休干部２７８人次；向３５名离
休干部送上生日贺卡和蛋糕，为区第二

位百岁离休干部王德涛举办祝寿活动；

探望住院离休干部１４０人次，走访有特
殊情况的离休干部２０人次，妥善处理离
休干部后事２８人次。加大对外省市易
地安置在宝山离休干部以及生活上有特

殊困难离休干部的关心力度，对部分离

休干部发放２０１６年度一次性补贴６８１
万元。做好企业离休干部服务管理工

作。在重阳节前后，组织开展“敬老月”

系列活动，向全区离休干部赠送耳温枪。

深化“每日呼，解难事”活动，为８７名独
居、孤老离休干部提供心理慰藉、生活照

料等服务。法律顾问团为４名有需要的
离休干部提供法律服务。与区房管局维

修服务中心加强沟通，提供专业应急维

修服务进离休干部家庭１５人次。处理
老干部来信来访１２人次。 （张　震）

区级机关党工委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级机关党工委系统
党组织有１５个机关党组织通过“公推直
选”的方式进行调整，新成立中共上海市

宝山区体育局机关总支部委员会和中共

上海市宝山区社会工作委员会（上海市

宝山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机关支部委

员会，撤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上海市宝

山区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机关支部委员

会。至年末，区级机关党工委下属有机关

党委３个、直属机关党总支１６个、直属机
关党支部２４个；全年共发展预备党员２４
名，党员转正１７名，中共党员总数２４４０名。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５月
４日，下发《关于在区级机关全体党员中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明

确１８项规定动作、６６条具体措施以及责
任主体和时间节点，为区级机关党员发放

学习笔记本，订购学习教育资料２４００份。
７月６日，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
周年“两优一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

命名表彰１４个“区级机关先进基层党组
织”、３８名“区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１５
名“区级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

■开展“双在双争”活动　３月１５日，区
级机关党工委下发《宝山区区级机关

２０１６年“双在双争”活动方案》，形成党
员立足岗位服务中心、服务基层、服务群

众的长效机制，各基层党组织通过“对照

目标、查短板；对照标准、践承诺；对照任

务、抓落实”，查找梳理出各类问题短板

１０７０个，提出整改措施１８０３条；组织机
关党员在社区里“亮身份、作承诺、当表

率”，参与党员志愿者活动。４月 ２５日
～６月３０日，３２家机关党组织共２３２人
次的党员参与“我爱宝山、文明出行”交

通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参加交通文明志

愿者文明劝导集中行动。

■加强机关党组织建设　６月１７日，举
办一期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参加的党建

业务知识培训班，提高基层党务干部的业

务能力。９月１９日，根据市委组织部转
发的中组部《七项重点任务督查调研清

单》，对系统内１３７家党支部及２３３６名党
员进行全面排查，对没有按期完成换届和

党费补缴工作的党支部提出整改建议。

１１月１８日，下发《２０１６年区级机关党建
工作检查评估办法》，在各机关党组织自

评的基础上，从基础工作、日常工作和创

新工作三个方面进行实地检查考核。１２
月１２日，下发《关于开展区级机关党组织
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

知》，督促机关党组织书记落实“一岗双

责”工作责任，形成责任明确、运转有序、

保障到位的工作机制。按照区委、区人大

选举委员会有关要求，组织各机关党组织

开展区党代表、人大代表选举工作，依法

按程序选举产生区级机关４３名党代表和
区级机关选举工作组６名人大代表。

■开展党员教育培训　７月１日，组织１９
名新党员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重温

入党誓词，并以“我眼中的合格共产党

员”为主题进行座谈交流。１１月２５日～
２６日，举办以“增强党员意识，坚定理想
信念”为主题的青年党员培训班，通过

“八个一”的轮训模式（即“一套党性修养

书籍、一堂专题党课、一部电教片、一次主

题演讲、一次座谈讨论、一次集体谈心、一

次参观教育、一次团队活动”），加强学员

之间交流，增强团队意识，提升青年党员

综合素养。１２月３０日，组织４１家机关党
组织的６４名党员干部参加２０１６年度政
治理论学习情况闭卷测试。

■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党政各
项纪律教育，引导各机关党组织利用固定

组织生活、季度报告会、党课教育、参观反

腐教育基地等平台，加强纪律教育和反腐

倡廉警示教育。１２月２日，下发《关于开
展２０１６年区级机关相关单位纪检工作专
项检查的通知》，对区级机关党工委所属

的基层党组织所在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

和纪检监察工作进行检查测评，落实区纪

委“党风廉政建设检查全覆盖”的要求。

■开展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开展
党内关爱行动，通过谈心及时了解掌握

党员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七·一期

间，走访慰问老党员３０人，送达慰问金
１５万元。坚持开展“双结对”（与社区
党组织、与困难群众结对）工作，采取座

谈交流、上党课、参与活动、献爱心等形

式，与双结对社区党组织开展共建，并按

照区域化大党建工作要求签订双结对协

议。至１１月底，区级机关党工委所属
１１３个在职支部实现双结对。开展送温
暖、献爱心活动，春节、元旦期间，各机关

党组织走访慰问困难党员群众 ３１５人
次，送去慰问金２３万余元。

■发挥机关群团优势　区级机关工会做
好服务保障工作，为６４４名在职职工办
理互助保障参保工作，理赔２１人次，理
赔金额７３６万元。办理工会会员卡２４７
人次，发放女职工“三八”妇女节专科体

检补贴金２７６万元。做好困难职工的
帮困工作，全年发放困难补助金 １４１００
元。８月８日～１０月１０日，组织区级机
关１９家单位 ２６７人参加区“幸福宝山
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获工

会风尚奖。区直机关团工委开展上海市

和宝山区“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推动

团组织的自身建设。３月４日，组织机关
团员青年参与团区委和各街镇“３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１２月１６日，成立共
青团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支部

委员会。１２月２７日，成立共青团上海市
宝山区区级机关联合支部委员会。编印

团员青年《学习翻页》１４期。 （胡　敏）

区社会工作党委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社会工作党委贯彻
落实市委、区委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

基层建设”文件精神，突出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这一主线，坚持以建设升级版“红

帆港”为抓手，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规范化、示范化、品牌化建设，增强“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至年末，全区新经济组织有１９７９２家（不
包括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总数２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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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在册党组织８２５个，在册党员７２５３
人。新社会组织 ４９９家，建立党总支 ３
个，独立党支部 ５５个，联合党支部 ５１
个，临时党支部２个，党的工作小组 １０
个，活动型党组织１５８个。年内，海隆石
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获上海市第三

批“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阵地示范窗口

和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上海宝

盛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支部等５家
基层党组织被评为上海市“两新”组织

先进基层党组织，秦海涛、韦天辰等２名
共产党员和袁鹏斌、陈秉惠等２名党务
工作者分别被评为上海市“两新”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上海柯

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瑞德获评

上海市“两新”组织优秀党建之友。

■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两个覆盖”专
项工作　集中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
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两个覆盖”专项

工作，通过工作推进会、部署会、业务培

训、分组片会、专题研讨、基层调研督查

等方式方法，全面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

下发工作提示及有关通知要求 １２期。
结合区域实际特点，建立健全“１＋３”的
工作机制〔区级层面建立１个专项工作
组；确立３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是１５
家街镇（园区）党（工）委，第二个支撑点

是区教育局、民政局、卫计委等４０家委
办局，第三个支撑点是区税务局、规土

局、统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有３名以
上党员的，按照党章规定单独组建党组

织；党员不足３名的，采取片区联建、同
业共建、挂靠组建、派驻帮建、龙头带建

建立联合党组织；没有党员的，通过聘请

党建顾问，发放党建顾问联系卡，进而建

立联合党组织（党建顾问）进行组织覆

盖。至年末，共聘请党建顾问 ５３５名。
通过选派党建指导员、明确党群工作者、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建立工会、共青团等

群团组织的方法，运用党群共建和专人

帮建的方式实现工作覆盖。至年底，全

区新建“两新”党组织１１５个（独立党组
织３６个、联合党支部７９个），在“两新”
组织中发展党员７９名。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组
织和指导各街镇（园区）开展各种形式

的学习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把常态化的思想建设、作风

建设、纪律建设融为一体，对照党员标准

检视和改进，保证区“两新”组织党组织

的“两学一做”（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做合格

党员）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开展党群工

作规范化建设达标测评，内容包含组织

机构、班子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工

作成效和各方反映六大类２５个小项，按
照“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工作要求，

经党组织自评、上级党委测评，达标

７１３％，基本达标２８３％。

■推进党群阵地建设　贯彻落实《宝山
区群团工作改革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

整合资源、协调各方、互相促进、形成合

力，牵头打造覆盖更广、功能更强、理念

更新的党群阵地———升级版“红帆港”。

协同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共同推进

“红帆港”党群活动场所建设。各街镇

（园区）和相关委办局推进三级站点建

设，至年末，全区挂牌“红帆港”指导站

１５家，“红帆港”服务站３１家，“红帆港”
活动站１４７家。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
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度的“六有”

标准，加强“两新”组织党组织活动场所

规范化建设，开展宝山区第一批“两新”

组织党群阵地示范窗口创建活动。经实

地验收，１４家创建单位符合示范窗口达
标要求，作为全区“两新”组织党群阵地

建设的现场教学点。

■加强队伍建设　加强社区专职党群工
作者、“两新”组织党建社区工作者、党

组织书记、党建志愿者和兼职党建顾问

的五支“两新”组织党建工作队伍建设。

坚持每季度举办一期“红帆课堂”，面向

“两新”组织新任党支部书记、市区“五

好”党组织书记、专职党群工作者、新党

员等实施分类分层专题培训。与区妇

联、区工商联、区委党校联合举办第六期

宝山区“两新”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共

有４２名“两新”组织女性管理者参加培
训。通过自荐和筛选，推荐２名“两新”
组织人才到市工青妇机关挂职锻炼，其

中上海闵东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庞小雪挂

职任团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

■开展课题调研　根据上海市委、市政
府《２０１６年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工作要点》和市社会工作党委“全面梳

理‘两新’组织党建‘四大体系’（党建领

导体系、责任体系、组织体系、保障体系）

建设情况”工作要求，成立由区委组织

部、区社会工作党委、区委党校相关领

导、专家组成的课题组。通过发放调研

问卷、召开专题座谈会等方式，历时两个

多月，全面梳理区“两新”组织党建“四

大体系”建设状况，形成《宝山区“两新”

组织党建“四大体系”调研报告》。

■完善党建工作保障　研究出台《关于
建立健全宝山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实

施支部工作经费、党员教育经费、书记工

作津贴、新建党组织启动经费、示范点创

建经费和党员关爱经费六大项目。区镇

两级财政、区管党费每年投入经费约

６００万元，以项目化方式鼓励、扶持“两
新”组织党组织开展形式灵活、各具特色

的主题活动。鼓励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应建尽建党组织，动员引导党员亮明身份

完成组织关系转接，为一批新建党组织配

备包括支部铜牌、印章、党旗、党徽、党务

书籍、组织生活开放点等内容的工作包。

■加强宣传引导　完成《“红帆”扬帆远
航———宝山“两新”组织党建“红帆工程”

建设》专题片制作，展示区“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成果和经验。升级改版由区委组

织部、区社会工作党委联合主办的宝山

“两新”组织党建内刊———《红帆港》杂

志，增加内页彩页并充实调整栏目内容，

共设“党建传真、红帆动态、支部天地、滨

江清风”等２２个栏目，每期５０００册，年内
出版６１期～６６期共６期。推进网络阵地
建设，完善“两新”组织综合服务平台，年

内上传信息近４０００篇。 （于炉忠）

保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保密工作以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保密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共中央《意

见》”）为主线，坚持“党管保密”与“依

法保密”的原则，强化机关单位保密主

体责任，持续推进“三大管理”（定密管

理、网络保密管理、涉密人员管理），推

进保密自查自评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全区保密工作基础渐趋扎实，保密保障

能力得到提升，宝山区保密工作在全市

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⑴保密责任
制落实。各级党委（党组）学习贯彻中

共中央《意见》，定期听取保密工作汇

报，研究解决保密工作重大问题；各级

领导干部严格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

保密工作责任制规定》，明确主体责任，

明晰责任内容，履行职责义务。全区８０
家机关、单位对照《机关、单位保密自查

自评标准》开展年度考核，有６３家单位
将履行保密工作责任制情况纳入年度

考评和考核内容。⑵保密宣传教育培
训。全区 ２０家单位 ２３名新任保密干
部参加全国保密干部上海市第二十八

２６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期全员培训，全部通过结业考试并获得

证书。区保密局派员参加市保密局举

办的区（县）涉密人员保密管理培训班、

《计算机终端保密检查系统》和《恶意

代码终端安全检查系统》操作使用培训

班以及２０１６年保密检查干部培训班。
全区８０家机关单位共组织领导干部、
公务员和涉密人员开展保密宣传教育

１７６场次，４６５０人参加各类保密教育活
动。５７家单位的保密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人亲自讲保密专题党课。区保密局

领导为全区 ７家机关单位的 ４９６人举
办保密形势和“两识”（保密意识、保密

常识）教育讲座。向全区机关单位发放

保密指导书籍２８０本，利用《保密工作》
杂志、《保密观》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平

台开展保密宣传教育 １７６次。⑶保密
管理制度。全区 ８０家机关单位按照
《机关、单位保密自查自评标准》有关保

密制度建设要求规范建立２０１６年度保
密制度汇编。⑷保密督导检查。全区
８０家单位年内自查计算机７７０４台次，
移动存储介质２６７个，涉密办公自动化
设备２１６台次。区保密局对区内４３家
机关单位实施保密检查，共抽查计算机

１４４台，移动存储介质８２个，对５个存
在保密安全隐患的单位下发整改通知

书，并督促整改。⑸保密技术装备配
备。为全区新增的１７台涉密计算机安
装保密技术防护设备 １７套，并完成相
关培训。为７８家机关单位配发保密检
查工具７８套。⑹完成专项工作。４月
１２日～５月 ２０日，开展全区涉密人员
分类确定和审查备案工作。５月２５日
～６月５日，组织开展全区互联网门户
网站等保密检查。７月中旬 ～９月上
旬，对４３家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作开
展督查。⑺其他日常工作。完成国家
教育统一考试（春考、秋考、成人考）保

密工作。做好全区涉密会议场所保密

防护设备配备工作，为８个涉密会议室
安装移动通信干扰设备。规范保密工

作交接制度，制定《保密干部工作移交

规范》。对区内６家涉密军工企业开展
摸底调研。做好全区涉密载体集中回

收和销毁工作，全年共回收销毁纸介质

涉密载体 ６０吨、磁介质涉密载体 ６７
件。做好保密宣传教育资料的征订、发

放和借阅工作，全年共订阅《保密工作》

和《保密科学技术》杂志４５３份。

■落实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　全区
以责任制为保密工作的“龙头”和“牛鼻

子”，强化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责任

意识，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保

密工作领导体系。各机关单位党委（党

组）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

密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韩正重

要批示和中央保密委员会全体会议精

神，研究制定贯彻中共中央《意见》的措

施。坚持“党管保密”，强化组织领导作

用。各机关单位（党组）定期听取保密

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保密工作重大问题，

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

制规定》，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明确主体责任，明晰责任内容，履行职责

义务。全区６３家单位将履行保密工作
责任制情况纳入年度考评和考核内容，

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和奖惩措施。

■推进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全区各机关
单位以国家保密局印发的《机关、单位保

密自查自评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

规则》）为依据，推进保密自查自评工

作。区保密局为全区８０家机关单位购
买发放《机关、单位保密自查自评工作指

导手册》，帮助机关、单位相关人员准确

理解《工作规则》和《标准》条文的基本

含义，熟悉保密自查内容及方法，掌握保

密自查自评标准及程序。将全年保密工

作任务细化到每个月份，有计划、有重点

地开展日常保密管理。每个单位在年内

至少组织开展１次保密自查自评工作，
并将自评结果上报区保密局。区保密局

于７月下旬至９月对全区４３家单位进
行保密自查自评督查，共抽查４３家单位
涉密计算机５６台、非涉密计算机８８台。
１０月，国家保密局对宝山区及罗泾镇保
密自查自评工作开展督查，评为合格。

■规范定密管理　根据国家保密局《国
家秘密定密管理暂行规定》规范全区定

密管理工作。６月２１日，召开宝山区国
家秘密定密管理工作会议，对定密工作

进行专项培训。１０月８日，区保密局出
台《宝山区国家秘密定密管理实施办

法》，同时加强全区定密管理工作的指导

和监督，对上一年度自查自评工作中确

定的１５家有定密事项、定密行为的单位
开展调研摸底工作，参照各机关、各行业

《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

结合各单位定密工作实际情况，梳理和

整理 １５家单位的 《国家秘密事项
目录表》。

■推进网络保密管理　按照《党政机关
和涉密单位网络保密管理规定》要求，加

强网络和计算机管理。区保密局会同区

委机要局严格掌握和控制全区涉密网络

的接入和应用，加强涉密网络和终端使

用、维修、报废、销毁等环节的保密管理，

年内新增涉密网络终端 ４台，更新 １３
台。规范非涉密工作内网管理，杜绝在

非涉密工作内网上违规存储处理涉密信

息和敏感信息，通报和处理１０家单位的
违规行为，要求限期整改。加强互联网

保密监管，全区各机关单位严格落实在

门户网站、政务微博等信息公开中的保

密审查，区保密局通过网页访问和监控

审计系统加强对互联网的实时监控和管

理。加强计算机保密检查，年内购买保

密检查工具２２套，整合原有检查工具５６
套，以托管方式配发各机关单位。全区

各单位严格落实涉密计算机“两月一

查”，全年自查计算机７７０４台次，移动存
储介质２６７个，涉密办公自动化设备２１６
台次。区保密局对４３家党政机关实施
抽查，共抽查计算机１４４台，移动存储介
质８２个，对５个存在保密安全隐患的单
位下发整改通知书，并督促整改。落实

技防措施，为全区新增的４台涉密计算
机安装“涉密设备的户籍化管理系统”

“保密技术防护专用系统”４套，并完成
相关培训。为７家机关单位１３台涉密
计算机变更和维修提供保密技术防护设

备重新安装维护服务。对全区７９９台涉
密计算机强行配置计算机屏幕保密程序

和计算机用户密码策略设置，规范涉密

计算机等设备维修方法和渠道。加强对

政府信息公开和上网信息公开保密审查

检查，与区政府办公室联合抽查部分单

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并进行考核评估。

■加强涉密人员管理　按照市委保密
办、市保密局《关于组织开展上海市涉密

人员分类确定和审查备案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开展涉密人员

界定和政审工作。４月１２日，举办全区
涉密人员保密管理培训班，邀请市国家

保密局检查指导处对涉密人员管理工作

进行专项辅导，全区８０家机关、单位的
组织人事干部和保密联络员共１５０人参
加培训。４月１３日至５月２０日，全区８２
家机关单位（含２家区属国有企业）根据
《通知》要求，对照《上海市涉密人员保

密管理指南》，按照“以岗定人”的原则

和涉密岗位确定标准，确定各机关单位

涉密岗位和涉密人员，做好涉密人员岗

前政审和上岗前培训。全区共确定涉密

岗位２２３个，涉密人员３５８名，重新签订
保密承诺书３５８份，上报出国（境）管理
人员３５８名。 （徐　青）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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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围绕区“十三五”

规划提出的“把宝山建设成为战略新兴

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城市功能转型的最

佳实践区，迈向更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打造创新创意创业相促进、生态生产生

活相融合、宜居宜业宜游相协调的现代

化滨江新城区”奋斗目标，履行法定职

责，推进各项工作。全年举行代表大会

２次、常委会会议１３次。常委会任免区
人民政府组成人员２５人次，区人民法院
审判工作人员２８人次，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工作人员１０人次，常委会工作机构、
办事机构人员４０人次。根据代表变动
情况，补选区人大代表１名。常委会听
取区长和６名副区长关于教育工作、城
乡建设管理、科创中心建设、民生保障和

国资工作、经济转型发展、市场监管体制

改革等工作情况的报告；围绕经济转型、

民生保障、城市建设管理等工作，开展

１１项专题审议；就区、镇两级人大代表
换届选举工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等工作，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

监督２８项。受理群众来信 ２１７件 ４８７
人次，接待群众来访１０６批１４１人次，电
话信访７件次。

■依法做好监督工作　以“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为重点，加强对经济转型发展的

监督。以推进城乡面貌改善为重点，加

强对城市管理和环境治理的监督。以群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为重点，加强对民生

保障的监督。以社会和谐稳定为重点，

加强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监督。以依

法治区为重点，加强对政府依法行政和

“两院”公正司法的监督。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加强对政

府计划和预算的监督，审查和批准财政

决算。重视对区“十三五”规划编制工

作的监督。依法对代表议案进行审议并

作出决议，跟踪推进议案决议的落实。

■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　依法规范有序
做好任免工作，做好被任命人员任前法

律考试、任前表态和任职发言工作，强化

被任命人员的国家意识、法治意识和责

任意识。１２月，区人大常委会向有关单
位下发《关于在我区贯彻落实〈上海市

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的通知》，落实

宪法宣誓制度。做好区、镇两级人大换

届选举工作，１１月１６日至１８日，依法选
举产生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９１
名，９个镇同步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镇
人大代表６７９名。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提高代表履职能
力，组织代表对宪法、代表法、预算法、以

及市人大通过的“一办法两规定”进行

学习。增强代表建议办理实效。建立并

完善代表建议办理“回访”机制，促进代

表建议办理的落实，提高代表建议解决

率。制定和完善区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

众制度，加强与宝山选举产生的市人大

代表的联系，积极发挥其在促进宝山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姜金剑）

区七届人大及常委会会议
■区七届人大八次会议　１月１９日～２２
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２８６人，实
到２６３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工作
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区法

院、区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区“十

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对经济转型、民生

保障和城市建设管理开展专题审议。审

查和批准宝山区２０１５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６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宝

山区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和批准宝山区２０１５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２０１６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１６
年区本级预算。大会补选王丽燕为区七

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举行首次宪法

宣誓仪式。

■区七届人大九次会议　８月 ２９日在
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 ２８１人，实到
２４６人。会议听取代区长范少军关于区
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大会补选

范少军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区长。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１月１３日举行。会议审议关于补选代表
资格审查的报告，确认王丽燕依法补选

为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审

议区七届人大八次会议有关补充事项，

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２月２４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陶夏芳
关于宝山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

过《区人大常委会 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
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事项。新任命的

国家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４月２７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连正华
关于２０１６年城乡建设管理工作推进情
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关于区七届人大八次会议“关于

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对《上海市住宅物业

管理规定》在我区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的０１号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听取
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

权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经过审议表

决，任命李存贵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同时审议表决其他有关人事任免事

项。会议书面审议区政府落实《区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３０次会议关于贯彻实施
〈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情况的审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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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情况报告等。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５月２６日举行。会议决定通过李鸿琳
辞去宝山区第七届人大代表职务的请

求。审议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宝

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２８５名。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６月２９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秦文
波关于加快推进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建

设的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贯彻

落实《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情况

及其执法检查的报告。听取区政府关于

区“去低效产能，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听

取部分市人大代表报告履职情况。审议

表决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预算工

作委员会的决定，任命预算工作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审议表决其他有

关人事任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７月２７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周德
勋关于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民生保障和国资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区政府关于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２０１５年
区本级决算及２０１６年上半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以及审计工作报告等。听

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区七届人大八次会

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决定区、

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

项，通过关于设立区、镇选举委员会相关

决定，以及各镇人大换届选举时间和新

一届镇人大代表名额、驻区部队区人大

代表名额的相关决定等。会议决定设立

区人大常委会友谊路街道工作委员会、

区人大常委会吴淞街道工作委员会、区

人大常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表决

任命３个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成员。决
定接受李远锋因工作调动辞去区人大常

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审议表决其他有

关人事任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８月１９日举行。会议接受方世忠因工
作调动辞去宝山区区长职务的请求，投

票表决任命范少军为宝山区副区长，并

决定为宝山区代理区长。范少军向宪法

宣誓。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工作及其改革情况的报告，听取区

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关于宝山区法院执

行工作及其改革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

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宝山区第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２８１名。决定
区七届人大九次会议有关事项，决定其

他人事任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　９
月２８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夏雨关
于宝山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情况报

告。听取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

区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推进政府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０３号）议案决议落实
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关于区开展第七

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草案）。

听取部分市人大代表报告履职情况。听

取和审议关于区七届人大八次会议 ０１
号代表议案（关于对《上海市住宅物业

管理规定》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审议结

果报告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决定任命

苏平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１０月２５日举行。会议决定，任命陈筱洁
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免去陶夏芳、

连正华宝山区副区长的职务。会议任免

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负责人、区

政府有关组成部门人员。通过《调整后

的区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办公室成员

名单（草案）》。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１０月２７日举行。会议决定，任命王益
群、吕鸣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１１月２３日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
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区
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

及说明，审查批准２０１６年区本级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审议表决关于召开区八届

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会议决定接受宋

国安因工作调动辞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委员职务的请求。会议决定，免去秦文

波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的职务。会议

审议表决其他人事任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　
１２月１４日举行。会议经选举，补选冯经
明、范少军为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听取区选举委员会关于选举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关于区八届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

告。会议认为，当选的２９１名代表资格
有效。会议就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

事项进行审议。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１２月２１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袁罡
关于宝山区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及机构运

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对２０１７年度区本
级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听取和审

议２０１６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执行情况
及２０１７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编制情况
报告。听取区政府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
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工作情况的报

告。审议并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草案）。会议审议表决有关人事任免

事项。 （姜金剑）

重要会议
■人大组织建设座谈会　３月４日，区委
召开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加强区县、乡镇

人大组织建设若干意见座谈会，研究部署

加强区基层人大组织建设的任务措施。

区委书记汪泓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就

《宝山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加强

区县、乡镇人大组织建设若干意见的实施

办法》作说明。区人大常委会各办事机

构、工作机构负责人，各镇、街道党（工）

委书记，各镇人大主席，各镇、街道分管组

织工作的副书记、组织科长，各街道人大

代表联络室副主任等参加会议。

■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会议　３月４日，区
政府召开２０１６年度区人大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工作会议。会议通报２０１５
年区政府系统办理工作情况及２０１６年区
人代会期间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基本情况。区长方世忠出席会议。区发

改委、经委、建交委、民政局、住房保障局

作交流发言。

■区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领导联席
会议　２月１７日，区人大常委会向“一府
两院”（区政府、区法院、区检察院）领导

通报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草案），并就年度
重点工作安排听取意见和建议。

■区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３月 １５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讨论会，传达

学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和上

海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区人大

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镇人大和街道人大

代表联络室交流２０１６年度重点工作。与
会人员实地走访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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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和上海长江软件园。１１月３０日，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讨论会暨街镇人

大工作例会，传达中央环保督察组督查上

海市工作会议精神，部署近期有关工作。

与会人员座谈交流，对新一届开局年的区

和街镇人大工作提出建议，对《区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修改

意见。各镇人大新、老主席、副主席，各街

道人大工委主任、副主任，区人大常委会

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负责人及区人大常

委会全体机关干部等参加会议。

（姜金剑）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人大代表视察共康“城中村”改造 区人大办／提供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区人大办／提供

重大决定
■关于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月
２７日，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做出决议，批准２０１５年区本级财政决
算，要求区政府继续加强财政和审计工

作，严肃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的刚性；严格

按照预算法要求，改进和完善政府预算决

算编报；明确政府出资的政策目标和投资

领域，规范政府投资基金预算管理；研究

决算草案审计应包含的内容、审计的途径

和方法，继续加强对重点资金和重大项目

的审计监督。１１月２３日，区七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对区本级预算调整

（草案）进行审查，会议决定批准区政府

提出的２０１６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并
建议区政府应采取措施，加强预算执行，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０１号代表议案办理　区七届人大八次
会议上，代表提出“关于提请区人大常委

会对《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在我区

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的０１号代表议案。３

月上中旬，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

代表工委组织议案领衔人、工委部分委员

和区人大代表，对０１号代表议案开展调
研。代表们就议案涉及的有关情况和有

关办理事宜与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展座

谈，听取《规定》在宝山区实施情况、物业

管理情况介绍。６月２３日，区人大常委
会城建环保工委、内司工委组织工委部分

委员和区人大代表，对０１号代表议案办
理工作进行调研，听取区房管局有关办理

工作情况报告。代表们与区社建办、房管

局、民政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座谈交流，

提出意见、建议。８月２６日，区人大常委
会城建环保工委组织工委部分委员和代

表，对０１号代表议案办理情况进行跟踪
调研，听取区房管局关于办理０１号代表

议案、区人大常委会第３５次会议关于０１
号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有关意见和建

议落实情况。 （姜金剑）

依法监督
■年中集中视察　５月３１日，区人大常
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区人

大代表开展年中集中视察活动，视察分２
个专题。在“经济转型发展———去低效

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专题视察

中，代表们先后察看吴淞工业区展示馆、

中成智谷创意产业园和上海长滩项目，听

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在“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专题视察中，代表们实地察看南

大地区丰翔路绿化带、申新仓库、南大路

７００号南大村集体土地、联东石材市场、
共康“城中村”改造、康宁路重大道路工

程等地“五违”整治和环境建设等情况，

听取区生态专项工程建设指挥部、南大地

区综合整治指挥部、大场镇政府、庙行镇

政府的情况介绍，并在南大指挥部、南大

规划展示馆、康家村动迁办观看“五违”

整治、“城中村”改造等有关展板和录像

片。代表们对视察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年末集中视察　１０月２７日，区人大常
委会组织部分常委会委员和市、区人大代

表开展年末集中视察活动，视察分２个专
题。在“职业教育发展”专题视察中，代

表们察看宝山职校、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

校及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听取相关工

作情况汇报。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工

作情况”专题视察中，代表们察看张庙街

道、杨行镇和友谊路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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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组织察看罗泾社区文化中心十字挑花非物质文化
遗产 区人大办／提供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市、区人大代表对月浦镇美钻石油钻采系统有限公司进行《上海市科学技术进
步条例》执法检查 区人大办／提供

心，听取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工作情况介

绍。代表们对视察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

■侨法宣传落实调研检查　３月４日，区
人大常委会侨民宗工委就《中华人民共

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宣传落实情

况进行调研检查，工委部分委员、区人大

代表参加调研检查。调研中听取区侨法

宣传落实情况工作报告，在张庙街道和庙

行镇，实地调研检查侨务政策法规咨询现

场、医疗保健等为侨便民服务活动情况，

与社区侨界志愿者、归侨侨眷代表人士、

街镇侨务干部和社区干部沟通交流。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调研　区委、区
政府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其列为

２０１６年宝山１号工程。３月中旬，区人大
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就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工作开展调研。走访区环保局（推进

办）、区城管执法局、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开发指挥部、大场镇政府等区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组织实施推进部门和重点地区实

施单位，听取工作推进情况介绍，调查综

合治理的组织领导、宣传动员、资金投入、

计划实施、工作措施、存在的问题瓶颈等

情况，对相关问题提出意见建议。４月２１
日，区人大常委会对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情况开展调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参

加调研。区环保局、区城管执法局报告区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调研　３月２２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静带领农业与农村工委及部分区人大代

表，到区农委调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工作。代表们就全区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情况及“关于整

治盘古路６１２号 ～６４０号地块存在安全
隐患的建议”（０２５号代表建议）的办理情
况开展调研。

■《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落实情况调研
　４月１２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冰
带领侨民宗工委调研《上海市宗教事务

条例》落实情况。察看基督教宝山聚会

点和基督教杨行堂发展及修建进展情况，

听取区民宗办、有关街镇以及宗教团体负

责人就《条例》落实情况的汇报。

■开展《上海市科技进步条例》执法检查
　４月２９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教科文
卫工委委员及区人大代表，到上海市玻璃

博物馆、上海河口科技馆调研科普场馆建

设管理及运作情况。听取区科委关于贯

彻实施《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情况

报告，庙行镇、友谊路街道、区少科站等基

层科技、科普单位负责人交流科普工作开

展情况。６月１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
分市、区人大代表到位于月浦镇的美钻石

油钻采系统有限公司，听取并了解科技投

入及运行情况。区科委、区发改委、区经

信委、区财政局和区人保局等报告贯彻

《条例》相关工作情况。６月２２日，区人
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召开专题座谈会，

就《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执法检查

报告听取意见和建议。

■贯彻执行《残疾人保障法》情况调研　
５月４日，区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调研区
贯彻执行《残疾人保障法》情况，实地察

看位于月浦镇的市残联定点残疾人护理

单位金色晚年养老院和月浦镇阳光家园，

听取区残联关于宝山区贯彻落实《残疾

人保障法》情况的专项报告。

■“去低效产能”专题调研　５月下旬至
６月上旬，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就“去
低效产能，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作开

展系列专题调研。调研小组先后到宝山

城市工业园区、宝山工业园区、庙行镇、高

境镇、淞南镇、南大地区等地，实地察看

“去低效产能，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

务落实情况，分别听取区发改委、区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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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区商务委、区科委、区财政局、区规土

局、南大指挥部、吴淞转型办等关于推进

工作情况介绍。

■《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
实施情况调研　５月至７月初，区人大常
委会领导带领侨民宗工委和部分区人大

代表，通过走访区相关部门、听取情况汇

报、实地视察台资企业、召开台商和台胞

座谈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建议，了解宝山

区贯彻执行《规定》情况。梳理汇总后，

形成调研报告反馈市人大。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６月１４日，区人
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检查区防

汛防台工作，实地察看区防汛物资仓库、

湄浦路雨水泵站等防汛防台设施和准备

工作情况，听取区水务局（防汛办）情况

介绍。代表们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提

出意见和建议。

■区法院执行工作及其改革情况调研　６
月１４日，区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组织部
分区人大代表召开执行法官座谈会，听取

对区法院执行工作与执行改革情况的意

见和建议。区法院及执行局介绍２０１５年
以来区法院执行工作和执行改革的基本

情况。与会执行法官对执行工作进行交

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６月 １６日、２１
日，区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组织部分区人

大代表分别召开区内律师、法律工作者座

谈会和检察官座谈会，听取对区法院执行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７月１８日，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静带领内司工委到区法院

调研，听取区法院开展执行工作及推进执

行改革有关情况专题报告。

■部门决算集中调研　７月６日、７日，区
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预算工委组织预算

工委全体委员、预算小组成员以及有关财

经预算方面专家，分组对７０家区本级部
门２０１５年度决算报表进行逐一审阅，并
对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召开８
个部门的决算情况座谈会，了解２０１５年
部门决算情况。与区财政局座谈，汇总交

流部门决算集中调研情况。

■?藻浜沿线环境调研　８月１１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率城建环保工委、办

公室、研究室负责人，从吴淞口沿?藻浜

向上游方向一路察看航运、两岸码头、堆

场布局、作业等情况，听取区建交委情况

介绍。

■《上海市绿化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调研
　９月２１日，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
委组织部分工委委员和区人大代表，对区

绿化市容工作以及修订后的《上海市绿

化条例》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实地

察看滨江绿地、机关幼儿园屋顶绿化、水

产路高压走廊下绿地等绿化建设管理情

况，听取区绿化建管中心介绍。座谈交流

中，听取区绿化市容局关于绿化市容建设

管理工作和贯彻落实《条例》情况的

报告。

■公共自行车预算听证　９月２６日，区
人大常委会召开宝山区公共自行车服务

网点建设费与租赁运行维护费专项预算

听证会。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相关

工委会负责人共１１人担任听证人，区建
交委、区财政局主要领导、公共自行车运

营企业负责人、有关专家和区人大代表共

８人担任陈述人，部分区人大代表参加听
证会。听证事项陈述人、代表陈述人、专

家陈述人分别对区公共自行车发展以及

预算安排和执行发表意见。听证人、与会

代表对有关情况进行提问。听证事项陈

述人对现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与互动，

对代表陈述人和专家陈述人的建议作出

回应。听证结束后，听证人进行合议。根

据听证规则，听证结果报告向区人大代表

和参会人员公开。

■部门预算系列调研　１１月上旬至１２
月上旬，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带领财经工

委、预算工委，先后到宝山工业园区、宝山

城市工业园区、宝山航运发展区、友谊路

街道、吴淞街道、张庙街道，以及区财政

局、区商务委、区人保局、区教育局、区卫

计委、区国资委、区土地储备中心等１０余
家预算部门进行调研，听取各单位２０１６
年部门预算执行与２０１７年预算编制情
况，并进行讨论交流。 （姜金剑）

重要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到宝山调研　３月 ３１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率领市

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一行到顾村镇实

地调研基层文化建设发展情况，实地察

看菊泉文化街，听取宝山区和顾村镇文

化事业情况报告。５月５日，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薛潮带领市人大有关工作

机构调研宝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

区委书记汪泓、区长方世忠、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静等陪同调研。察看南大

一期绿地、南大申新仓库、六联制革厂、

南大村张家白墙队、侯江桥队等地“五

违”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听

取区南大指挥部、区绿化署、大场镇政

府情况介绍，听取区政府关于“五违”综

合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并开展座谈交

流。６月２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
璀，副主任钟燕群、吴汉民，带领市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市人大代表约 ３０
人，到宝山区调研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工作情况，区委书记汪泓、区长方世忠、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等陪同调研，并

走访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内的利物盛集

团、超碳石墨烯产业技术有限公司，察

看位于顾村镇的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

司、位于淞南镇的宝钢不锈钢有限公

司。１１月３日，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副
主任胡平西带领部分委员到宝山调研，

实地察看罗店镇毛家弄村和罗泾镇海

星村、花红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

度改革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确权登记

工作，并与村民代表交流，听取意见、建

议。区农委、罗泾镇、罗店镇分别报告

有关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介

绍区人大常委会对该项工作的监督推

进情况。１１月２４日，市人大农业与农
村委主任委员孙雷一行到宝山调研，区

农委报告镇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到浙江省余姚市人大学
习交流　４月 ６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静带领常委会机关及镇人大主席到浙

江省余姚市，开展学习交流活动。余姚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钜昌介绍余姚市概

况及余姚市人大工作情况。与会人员讨

论交流乡镇人大工作经验，并参观余姚

市泗门镇谢家路村新农村建设情况。

■市人大工作研究会第二小组课题组到
宝山调研　６月１３日，市课题组到宝山
区调研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区

长方世忠参加座谈并讲话。市课题组听

取宝山区政府关于“五违”综合整治工

作的情况报告。

■参加宝山监狱“开放日”活动　７月１９
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代表

参加宝山监狱“开放日”活动，近距离了

解监狱的执法情况和服刑人员的改造生

活情况。听取监狱整体情况的报告，观

看宝山监狱宣传片，参观医疗站、心理辅

导室、生活区、炊场等场所，并与监狱班

子成员开展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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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人大工委揭牌　８月１９日，区人
大常委会举行街道人大工委揭牌仪式。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区委常委、组织

部长吴延风为各街道人大工委揭牌。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诗杰、秦冰、王丽

燕、蔡永平出席。秦冰宣读关于设立宝

山区人大常委会街道工作委员会的决

定。揭牌仪式由倪诗杰主持。

（姜金剑）

区、镇两级人大代表

换届选举

■概况　１１月 １６日 ～１８日，全区 １４２
个选区依法选举产生区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２９１名。全区依法登记选民
８５５５９４人，以 １８岁以上户籍人数为基
数，选民登记率达１０１９２％；参加投票选
举的选民 ８１８０８８人，参选率 ９５６２％。
当选代表中，中共党员１８２名，占代表总
数的６２５％；非中共人士１０９名，占代表
总数３７５％；男性代表１７５名，女性代表
１１６名，分别占代表总数的 ６０１％和
３９９％；连任代表 ９２名，占代表总数
３１６％。全区９个镇同步选举产生新一
届镇人大代表６７９名。

■选举工作培训指导　６月３０日，区人
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举办代表工作和人大

换届选举工作研讨班。市人大常委会人

事代表工委办公室主任、选举任免处处

长胡霞菁作关于区、镇两级人大代表换

届选举的专题培训。８月１６日起，区选
举委员会组织８次业务培训，１２次深入
基层工作组开展业务培训。１０月１０日
～２１日，区人大常委会、区选举委员会
领导带领区选举办各职能组到各街镇和

区属、部市属单位等全区２７个选举工作
组和区人武部进行现场办公，共同研究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设立区选举委员会　７月２７日，区七
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八次会议，就

区、镇两级人大选举有关事项作出决定：

决定设立区选举委员会，区、镇两级人大

代表于１１月中旬同步选出，新一届区人
大代表名额为２９７名，各镇人大代表名
额总数为６９４名。

■确立代表选举日　８月１０日，区选举
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区、镇两

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始启动。会议通

过区第八届人大代表选举日期，决定１１
月１６日为选举日。

■市人大检查指导宝山选举工作　９月
２１日，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
任郑海生到宝山调研指导换届选举工

作。郑海生一行到区选举办，实地了解

宝山换届选举情况，听取情况介绍。

■区选举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确认选举结
果　１１月１８日，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
五次会议。会议听取选举阶段工作情况

和选举结果的情况报告，审议通过区选

举委员会关于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工作的情况报告。经过区选举委

员会会议审查确定，各选区的选举结果

有效。 （姜金剑）

代表工作
■代表建议办理　区七届人大八次会
议以来，代表围绕区中心工作和人民群

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运用“提交代

表建议”这一法定形式执行代表职务和

反映民意，共提出１０１件（含闭会期间３
件）建议、批评和意见，交由区政府各部

门承办。由区政府各部门承办的建议

均在法定期限内研究处理并答复代表。

办理结果中采纳和解决的有 ７７件，占
７６２４％；研究和正在解决的有１２件，占
１１８８％；留作参考和暂时难以解决的有
１２件，占 １１８８％。代表对办理结果和
办理方案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有 ９７
件，占 ９６０４％；表示理解的有 ４件，
占３９６％。

■开展代表培训　１月 ７日，区人大常
委会举办“十三五”规划纲要和２０１６年
财政预算解读会，来自全区１２个代表组
的７０余名人大代表参加培训。区“十三
五”办负责人、区发改委主任陆继纲从

“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过程、指导思想

与目标、具体举措与保障等方面进行解

读，并对“十三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作简

要说明。区财政局局长方建华介绍

２０１５年财政预算的收入完成和支出执

行情况。

■开展代表座谈　２月１６日，区人大常
委会召开代表座谈会，征求代表对常委

会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的意见。与会人员
围绕常委会的监督工作、代表工作和自

身建设等进行交流。７月１９日 ～２１日，
先后召开３次调研座谈会，听取常委会
各工作机构负责人、各镇人大主席、部分

区人大代表对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１１月１５日，座谈听取代表对《区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

见、建议。

■代表开展联系社区活动　６月～７月，
由宝山区选举产生的市十四届人大代表

和宝山区七届人大代表开展联系社区

（村）活动。市、区人大代表分别到区内

各街镇，通过座谈、走访、调研等多种形

式，与各自联系的村委会或居委会开展

联系活动。活动共联系社区群众 １４９０
余人，反映群众意见建议２８６条，其中５３
条涉及区级职权范围，并提交区政府办

理，采纳和解决的 ３０件，占总数 ５７％。
１１月，由由宝山区选举产生的市十四届
人大代表开展展联系社区（村）活动。

３７名代表联系社区群众３８７人，听取对
修订食品安全条例建议３５条。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３月 ８日，
召开市人大宝山代表组负责人会议，研

究２０１６年市人大宝山代表组闭会期间
的活动计划和专题调研课题，讨论市人

大宝山代表组代表向原选举单位报告履

职情况的工作。３月１６日，以市垃圾分
类处理情况为主题，研究联合上海大学

开展专题调研事项。３月１８日，视察宝
山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察看顾村镇菊泉

文化街，顾村公园园内水系、湿地、植物

群落等。６月２８日，召开专题调研座谈
会，区绿化市容局、区妇联介绍宝山区开

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基本情况。７月５
日，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听取市有关部

门和单位关于推进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情

况的介绍。７月１８日，召开专题调研会
议，梳理汇总全市垃圾分类处理的调研

工作情况，讨论研究调研报告的框架布

局和主要内容。 （姜金剑）

０７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表１ ２０１６年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况

会议 任 免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

王启扬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王勇　区
人民法院审判员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

杨吉　区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董果　区
人民法院副院长，江静良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
李存贵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雷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朱渊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贾沛根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鲍善昌　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
吕建伟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

李远锋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蒋伟民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主任，沈海敏　区司法局局长，徐荣森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
邓士萍　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俞晟　区人大常委会华侨民族宗
教事务工作委员会主任，孙红旺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邵琦
　区人大常委会友谊路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建忠　区人大常委会
友谊路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修燕　区人大常委会吴淞街道工作委
员会主任、栾国强　区人大常委会吴淞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须华
威　区人大常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饶开清　区人大常委会
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秀华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王骏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汤宇军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
三庭庭长，金猷　区人民法院淞南人民法庭庭长，陆昊罡　区人民法
院执行裁判庭副庭长

高虹军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马饮冰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主任，黄振德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宋国安　区人大
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许龙岱　区人大常委会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
作委员会主任，朱铭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华　区人
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庭长，王骏　区人民法院淞南人民法庭庭长，
汤宇军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金猷　区人民法院立
案庭庭长，陆昊罡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副庭长，王伟　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庭长，马建林　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
二庭庭长，金敏浩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崔彦　区人
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副庭长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九次会议

范少军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区长，华建国　区人大常委会农业
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傅文荣　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
主任，周水法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岚　区财政局局长

方世忠　区人民政府区长（辞），曹兆麟　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
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华建国　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
主任，方建华　区财政局局长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次会议
苏平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一次会议

陈筱洁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俞晟　区统计局局长，陈健　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局长，顾瑾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邓士萍　区人大
常委会办公室主任，牛长海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人
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忠华　区人大常委会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
委员会主任，华建国　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有
浩　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小年　区人大常委会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渠华

　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静德　区人大常委会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徐滨　
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新民　区人大常委会财
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预算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陈勇　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胡广　区人大常
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

陶夏芳、连正华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建　区统计局局长，陈江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俞晓红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宋国安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曹兆麟　区人大常委会财经
工委主任，王菁　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人事工委副主任，
许龙岱　区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主任，俞晟　区人大常委会侨民
宗工委主任，徐滨　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黄雁芳　区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须华威　区人大常委会张庙街道工作委
员会主任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
王益群、吕鸣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
黄雁芳　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

秦文波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牛长海　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
任，陈卫国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

马培、王玉平、吴姗姗、杨婧、金芳、祝文龙、闻怡、黄文
!

、黄蔚、韩杰、

鲁晓彦　区人民法院审判员，王俊捷、陈怡怡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孙军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姜金剑）

１７

代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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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编辑　吴思敏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着力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完

成年初预定目标，实现“十三五”经济社

会发展良好开局。全年完成区地方财政

收入１４１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４％；完
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３４１６亿
元，增长 １１４％；完成商品销售总额
３６４３６亿元，增长 １０３％；完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６４２５亿元，增长８１％。
完成区增加值１０４８８亿元，增长３５％；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区增加值比重达到

６９１％，三产结构更趋优化。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对接上海市科创
中心建设，抓好创新转型，推进产业提质

增效。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推进“中国产

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促进以重型

燃气轮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海洋装

备、新材料应用和“大平云移”等为代表

的产业集群化发展。依托３条轨道交通
线，启动“１号创新带”“３号创业带”“７
号创意带”建设。成功创建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等９家单位获批“四新”（即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创新基地，数

量列全市第三位。创新研发转化机制，

上海石墨烯功能型平台获批成为全市第

二个功能型平台。优化科创环境，放大

上海双创投资母基金和上海中小微企业

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的乘数效应，中保

双创城市发展、遨问新材料等一批重要

基金成功落地，新增 ３３家上市挂牌企
业。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２２条”政
策和“２０条”人才政策落地生效，出台
《宝山区关于加快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

实施意见》。成功与中科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签约

合作，与上海大学共同推进环上大科技

创新圈建设。新建 ２家院士专家工作
站，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６０家，２家企业
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企业称号。建设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成立区版权服务

工作站。加快盘活存量空间，全面实施

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出台《宝山区盘活

低效存量工业用地实施意见》，加快淘汰

落后产能和“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

耗、高污染、低效益）劣势企业，完成市级

调整项目５０个，调整盘活土地１００公顷
（１５００亩）。超额完成市下达的“１９８”区
域３８公顷减量化立项和复垦确认的年
度目标任务，月浦、罗店、罗泾３个镇基
本完成复垦验收工作。推进卫片执法整

治工作，完成 ２０１６年市卫片新增的 １８
宗违法用地整改，完成１２３宗历史遗留
用地整治。

■提高城乡融合水平　统筹推进城乡规
划、建设和管理，加快重点地区转型。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共接靠国际邮轮４７１艘
次，接待出入境游客２８５万人次，分别比
上年增长６９％和８７％。邮轮港后续工
程完成节点目标，建成邮轮港岸电项目。

南大生态区加快征收腾地，完成国有企

业５５个地块征收签约，集体企业、一期
居民基本完成签约腾地。推进吴淞工业

区转型，宝武集团不锈钢高炉正式停产，

上大美术院揭牌成立，上海国际能源创

新中心、中铝上铜地块等转型项目加快

推进。推进新顾城核心区城市设计规

划，加快９个地块征收腾地，开工建设潘
广路等配套项目。庙行镇康家村控详规

划调整获批，顾村镇杨邢宅村、大场联东

村和大场场中村３个“城中村”规划调整
报批和动迁工作按节点推进，顾村、杨行

老镇改造方案通过评审，泗塘一村北块

等成套改造有序推进。，加快推进４０个
市、区两级重大工程建设。长江路越江

隧道建成通车，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完成腾
地、轨道交通１５号和１８号线一期涉及

的６个站点全部开工建设。区区对接道
路建设加快推进，怡华苑路建成通车，月

罗公路、嘉盛公路、康宁路建成贯通。启

动庙彭、南大北、何家湾、虎林和盛宅等

排水系统建设，推进泰和污水厂前期腾

地，西弥浦泵闸开工建设。外环生态项

目完成交地４５公顷，同步开展３０公顷
动迁腾地工作。２４条微循环道路工程
竣工。在基本完成“３５８、６５０”发展目标
基础上，持续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应

改尽改，罗泾镇“村经委托镇管”试点工

作取得初步成效。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

创建、农林水联动等工作，基本完成涉渔

“三无”（即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

船籍港）船舶、不规范畜禽养殖场清理取

缔专项行动，清理船舶 ４３０艘、养殖场
（户）５０个。

■开展社会综合治理　聚焦“三治两
去”（即治违、治堵、治污、去火灾隐患、

去低效产能）１号工程，突出综合施策延
伸管理，加快建设宜居城市。开展环境

综合治理，围绕整治违法违规和加强综

合统筹两个关键，提出“１＋１＋４５＋７１”
共１１８个地块的环境整治目标，基本完
成１０５个地块的整治任务，共拆除违法
建筑４３２万平方米，清理违法用地１０５２
公顷（１５７８亩），取缔违法经营户 １７１４
家，清退违法居住人口２８９１２人，整治违
法排污企业７０２家，消除安全隐患３９８０
个。创新形成“月浦速度”“南大模式”

等典型经验做法，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加大交通严管力度，查处“十大类”

（即机动车乱停车、机动车乱占道、机动

车乱变道、机动车乱鸣号、机动车涉牌违

法、机动车路口违法行为、机动车逆向行

驶、非机动车乱骑行、行人乱穿马路、非

法客运）交通违法１３５万起，整治力度居
全市前列。优化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智

能交通二期项目进展顺利，高峰禁货、交

３７



通诱导二期等项目有序推进。改善静态

交通环境，完成康宁路枢纽功能验收、２
个轨道交通站点 Ｐ＋Ｒ停车场改造并投
入使用。在沪太公路（Ｓ２０—Ｇ１５０１段）、
?川公路（Ｓ２０—共悦路段）实行“客货
分道”措施，通行效率和交通秩序明显改

善。优化区域生态功能，聚焦“１＋１６”
（即１个国考断面和１６个市考断面）考
核断面治理工作，制定“一河一策”，落

实河长制。完成获泾六期等７１公里骨
干河道综合整治、马路河等１９２公里骨
干河道疏浚、盛宅浜等１６公里黑臭河道
整治，骨干河道整治率达 ８０％，城镇污
水纳管率达９２％。围绕“五个１００”（即
１００座公园绿地、１００个街心花园、１００条
林荫大道、１００公里绿色步道、１００棵名
树古木），新建各类绿地１５１６公顷，完
成城市绿色步道示范段一期６０公里建
设。持续推进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第六

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计

划，区域 ＡＱＩ优良率、ＰＭ２５浓度、平均
降尘量分别比上年改善５９％、１１１％、
８９％。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社
会治理体系，做优镇管社区特色品牌，做

实４个基本管理单元。推进住宅小区综
合治理，完成２５２万平方米住宅小区二
次供水设施改造。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

扩围增资提效，促进区、街镇两级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实体化运作。落实安全监管

５０条意见，加强城市运行安全管理，城
市安全平稳可控，人口规模处于可控

范围。

■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先行先试　坚持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和项目导向，注重推进

重点领域改革先行先试，实现更高水平

的开放创新。持续深化“区港联动”制

度创新，拓展邮轮产业链，参与成立规模

达３００亿元的“豪华邮轮产业发展基
金”，与中船等集团合作推动邮轮制造配

套产业基地建设，邮轮港自助通关和境

外游客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创建“上海

市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推进中国邮

轮旅游跨境商品交易中心、新东盟电子

商务等跨境电商平台建设。深化区区合

作品牌联动，深化与金桥集团合作，在宝

山工业园区共建“北郊未来产业园”，启

动１２２公顷（１８３亩）一期项目，健隆生
物、长城宽带、富汇金融等一批优质产业

项目初步达成入驻意向，同步引入协和

国际学校等教育、医疗配套项目。深化

与临港集团合作，以“新业坊”项目为核

心，启动高境镇“科创小镇”建设，推动

在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开展全面合作。深

化与招商局集团、绿地集团合作，推进滨

江圈围地块开发，打造临江商业商务中

心。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加大简政

放权力度，出台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共

梳理区级行政权力 ６２０７项、行政责任
５６６９１项。在全市率先推动事中事后综
合监管系统上线运行，推进“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工作。推进政府系统运行目

标管理试点工作，建立“立项、执行、督

查、问效”四位一体的基础管理体系。创

新运用“制度＋科技”手段，基本建成区
网上政务大厅。在全市率先建立兼职政

府法律顾问库，聘任首批政府法律顾问。

完成首届“区长质量奖”评选颁奖工作。

■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加大民生投入，
深化关键领域改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的基本民生需求。推进第二轮上海市创

业型城区创建工作，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控制在２９５万人以内。完成２１万名老
年人的敬老卡和津贴发放工作，建成老

年照护需求统一评估体系，街镇公办养

老院实现全覆盖。完成区政府实事项

目，完成安置１７５７户在外过渡动迁居农
民的年度任务，新建改建标准化菜场 ５
家、智能微菜场１１５家。启动教育综合
改革，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试点，加快

“新优质学校”集群发展。推动教育资

源均衡布局和城乡共享，新开办上海市

教育学会宝山实验学校等９所学校（幼
儿园）。深化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完

善康复医疗联合体建设，构建以家庭医

生为基础的分级诊疗秩序，建立家庭医

生工作室２７４个，惠及７０万余人。完成
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中国国家日”活动

承办任务。提升文化品牌内涵，拓展“春

之樱、夏之邮、秋之艺、冬之阅”文化四季

品牌内涵，上海樱花节接待游客 １６２８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成功举办邮轮旅游

节、“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
系列活动，举办２０１６上海市民文化节宝
山专场、“宝山大剧荟”等各类文化活动

１３万场，参与市民逾１９０万人次。推进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宝山城市规

划展示馆、宝山文化馆修缮、宝山档案馆

（新馆）、上海长滩音乐厅等项目建设，

完成陶行知纪念馆“馆园一体”建设。

（包　晗）

重要政事和决策
■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建设　聚焦市
“科创中心２２条”政策，出台《加快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

能区的实施意见》《加快创新创业人才

集聚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众创空间

发展的若干扶持办法》等一批制度措施。

聚焦张江宝山园，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等

９家单位成功获批上海市“四新”经济创
新基地，创建总数列全市第三位。张江

宝山园公共服务平台总数达到７家。聚
焦科技创新能力，新增１６家高新技术企
业，共认定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２４
项。聚焦双创环境，永寅众创空间获评

国家级众创空间，芝融众创空间成功创

建上海市科技孵化器，３６５小镇、七立方
科技园获评上海市众创空间，国家级、市

级孵化器、众创空间数达到１２家。“宝
莲城·赢众空间”“智慧七立方·创客

＋”“智力产业园·卓越 Ｅ＋”“宝工园
·３６５众创小镇”等众创孵化基地落户
宝山，创新创业品牌项目“临港新业坊高

境科创综合体”正式启动。

■金融创新促进资本对接　参股上海双
创投资母基金和上海中小微企业政策性

融资担保基金，引入上海市第一支新材

料创投基金———遨问新材料基金，设立

规模达３００亿元的中保投双创城市发展
基金，全区累计有１亿元以上各类基金
４０家。推动企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对
接，新增３７家挂牌上市企业，其中香港
联交所上市１家、创业板上市１家、新三
板挂牌企业２３家、上海股托交易中心科
创板挂牌３家、Ｅ板挂牌 ９家。在第十
届上海市金洽会上举办全市唯一由区主

办的主题论坛“金融资本助力老工业区

转型发展”。举办“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
论坛”，拓展宝山区与国际大型企业合作

渠道，ＧＥ、三星电子以及沙特基础工业
风投、三菱商事等５００强企业参会。引
入并设立上海双创投资母基金，区政府

出资１０亿元，与市发改委、市科创集团
共同设立百亿规模的政府引导母基金，

是全市首个市区联动的创投母基金。与

市创投共同参股遨问新材料基金，该基

金为第一支上海市区级政府与世界５００
强企业合作成立的基金。５开展互联网
金融专项整治工作，对３５２５家企业进行
摸底排查。宝山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

平台累计为区内３００余家中小微企业发
放贷款超过３亿元。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　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的若干意见》，建立健全推进城乡发展一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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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长效工作机制，调整成立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挂帅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推
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专项工作目标”，涵盖

１０大类４０项工作目标７７个具体内容，
市级下达的目标任务全面完成。罗店镇

成功获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

区。完成“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围绕城乡
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要素市

场、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生态环境、社会

治理等八大方面构建新一轮目标体系，

打造宝山升级版的城乡发展一体化

体系。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重点领域进展情况

重点领域 进展情况

镇村规划

完成《宝山区村庄布点规划》《宝山区保护村选点规划》《罗店镇历史文化名镇规划》和

《罗店镇东南弄村传统村落规划》；

完成罗泾镇海星村、花红村、罗店镇束里桥村庄规划。

农村改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全区农户确权登记任务基本完成，登记率达到９９．５％；
村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全区１０４个村中，至２０１６年累计完成改制村９４个，实现完
成率９０％以上；
镇级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启动罗泾镇、罗店镇改革试点，罗泾镇完成镇级产权制度

改革；

“村经委托镇管”：罗泾镇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罗泾镇海星村、花红村成功创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完成月浦、罗泾等镇５４３个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工程。

农村生态环境

不规范畜禽养殖场、田间窝棚专项整治：清理取缔工作基本完成，整治不规范养殖场（户）

４９家，田间窝棚７９个；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退养：罗店镇新一养殖场（生猪）完成退养；涉渔“三无”船舶的综合整

治：在全市率先完成涉渔“三无”船舶清理取缔工作。■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聚焦区域短
板和顽疾，完成“五违四必”（即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

居住、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建筑必须

拆除、脏乱差现象必须改变，违法经营必

须取缔）生态环境综合治理“３＋４＋５５
＋１８８”（３个市级整治地块、４个报备市
级整治地块、５５个区级整治地块、１８８万
平方米违章建筑）重点整治任务，全区拆

除违法建筑９００万平方米。完成５１项
市下达的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

目，完成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治工作，完

成主要污染物减少率、ＰＭ２５市下达目
标，编制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研

究制定全区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责任清

单，加强环保监管网格与城市综合管理

网格融合。开展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

作，全面盘点区域内所有污染源，为源头

预防和源头削减污染奠定基础。推进中

小河道治理，推进“３３＋３３＋３０＋Ｘ”（第
一个“３３”指市政府下达的３３条城乡中
小河道整治任务，第二个“３３”指区政府
下达的 ３３条城乡中小河道整治任务，
“３０”指新近增加的城乡中小河道，“Ｘ”
指除市区下达任务外其他纳入整治任务

的河道）条黑臭河道整治，确保１个国家
级和６个市级水质考核断面达标。

■健全为老服务体系　推进为老服务设
施建设，新增养老床位４７８张、长者照护
之家４家、助餐点２家、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３家、睦邻点１０家、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１家。健全养老服务保障体系，推
进医养结合，新增５家养老机构内设医
疗机构。实施存量养老机构老旧电气线

路改造项目。健全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

估体系，加强评估员培训工作，完善养老

服务第三方评估、分配和轮候机制。开

展社区养老服务，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体

系和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试点推行“养老

服务包”工作，拓展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试

点范围。鼓励引入社会力量，创新社区

养老服务方式。

■均衡配置城乡公共服务　统筹推进教
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城乡公共服务资

源均衡配置，坚持陶行知教育理念，实施

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优质资源均衡

发展，完成６个学校新建，启动１７个基
本建设项目。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

革，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水平，新增医疗机

构床位数２５０张、新增执业医师１００人。
推进各类社会文化场馆建设，实施２０个
“一村一居一舞台”政府实事工程项目。

加快推进“１５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更
新维修２５片社区公共运动场。

■２０１６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１）目标：完成２５０万平方米二次供

水设施改造；１５万余户燃气内管改造
和２万户表前供电设施改造。完成情
况：２５０万平方米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完
成年度目标；张庙、高境地区１５４２７户居
民燃气内管改造工程，到９月２０日全部
完成；２万户表前供电设施改造，完成
６７０００户，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２）目标：基本完成长期在外过渡
动迁居农民安置。完成情况：６月份提
前完成１２８３户在外过渡动迁居民安置
年度目标，另自我加压１２６户，１２月２５
日前完成。

（３）目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２９５００人以内，帮助长期失业青年实
现就业７６０人。完成情况：城镇登记失
业人数２５３１７人，控制在２９５００人以内。

帮助８１９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

（４）目标：新建改建５家标准化菜市
场和１００个社区微菜场。完成情况：１００
个社区智能微菜场投入使用１１５个，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５家标准化菜市场全
部完成。

（５）目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一线
通———“银龄居家宝”实现全覆盖。完

成情况：完成６个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一线通———“银龄居家宝”项目建设，实

现全覆盖。

（６）目标：为５０００名持证残疾人健
康体检和为３０００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
放助残实物帮困卡，为全区孤寡残疾老

人安装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完成情

况：完成５１０１名残疾人健康体检，超额
完成年度目标；完成３４７８户受理、审核、
发放工作，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为全区孤

寡残疾老人安装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

器，完成年度目标。

（７）目标：沪太路（中环路—Ｇ１５０１）
智能交通设施建设。完成情况：沪太路

智能交通设施建设，完成年度目标。

（８）目标：基本建成宝山区公共自
行车交通服务系统（新增６３２０辆公共自
行车）。完成情况：新建２８０个公共自行
车网点，投放６３２０辆自行车，完成年度
目标。

（９）目标：建设６０公里城市绿色步
道示范段。完成情况：完成绿道一期示

范段滨江段、共富新村段、顾村公园等项

目６０公里城市绿色步道，完成年度
目标。

（１０）目标：推进“一村一居一舞台”
建设、学校体育场地灯光工程和社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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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运动场改造。完成情况：庙行实验学

校和罗泾中心校完成项目施工建设，泗

塘中学于１２月２５日前完成；三片社区
公共运动场更新维修任务完成年度目

标；完成２０个“一村一居一舞台”项目工
程建设，完成年度目标。 （包　晗）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１６次 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第１１７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政府系统运行目标管理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区政府工作目标安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三治两去”补短板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５年国资委归口企业经营者薪酬分配的情况汇报

２月２日

第１１８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５年度市民服务热线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行权责清单制度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调整本区新被征地人员相关政策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起草《宝山区企业住所登记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２月１９日

第１１９次

一、听取关于张江高新区宝山园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今年区“两会”期间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５年度第八次、第九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顾村镇动迁安置房４号地块建房协议价格核定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解决顾村上坤公园华庭项目信访问题申请区维稳金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干部违纪案件处理的情况汇报

第１２０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６上海樱花节筹备及安保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关于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的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终止筹备宝山融资担保公司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第１２１次

一、听取关于加快建设宝山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市拨教育费附加转移支付资金计划安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５年退役士兵安置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中集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关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开展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全面核查工作的情况汇报

第１２２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５年度宝山区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预安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经营性用地土地储备和出让计划编制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非城市建设区减量化工作计划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规划编制及管理工作计划的情况汇报

第１２３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行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开展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工作及经费预算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推进深化区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制度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我区对口支援“自选动作”项目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与上海均瑶（集团）合作办学的情况汇报

第１２４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本区农业农村工作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我区实施本市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盘活低效存量工业用地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度区“１＋９”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编制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６年度第一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与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与建行上海市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第１２５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上海农商银行全面战略合作有关事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干部违纪案件处理的情况汇报（区监察局汇报，１５∶３０－１５∶５０）

５月３日

第１２６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的实施意见》和《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若干

扶持办法》制定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５年度部卫片执法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今年本区防汛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５＋１”排水系统建设推进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编制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经营性用地土地储备规划的情况汇报

５月２０日

第１２７次

一、听取关于“本市落实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本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近期招生入学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大场镇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５０－０５（南大一期Ｄ２地块）和４９－０４（南大一期 Ｄ３地块）动迁安置房建房协议价
格核定工作的的情况汇报

６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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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２８次

一、通报上海市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推进大会的精神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上半年消防重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６年度第二次、第三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落实宝山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行动道路设施完善费用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进一步推动本区房屋管理、绿化市容等管理队伍下沉街镇调整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杨行镇杨行老集镇杨泰路西地块“城中村”改造项目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区吴淞转型办２０１６年工作经费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１日

第１２９次
一、听取关于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七届人大八次会议以来代表建议办理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委党校会议中心改造方案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８日

第１３０次

一、听取宝山区政府系统运行目标管理关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宝山区政府系统运行目标管理关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区政府十大实事项目完成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信息化专项资金项目实施计划》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本区征地养老生活费标准调整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庆祝建军８９周年双拥系列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７月６日

第１３１次

一、听取宝山区政府系统运行目标管理关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重大产业项目和重大建设工程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５年区本级决算及２０１６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５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情况汇报

７月１２日

第１３２次
一、研究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听取宝山区政府系统运行目标管理关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三治两去”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６年度第四次、第五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７月１９日

第１３３次

一、听取关于《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规定》修订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度下半年政府投资项目调整计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地方政府债券额度分配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拟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设施农用地备案、管理的操作办法》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继续开展宝山区工业用地调查工作和２０１６年度公告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更新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积极对接遨问创业投资基金打造宝山新材料产业高地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区公安消防支队指挥中心升级建设、特种车辆及装备采购等相关经费申请事宜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干部违纪案件处理的情况汇报

８月３０日

第１３４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落实区七届人大五次会议０３号议案决议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我区实施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改造项目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向松江区调剂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安排区人大办增拨选举经费的情况汇报

９月１３日

第１３５次

一、传达全国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６年度第七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拟定《宝山区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完善区与镇增值税收入划分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系统优化升级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推进本区征地养老人员区级统筹管理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区廉租住房转化动迁安置住房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审议《宝山区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组建宝山交通管理辅警队伍相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我区与九院开展医疗卫生合作的情况汇报

９月２３日

第１３６次

一、传达贯彻市政府工作会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贯彻落实１０月９日本市房地产市场监管专题会议精神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第三次农业普查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大场镇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０６－０４、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０９－０４、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１０－０４地块动迁安置房建房协议价
格核定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调整部分配建保障性住房用途及房地产权利人并向市住建委申请备案发函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市政府常务会议关于本市电子政务云建设及协同办公工作方案和本区落实情况的汇报

八、听取关于实施区卫生计生系统紧缺人才住房补助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石洞口污水处理厂征地劳动力信访问题拟处理方案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区检察院、区法院薪酬制度改革后调整人员经费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区政府党组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０月１４日

第１３７次

一、部署２０１７年度政府目标管理立项工作
二、听取关于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６年度第九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农民易地集中建房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报批２０１６年宝山区１１幅闲置土地处置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政府系统办公协同平台架构设计方案》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发放征地养老人员２０１６年度一次性节日补助有关情况的汇报

１０月２８日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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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３８次 一、听取关于对标市委绩效考核指标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尽快落实轨交１５号线２４０套安置房源收购资金的情况汇报 １０月３１日

第１３９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区本级财政调整预算的情况汇报
二、关于宝山城市工业园区锦秋路北侧地块动迁安置房建房协议价格核定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关于宝山城市工业园区陈广路东侧地块动迁安置房建房协议价格核定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研究区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

１１月８日

第１４０次

一、传达学习市长杨雄同志来区调研讲话精神

二、听取关于开展本区２０１７年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和年度计划研究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目标进展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６年度第十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市规土局要求配合划定省级永久基本农田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经营性用地底价及出让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国权北路建设与杨浦区投资分工协议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中国电信上海分公司签订推进“魅力滨江智慧宝山”建设信息化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中国移动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互联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临港集团签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十二、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

汇报

１１月２５日

第１４１次

一、传达关于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来上海开展环保督察有关要求及进一步做好本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研究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三、研究２０１７年全区中小河道整治工作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７年预算（草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编制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推进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新增用地需求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宝山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以奖代补”操作办法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动迁补偿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申请吴淞转型地区２０１６年度规划经费的情况汇报
十二、听取关于拨付宝钢发展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财政扶持资金的情况汇报
十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区对镇转移支付的情况汇报
十四、听取关于上港集团军工路地块“退二进三”项目办理土地出让的情况汇报

十五、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８日

第１４２次

一、听取关于区七届人大八次会议代表建议复查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６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及２０１７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征集立项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２０１６年度第十一次联席会议会审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推荐我区申报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重点项目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集建区外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及土地复垦工作实施意见的补充意见》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建议变更“宝山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项目建设方式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实施宝山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贯彻落实薪酬制度改革意见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申请补建宝山区商品房小区维修资金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１５日

第１４３次

一、听取关于密山东路５１８号零星工业用地盘活转型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绿地附属设施擅自改变用途自查整改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邮轮港公司近期拟投资项目（参股投资成立“中船邮轮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暨首期发行“豪华邮轮产

业发展基金”项目、参股上海江瀚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宝杨路圈围地块商办楼项目、参股成立上海邮轮

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政府与百联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政府与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冶上海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区委老干部活动中心装修工程经费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干部处分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２９日

第１４４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７年区政府系统目标管理立项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７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拟投资设立上海临港新业坊城工科技有限公司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落实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罗店大居市政配套设施过渡期临时养护费用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罗店大居土地征收费用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调整宝山区创业政策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区政府与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宝山生态专项建设工程动迁补贴及特定目标奖励方案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宝山区生态专项工程及顾村公园优化调整相关事宜的情况汇报

１月５日

第１４５次
一、学习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二、学习传达贯彻上海市加强综合交通管理依法整治交通违法行为推进大会精神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农民易地集中建房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１月１１日

（包　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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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新农村建设工作以
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

工作主线，全年区级财政支持“三农”

（农村、农业、农民）工作及新农村建设

方面投入达到 ２２８５２５４２万元，比上年
增加２６１０２２４万元。

■保障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　落实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村级运转保障机

制的实施意见》，对２０１５年度村集体经
济收益低于相关标准的行政村，根据村

基本农田面积和农业户籍人口划定标

准，实行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财政保

障。年内落实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财

政保障补贴资金２５５５万元。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年内推进１６４户
农村村庄改造项目建设，范围涉及月浦

镇２个村的８个自然宅。至年末，全区
累计完成３００个自然宅、１４１９６户改造。
通过墙面白化、道路硬化、村宅绿化、河

道美化、环境洁化、污水净化等一系列措

施，使农村地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展现

出农村田园风光和江南水乡风貌。推进

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罗泾镇花红村被

评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推进农村村庄改造长效管理　按照
《关于宝山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

意见》，落实区级村庄改造长效管理考核

工作。区农委（区新农办）与区财政局

等部门对各镇村庄改造长效管理工作进

行两次考核。区、镇两级财政根据考核

结果下拨财政奖补资金，标准为每户每

年１０００元，其中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管护资金每户４００元，其他村宅内绿化、
道路、桥梁、公共设施等管护资金每户

６００元，全年内落实村庄改造长效管理
资金１１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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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城乡居民统一的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优化农村居民中途

参保流程，至年末，全区参加城乡居民医

保１９７６万人，其中应参保的农村居民
为１７万人，达到应保尽保。加强征地
养老人员保障，全区征地养老人员月生

活费标准提高到 １６２０元，比上年增
长９５％。

■开展文化“三下乡”活动　年内继续
实行文化“三下乡”活动，宝山沪剧团送

戏下乡现场演出１００场，电影下乡累计
放映 １５００场，全年送图书下乡 １２万
册。 （郭华曦）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概况　２０１６年，编制完成“滨江地区
发展十三五规划”“邮轮产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后续

工程、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等重点

项目建设，成功出让宝杨路圈围地块。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年接靠邮轮４７１艘
次，接待出入境游客２８４７万人次，成为
全球第四大邮轮母港。举办“２０１６上海
邮轮旅游节”和“２０１６Ｓｅａｔａｒｄｅ亚太邮轮
大会”等系列重要活动。

■邮轮滨江带“十三五”规划落地　年
内编制完成“滨江地区发展十三五规

划”“邮轮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并对外

发布。“滨江地区发展十三五规划”提

出，要打造融合公共服务、商业办公、文

化娱乐、旅游休闲、生态居住等多种功能

于一体的绿色滨江新区和世界著名的邮

轮新城。“邮轮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提出，要将宝山地区的邮轮服务及相关

配套产业发展提升至全国领先水平，成

为上海打造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重点功

能板块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主要功能

载体。

■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后续工程　
７月完成水工部分，１１月３０日开工新建
客运大楼与引桥，邮轮港岸电项目一期

于７月向邮轮试供电。后续工程计划于
２０１７年底建成，２０１８年具备四船同靠运
营能力。

■推进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　
按照“三年现雏形，五年出形象”建设目

标整体推进建设，年内完成防汛堤、雨水

泵站、体验馆等项目，全面推进住宅、规

划道路、公共绿地、１１０ＫＶ变电站、幼儿
园等基础设施和功能板块，长滩音乐厅

方案向全球征集，０６地块部分住宅结构
封顶，累计完成投资约５４亿元。

■宝杨路圈围地块出让　绿地集团以底
价８０１亿元竞得友谊路街道宝杨路码
头圈围地区ＳＢ－Ａ－３单元 Ｂ－３、Ｂ－４
地块。地块东至长江堤岸、南至长江堤

岸、西至吴淞口路、北至宝杨路客运码

头，规划用途为商办、港口码头用地、餐

饮旅馆业用地，占地面积４６８８４３平米，
其中Ｂ－３地块容积率３５，Ｂ－４地块容
积率３０。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运营保持快速增长
　全年接靠邮轮４７１艘次，接待出入境
游客 ２８４７万人次，分别比上年增长
６９％和８７％，继续保持亚洲第一，同时成
为全球第四的邮轮母港。歌诗达“幸运

号”和地中海“抒情号”两艘新母港邮轮

进驻吴淞口运营。进一步完善邮轮运营

保障机制，成功处置“４月１３日 ～１４日
大雾封港”“海洋水手号１５５小时超长
时间延误”等突发事件，创造８５分钟完
成３５２１人入境通关手续办理的吴淞口
最快通关记录。

■提高邮轮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　在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境和入境大厅各建成

８条共１６条自助通关通道，打造全国首
条邮轮自助通关系统，自１月起实现自
助通关。１月３０日，实施有关外国人过
境上海、江苏、浙江１４４小时免签政策。
１０月１日，实行外国旅游团乘邮轮由上
海入境１５天免签政策。

■举办２０１６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　
１０月１１日～１３日，２０１６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
轮大会在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副

市长赵雯出席开幕式。大会由宝山区人

民政府、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共同主办，由

吴淞口邮轮港公司、上海国际邮轮经济

研究中心、ＳｅａｔｒａｄｅＵＢＭ联合承办。大
会以“开创国际邮轮经济的中国时代”

为主题，举办开幕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下的中国邮轮市场论坛、上海中国邮轮

旅游发展实验区论坛、中国邮轮市场的

展望———来自市场前沿的声音论坛、亚

太邮轮地域版图论坛、邮轮国际学术论

坛、港口环境论坛、邮轮港 ＣＥＯ论坛和
邮轮建造、设计、维修 ＆技术服务论坛
等系列专业论坛，组织宝山一日游、浦江

夜游等活动。大会期间，“上海中船国际

邮轮产业园”揭牌成立，《邮轮绿皮书：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６）》中英文
版和２０１６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邮
轮经济专项课题正式发布。

■“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揭牌　
１０月１２日，副市长赵雯、中船集团总经
理吴强在２０１６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开
幕式上为“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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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这是中国首个国际邮轮产业园

区，将为中国打造豪华邮轮提供制造、运

营、配套等服务，引进各类邮轮制造相关

企业。

■举办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论
坛　２０１６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期间，
宝山区邀请市发改委、市交通委、市旅游

局、口岸查验单位、邮轮企业、港口企业、

高校、研究机构的领导和嘉宾，以圆桌会

议形式，围绕“区港联动”制度创新主题

作深入交流和探讨，共商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联动上海自贸区发展路径。

■推动邮轮企业落户宝山　年内，环宇
领先邮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地中海

邮轮船舶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长

江力索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吴淞口

邮轮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邮

轮旅游服务中心、上海大程邮轮旅游有

限公司等邮轮相关企业相继落户宝山。

（刘晓军）

监察与纠风
■概况　年内，区监察局围绕区政府中
心工作和目标管理任务，按照“转职能、

转方式、转作风”要求，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协同推进政府目标管理试点工作，落

实监督责任，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对

发现的问题严格落实责任追究，保障区

政府目标管理廉洁高效运行。强化问题

处理，聚焦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依托区纠风

监督网上平台，通过明察暗访、跟踪督办

等多种方式，继续对区“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
热线、“百姓连线”等渠道收集的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督办，强化对责

任部门处理群众诉求的过程和结果

监督。

■协同推进政府目标管理试点工作　立
足监督职能，协同推进区政府运行目标

管理试点工作，对各单位目标管理推进

情况开展协同督查，强化对政府目标管

理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对各单位目标管

理推进情况进行不定期分析研判，重点

关注各单位任务推进和完成情况，全年

未发现严重滞后情况。组织区特邀监督

员参与区政府十大实事项目年中推进情

况实地督查，实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

■加强行政监察和效能监察　围绕区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五违”整治）中违法

用地、违法建筑整治等工作重点开展行

政监察。制定并下发《宝山区纪委监察

局关于加强监督执纪问责保障区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全区

纪检监察组织主动作为、加强履职，发挥

好服务保障作用。调研走访区“五违”

整治工作重点部门，对各街镇园区开展

督查，主动了解“五违”整治推进情况和

推进中存在的难点，重点关注干部违规

违纪问题，并督促各街镇园区纪检监察

组织主动对接“五违”整治工作。全年

对全区街镇园区的２３片“五违”整治地
块开展督查，并对区“１２３４５”、区特邀监
督员反映的违法搭建拆除不力等１０余
起个案进行重点督办，并形成４期监察
专报报区领导，对“五违”整治中发现的

２起基层党员违纪问题，严肃追究相关
责任。

■强化行政问责　对相关部门和责任人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不作为、乱作为、慢

作为等问题，从建章立制和追责两方面

加大问责力度。健全完善问责制度，制

定《宝山区监察局参加生产安全事故调

查处理的实施办法》。参与开展安全生

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主动配合市监察

局对“１·１３”宝山工业园区内上海志卓
成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发生的重大生产

安全事故开展调查取证、责任追究等工

作，对在该事故中履职不力的１名处级
干部、１名科级干部进行问责。会同区
安监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２１
起安全生产事故开展调查，分析和查找

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

节，督促职能部门认真履职。做好

“１２３４５”久拖未决的３３件典型案例的跟
踪督办工作。发挥区纠风监督网上平台

功能，督促职能部门及时受理处置群众

反映的问题。至年末，区纠风监督网上

平台共收到群众诉求 １０８件，办结率
９６３％；“百姓连线”共播出４６期，受理
听众来电反映问题３３个，微博反映问题
１２９个，答复率均为１００％。同时配合市
监察局、纠风办做好群众身边的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的调研工作。 （方继红）

政府法制
■概况　２０１６年，政府法制工作按照市
政府《关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本市进一
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立足

为全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滨江新城区提供

良好的法制保障。率先完成组建全市第

一家区级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库，其中１５

名成员被聘为区政府兼职政府法律顾

问，聘期三年。全年收到行政复议案件

１１８件，作为被告应诉行政诉讼案５３件。
严格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向市政

府法制办报备区政府规范性文件４件。
参与审核房屋司法强制执行“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情况说明”１８份，审查违法建
筑强制执行申请１５件。开展行政执法
人员全面清理，注销行政执法证５７５张，
全区持有有效上海市行政执法证的执法

人员共１９１８人，人数居全市第二位。夯
实基层执法基础，组织旁听法庭庭审，开

展疑难案件研讨，推进基层依法行政。

落实新上岗执法人员培训考核和资格审

查制度，组织４０名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新
上岗人员基本法培训考试。

■组建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库　７月 １２
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兼职政府法

律顾问聘任仪式”举行，标志宝山区率先

完成组建全市第一家区级兼职政府法律

顾问库。第一批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库由

５９名专家、学者、律师以及１７家律师事
务所组成，其中１５名成员经严格选聘程
序后被聘为区政府兼职政府法律顾问，

聘期三年。

■行政复议案件办理　年内新收行政复
议申请１１８件，依职权受理１０１件，不予
受理 １５件，以转送等其他方式处理 ２
件。审结的１１０件案件中（含上年度结
转２５件），决定维持或驳回申请人复议
请求７７件，驳回申请人申请１３件，决定
撤销行政行为９件，因申请人自愿撤回
申请或和解而终止审理１０件，经和解调
解终止１件，纠错率为８１８％，比上年下
降２３５％。代理以区政府为被申请人，
受市政府行政复议审查案件９件，其中
维持区政府行政行为 ７件，确认违法 １
件，未审结１件。

■行政诉讼案件应诉　代理区政府应对
行政诉讼案件５３件，其中为具体行政行
为做出机关参加应诉案件１０件，做出复
议决定后为共同被告参加应诉案件 ４３
件。经审理后，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

请求３１件，撤销并责令重新做出具体行
政行为４件，裁定驳回原告起诉４件，准
予原告撤诉５件，未审结９件。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做好年度区
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相关工

作，向市政府法制办报备区政府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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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本区被征地人员相关政策的通知》《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本区征地

养老人员区级统筹管理工作的通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

山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

山区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４
件。经审查，准予备案１件，其余３件未
审结。对１２件区政府工作部门文件以
及《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等３１件
法规、规章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日，中央信访工作督察组在庙行镇开展实地督察 区信访办／提供

■审查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及违法建筑强
制拆除　审查申请对房屋司法强制执行
搬迁报送区法院的相关材料，和被司法

强制执行搬迁房屋所在街镇、区房管局

联合盖章确认的“对房屋实施强制执行

搬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说明”共１８
份，参与对５户房屋征收司法强制执行
搬迁工作（其中大场镇 ２户，庙行镇 １
户，顾村镇１户，吴淞街道１户）。收到
拆除违法建筑强制执行申请１５件，其中
受理拆除违法建筑强制执行申请并发出

“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限期拆除

违法建筑公告”１０件，作出“强制拆除违
法建筑决定书”“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

定公告”５件。

■推进基层依法行政　健全各街镇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法制培训等工作机制，

夯实基层执法基础。顾村镇成立法制

机构，其它街镇建立由办公室总牵头，

司法所及相关业务科室、兼职法律顾问

单位（律师事务所）配合的工作机制，明

确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法制培训

的职能机构，理顺法制工作条块对接关

系。组织区相关职能部门及街镇执法

人员３０余人到区法院参加旁听庭审，
现场观摩海域笙晖业主朱某等人诉区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规划行政批准一案

的审理过程。通过专题会议、走访调

研、报告会等形式，开展疑难案件研讨，

加强工作指导，帮助基层提高执法能力

和执法水平。

■开展行政执法人员清理　开展行政执
法人员全面清理，经清理后，全区执法单

位总数５３家，其中执法单位性质的行政
机关４３家，参公事业单位７家，非参公
事业单位５家。全区持有有效上海市行
政执法证的执法人员共１９１８人，注销行
政执法证５７５张。委托普陀区电视大学

对区新上岗执法人员开展基础法律知识

培训，４０名执法人员参加培训并通过考
核，合格率 １００％。考试合格者按证件
申办审查程序，申领“上海市行政执

法证”。 （张洁蓉）

信访
■概况　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以开展“信访
规范建设深化年”活动为载体，坚持“案

清事明”理念，压实工作责任，规范信访

基础业务，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全

年共接收群众信访总量７３７９件，比上年
下降１４４％。其中：来信１５９０件，与上
年基本持平；来访２７２１批、６５１７人次，分
别下降１９％、８４％；网上信访３０６８件，
下降１３３％。

■中央信访督察组到宝山督查　６月２
日，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司长林完红

带领中央信访工作第六联合督察组一行

４人到宝山开展实地督察，市联席办、市
信访办主任王剑华陪同督察。区委书记

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全程参加督察。

督察组通过听取信访工作情况汇报、面

对面约谈信访群众、到庙行镇综治信访

接待室实地查看工作开展情况等，客观

评价宝山在贯彻落实信访工作制度改革

各项措施上的工作成效、不足和努力

方向。

■落实分级分责解决信访矛盾制度　压
实区各单位、各部门业务分管领导和业

务部门责任，加强对分级分责交办件的

全过程跟踪、协调和督办。全年区层面

办理市下发分级分责联合交办件２件，
化解率１００％。区委常委会研究的１５件
突出群体性矛盾和列入区攻坚的２６件
突出矛盾按照分级分责的要求推动解

决，石洞口污水处理厂征地人员养老金

问题、恒高变电站建设、经纬城市绿洲等

小区居民入学入园矛盾等突出集访矛盾

得到有效化解或缓解。

■限时办理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信访件
　中央环保督察组在沪期间，区成立信
访、环保联合办公室，专门办理上级转交

办宝山区信访件。按照规定时限（一般

信访件３个自然日、疑难件５个自然日
办结），完成环保督察期间的信访交办件

办理工作。１１月２８日 ～１２月２８日，宝
山区共收到并按时办结环保督察信访交

办件 ２１９件（其中重点督察关注件 ４８
件），办结率 １００％，办理总数列全市第
二位。

■对接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上海分系统　
全面对接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上海分系

统，把来信、来访、网上信访等渠道受理

的信访事项全部登记录入新系统，通过

月通报、季讲评、半年总结、全年考核，推

动形成从信访业务登记、受理、办理、答

复、送达、督查督办等“六大环节”工作

闭环，做到信访信息全录入、业务全流

转、数据全生成、办理全公开。

（陆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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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人才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人事人才工作围绕
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优化人才发展环

境，做好人事人才公共服务。加强公务

员队伍建设，规范招录、选拔任用等工作

制度。开展各类培训，加强公务员道德

建设。加强薪酬福利管理，推进事业单

位实施绩效工资。全年办理上海市居住

证积分１４１１２人，办理人才引进 ３４人，
居转户（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

上海市常住人口）７７１人，夫妻分居解困
３９人。年内，区人才服务中心获２０１６年
度上海市“大学生就业服务奖”、２０１６年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集体称号。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宝山区举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入职宣誓仪式 区公务员局／提供

■公务员招录　完成６２名新录用公务
员公开招录工作。其中：公务员２９人，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３３人；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１７人；录用具有
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３６人。在
对全区公务员队伍状况和各单位人员结

构比例进行调研和分析基础上，按照“注

重结构、留有余编、紧缺急需”原则，严格

确定招录职位数量，审核招录职位简章，

完成２０１７年公务员招录计划编制工作。

■公务员培训　根据市公务员局培训计
划要求，结合宝山区实际情况，年初制定

印发“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公务员培训计
划”。７月２９日，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厅
举办宝山区第二期“科长讲坛”活动。

活动以“我们在行动———聚焦五违整治、

补齐发展短板”为主题，结合全区“三治

两去”（治违、治堵、治污、去火灾隐患、

去低效产能）各项补短板工作，促进科级

干部能力提升。来自街、镇、园区和机关

的２００名科长作交流发言。９月８日 ～
１３日开展 ２０１６年新录用公务员“入区
培训”，围绕区情介绍、作风锤炼等内容，

采取课堂教学、队列训练、交流讨论等培

训形式，使新录用公务员尽快转换角色、

了解区情、适应岗位。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　按
照市公务员局相关政策规定，在各街镇

及相关基层执法单位组织开展职务职级

并行工作，共涉及１７家单位４３３人。启
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改革工作，在

区城管执法、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执法队

伍中率先启动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管

理改革试点工作。牵头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指导参改单位完成入额套改、首次晋

升、制度建设，组织开展入职宣誓仪式。

制定宝山区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绩效考核

奖金方案，指导区城管执法局、区市场监

管局制定系统内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绩效

考核奖金方案。

■助推群团改革　根据市委组织部、市
公务员局关于群团机关改革的相关要

求，配合完成市相关单位人员下沉接收

工作。市总工会４名人员下沉到宝山区
４个镇工会，市妇联 １名人员下沉到宝
山区妇联。同时，配合开展市第一次群

团机关遴选工作，区总工会、团区委、区

妇联各遴选１人。

■建立“新录用公务员成长纪实档案”
网站　开发、建立“新录用公务员成长纪

实档案”网站，跟踪记录新录用公务员基

础信息、工作表现、能力特长、个人风采

等情况，着力公务员源头管理，为青年干

部选拔、交流提供第一手“新鲜”材料。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考核　年内制
定下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５年新录用公务员
试用期满考核及任职定级工作的通知”，

做好２０１５年７９名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
满考核及任职定级工作。完成２０１５年度
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工作，指

导推进年度考核，做好奖励表彰工作。全

区科级及以下公务员（含参公人员）共４８０
人获考核优秀，其中记三等功２７人（机关
２１人、参公６人），获嘉奖４５３人（机关３２６
人、参公１２７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
度考核优秀２４６９人。继续推进平时考核
工作，梳理各街镇平时考核开展情况，形

成书面调研材料上报市公务员局。

■事业单位招聘与管理　全年开展两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上半年推出岗

位９８个，招聘９３人；下半年推出岗位６９
个，招聘７９人。配合区民政局完成社区
工作者招聘工作，上半年共推出岗位７９
个，招聘 ２１４人；下半年推出岗位 １１３
个，招聘２６２人。完成宝钢专项招聘社
区工作者３０人。

■军转干部安置与管理　完成年度军转
干部安置工作，安置营及营以下和专业

技术干部６人，接收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１６人。完成１８名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身
份认定工作，做好档案审核、办理社保补

助津贴等工作。春节前走访部分困难军

转干部，全年共走访慰问４０名困难企业
军转干部、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完成全区
事业单位行业分类调整，核定各事业单

位２０１６年度绩效工资总量。配合区教
育局，完成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对宝山区

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工作实施情况

的专项督导调研工作。配合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会同区卫计委研究推进下属

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会同区卫计

委，完成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对宝山区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试点

专项检查。

■完善社区工作者薪酬　按照全市统一
部署，制定宝山区社区工作者薪酬调整

方案，会同区民政局、区社建办、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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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联合下发《关于完善宝山区社区工作

者薪酬激励机制的通知》，明确薪酬水

平、薪酬结构、调整时间以及工作要求。

■开展工资薪酬日常相关工作　根据市
委、市政府统一部署，调整宝山区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家基本工资、津补

贴。根据２０１５年度个人考核结果，完成
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津补

贴正常晋升工作，以及发放全区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优秀个人奖励和公

务员年终一次性奖金。按照上海市要

求，组织完成工资年报审核、汇总、分析、

上报。完成全区２０１５年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年休假补偿工作。

■配合开展相关薪酬福利改革工作　配
合区法院、区检察院开展薪酬制度改革；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公务用车制度、住房

补贴制度等改革工作；配合区社保中心，

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制度改

革相关政策培训。

■疗休养及健康体检与退休人员管理　
组织完成２０１６年度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在
职人员基地健康体检，共计５６５２人次。
完成２０１６年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干部春
节前“冬送暖”慰问活动，惠及 ４７９人。
组织区退休干部文艺团队参加“２０１６年
上海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迎春联欢

会”演出。１０月９日，组织４５０名退休干
部召开敬老节电影招待会。组织区退休

干部参加“与中国梦同行、绽放金色愿

景”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敬老节摄

影展，获二等奖１个、三等奖２个、优秀奖
１个、入围奖５个。加强区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活动分中心管理，做好区处级退

休干部订报等日常管理工作。

■优化人才服务政策环境　审议出台
《宝山区关于加快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

实施意见（试行）》。与区委组织部、区

卫计委共同研究拟定《宝山区卫生计生

系统紧缺人才住房补助办法（试行）》。

开展人才租房资助工作，对２０１４年度、
２０１５年度受资助对象２３２人开展年度考
核，２０１６年度优秀人才３３４人申请租房
资助，全年资助资金共计９４０３１万元。

■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组织召开宝
山区人才工作重点项目评审会，１７个人
才工作重点项目参与评审，其中区卫计

委申报２个项目，街镇、园区所属企业申

报１５个项目，全年资助资金 １２９２４万
元。组织开展大学生创新见习相关工

作，７月１５日，召开宝山区大学生创新
见习基地工作动员会，５９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共招录１２４名在校大学生开展见
习。组织开展选拔推优工作，推荐上海

凡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参加“国家级专

家服务基地”申报，推荐天古数码艺术设

计（上海）有限公司参加“人社部专家服

务基层项目”申报；推荐２人参与“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美钻能源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的张鹏举入选；推荐１
人参与“第八批上海领军人才‘地方队’

培养对象中期考核”，上海钢联电子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的朱军红获评中期考核优

秀；推荐３人参加“上海领军人才”选拔，
推荐５人参加“上海市高层次人才评审
专家”选拔。

■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组织区域１５家
重点企业，分别参加“上海市应届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首场招聘会”和“上海春

季人才交流洽谈会暨长三角地区高校毕

业生就业招聘会”；组织区域５家重点企
业参加“重点企业赴外省市高校招聘”

活动。联合区教育局组织１６０家单位举
办春季、秋季两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

才专场招聘会，联合区卫计委组织２４家
医院举办“卫生人才春季专场招聘会”，

联合区国资委组织８家重点国有企业举
办“宝山区区属重点国有集体企业人才

招聘会”。联合区行政学院举办“宝山

区企业人力资源总监研修班”，６０余家
区域重点企业ＨＲ参加培训活动。培训
以“聚焦人才新政，把握双创机遇”为主

题，邀请市、区相关领导和行业专家进行

授课，培训内容包括市、区科创中心人才

新政、宝山区“十三五”规划、张江宝山

园政策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务等。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全年办理上海市
居住证积分１４１１２人，户籍人才引进３４
人，市局批准居转户７７１人，夫妻分居解
困３９人。新增档案 １２１９份，转移档案
８３１份，库存档案１０７６１份。为４６６家事
业单位办理聘用合同登记１４８５份，为３３
名非编及２３６名公安、法院和检察院派
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等。累计办理个

人求职登记 ２３１人。委托招聘单位 ６６
家，委托招聘岗位１６４个。做好全区２９
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才中介证日常管

理和年检工作。做好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受理工作，共受理上海市工程

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材料１３人，
上海市工程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材料６６人。

■建立邮轮博士后工作室　１２月１２日，
经上海市博士后工作办公室批准，在“区

校企”三方协同推进下，宝山区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海事大学博士后流动

站联合建立上海市首家以邮轮研究为主

要方向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工作室，

工作室主要围绕邮轮项目开展博士后科

研、邮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

■开展“三支一扶”工作　落实上海市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指大学生毕业

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

贫工作）计划。经公开招募选拨、岗前培

训和入区培训，共２５名“三支一扶”大学
生到８个街镇及４个学校从事支农支教
工作。开展“青春飞扬支扶行，奉献基层

展初心”主题系列活动。７月３０日联合
淞南镇教委举办“童心永向党，共筑中国

梦”暑期小老师活动，９月１１日组织开
展“支扶体星”羽毛球比赛，１０月３１日
组织到宝山区美庭阳光敬老院开展“情

暖耋耄”———送暖敬老院活动。开展上

海市“支扶学子看农村”系列课题调研

活动，指导区“三支一扶”大学生完成４
篇课题调研报告。其中：“关于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安装覆盖率现状及未来发展建

议———以友谊路街道为例”获２０１６年度
上海市“支扶学子看农村”系列调研课

题一等奖，“关于社区居委学习点发展现

状及未来发展若干建议———以大场镇为

例”获二等奖，“关于小学课堂教学模式

改革情况的调研及分析———以月浦镇安

南学校为例”及“关于历史古镇保护与

发展的探讨和建议———以罗店古镇为

例”获三等奖。做好“三支一扶”推优工

作，淞南镇评为上海市“三支一扶”工作

先进单位；杨立柱评为上海市优秀“三支

一扶”带教老师；张炜、叶红评为上海市

优秀“三支一扶”大学生。 （祁南方）

社区建设和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
室（以下简称“区社建办”）贯彻落实市、

区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文件精神，牵头推进“１＋６”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优化镇域治理，引

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加强为民服

务，制定形成“居民区为民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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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１５项具体工作。全面推广使用社
区信息管理系统三期（居民区工作电子

台账３０版），为居委会为民服务工作提
供信息支撑。探索实施“社区微实事”

工程，使群众迫切需要、热切关注的民生

小项目以最佳途径落地、最快速度见效。

■推进“１＋６”工作　明确责任分工，牵
头召开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

大会，建立“双推进、双督查、双考核”

（双推进：区委书记亲抓直管，分管领导

专题落实；双督查：区社建办每月重点跟

踪督查，区委督查室每季度专项督查；双

考核：区委专项考核工作任务，委托第三

方评估考核群众满意度）的工作体系，下

发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表彰 ２０１５年度优
秀基层工作案例。加强推进落实，及时

编写工作专报，传达市最新精神和工作

要求。会同区编办多次召开理顺条块关

系、加强条块对接专题会议。会同区委

办、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开展党建引领

基层自治共治专题调研。配合区住房保

障局推动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年度任务按

时按质完成。加强督查考核，每月跟踪

工作推进情况，每季度形成督查报告。

制定年度专项考核方案，设置加分项目，

专门考核群众满意度和创新特色工作。

联合高校开展“１＋６”工作评估，重点测
评群众满意度，将评估结果作为考核依

据。宣传亮点工作：６月５日，解放日报
头版头条刊登“宝山区创新管理专治

‘踢皮球’”；６月６日，新民晚报头条报
道“动迁农民‘开荒种菜’收获快乐———

宝山区罗店镇破解大型居住社区接管难

题”；６月９日，文汇报整版报道区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组织人事报刊发

“顾村镇菊泉基本管理单元创新社区多

元共治服务体”，并被市委、市政府简报

录用。组织参与“上海市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治理优秀案例征集活动”，吴淞街道

“让阳光照进那些孤独的心灵”等７篇案
例入选。依托“宝山微社区”，５月～８月
开展聚焦“１＋６”街镇（园区）微信专题周
活动，共享一批可推广的基层治理经验。

■优化镇域治理　打造镇管社区升级
版。联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开展镇管社

区工作调研，指导各镇针对商品房、老旧

房、保障房、农民动迁房等不同类型社区

开展分类治理。启动品牌培育计划，培

育“３６５”（设置“３６５智慧社区活动室”，
“小平台”助力构建熟人社区；组建“３６５
社区便民服务社”，“小队伍”弥补公共

服务不足；成立“３６５和睦调解工作室”，
“小圆桌”助力解决邻里矛盾）、“新民联

盟”“邻里守望”“舒馨家园”等镇管社区

品牌。做实基本管理单元，从“组织机

构、资源配置、自治共治、网格管理、服务

项目、运行机制”等６个方面入手，做实
“基本管理单元”。共泰、菊泉、美罗家

园、大华４个单元“３＋３”资源（社区事
务受理、社区卫生服务、社区文化活动３
个服务功能，以及城市管理、市场监管、

公安警力３个管理功能）均配置到位，并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自选配置为民服务

中心、百姓自我服务家园等公共服务资

源。４个单元的“两委一中心”（社区党
委、社区委员会、社区中心）均有效运转，

创新推出“爱心大家帮”“家门口的诊

室”“夜间错峰停车”等服务项目。申报

罗店镇古镇区域、杨行镇谊家区域、月浦

镇盛桥区域等第二批基本管理单元。

■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搭建平
台引育并举，打造社会组织发展“生态

圈”。联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开展“１＋
１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运行机制研究，推
进中心实体化运作，实施“１＋１＋Ｎ”计划
（要求每个街镇中心引入至少１个品牌
社会组织，培育至少１个本土社会组织，
开展Ｎ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和“带头人
培养计划”。推动培育本土组织与引入

品牌组织齐头并进，新培育本土社会组织

３６家，引入品牌社会组织３０家。对接需
求运作项目，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

理。组织“益路同行”供需对接会，推动

社区需求与专业社会组织服务对接。开

展社区公益服务及公益创投项目征集评

审，从１２３个项目中优选９４个落地社区，
涉及区级专项资金资助１３１７３９万元，镇
级配套资金４７７９１万元。专项资金扶持
的“情暖夕阳”“爱不孤独”“校园小农

夫”等服务项目取得较好社会效应。制

定方案破解难题，引入专业力量助力住宅

小区综合治理。会同区住房保障局、区民

政局、区财政局下发《关于在各街镇成立

物业服务指导中心的工作方案》，年内实

现街镇中心全覆盖。 （周文群）

外事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外事办围绕区域经
济重点和社会发展中心工作，落实宝山

区社会经济、社会事业、重点调研课题３
个方面出访工作计划，全面促进对外交

流合作。加强和规范出国（境）管理，优

化出访任务计划申报、经费预算、出国管

理办法。全年自组团组２６批１３７人次，
参团５２人次。提升外事服务工作质量
和水平，编制宝山区外事行政审批办事

指南，完善外事业务流程，协调配合兄弟

单位，指导基层单位做好全区外事接待、

对外宣传、涉港涉澳、国家安全、境外人

员管理、防毒禁毒防邪教等各项涉外工

作。年内申报的歌诗达公司 ＣＥＯ莫兴
萃先生获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白玉兰纪念
奖。区青少年科技指导站朱辰欢作为中

国航天模型代表团成员赴乌克兰参加航

空模型航天项目世界锦标赛。区少年儿

童业余体育学校组队参加１１月在悉尼
举行的２０１６年“考拉杯”击剑挑战赛。
区第二中心小学参加第三十七届世界头

脑奥林匹克决赛。

■规范出国（境）管理　完善和规范外
事组团工作程序。会同财政部门转发中

央、市财政《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

法》《因公短期出国培训费用管理办

法》，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国际旅费、城市

间交通费，以及住宿、伙食、公杂费等。

会同财政部门研究制定《因公出国（境）

报批、经费执行内部操作流程》，建立因

公临时出国计划与财务管理内部联合控

制和财务核销制度，实行一事一议专题

报告财政申请经费和费用核销办法。实

行区级出访团组经费“三统一”管理模

式，即“统一预算、统一核销、统一决

算”。加强对基层出国（境）管理指导，

强化出访团组团长负责制、团员出访承

诺制、出访团组和成员信息出访申报前

公示制度，对出访团组出访报告及公务

活动明细进行统一填写要求。探索建立

因公出国（境）团组在外情况跟踪监督、

考察培训成果共享、归国后经费实际使

用情况报备制度等，初步实现全程、常态

闭口监管。

■主要出访团组　３月，为推动邮轮经济
及衍生行业发展，推广宣传２０１６年在宝
山举行的亚太邮轮大会，区委书记汪泓率

团到美国参加 Ｓｅａｔｒａｄｅ全球邮轮盛会并
在动态解析论坛上做主旨演讲。随后到

加拿大温哥华港务局调研现代化基础设

施建设和海陆空联运网络，就邮轮港口贸

易和管理业务开展交流。５月，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静率团到匈牙利和奥地利推

介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和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开展民间艺术交流以及艺术

展品交流展出等活动。同月，区长方世忠

率团到俄罗斯、德国和比利时就最新三维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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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技术项目的引进和合作，以及科技创

新、文化开发等方面开展业务交流或项目

洽谈。区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到比利时

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现代作品展。

区文化馆到比利时参加托尔豪特艺术节

和第四十二届邦海登国际民间艺术节。

吴淞中学师生代表到德国卡尔斯鲁厄诺

伊罗伊特高级文理中学开展校际交流。

行知中学师生代表到德国黑森州雷斯曼

文理中学开展校际交流。上海大学附中

师生代表到德国潘茨伯格一级文理中学

开展校际交流。通河中学师生代表到韩

国明文中学开展校际交流。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香港九龙西区各界协会访问团到访宝山 区台侨办／提供

■接待境外主要访问团组　４月 ８日，
接待俄罗斯圣彼得堡老战士代表团到宝

山参观访问，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并邀请区内数名参与抗战的离退休老同

志与老战士代表团座谈交流。５月 １０
日，日本泉佐野市政府代表团在副市长

松下义彦带领下，以环保、旅游为主题到

宝山考察，副区长夏雨参加接待。

７月１日，美国库比蒂诺市市长代
表团到访宝山区，区委书记汪泓、副区长

周德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丽燕等

参加接待，并开展沟通交流。

８月１８日，接待毛里求斯旅游与对
外交流部副部长顾问林海岩先生一行，

区外办先期与对方就加强友好交流合作

进行初步沟通。

９月２３日，毛里求斯社会整合与经
济赋权部部长儒蓬、毛里求斯驻北京大

使李鸿剑等一行到访宝山，区长范少军、

副区长周德勋等参加接待，并就对方提

出毛里求斯兰坝河区与上海宝山区签署

结好协议进行沟通交流。

１０月 １１日，上海协和国际学校
ＤｒＭａｒｒｙＳｃｏｔｔ校长一行到宝山区考察，
区长范少军参加接待，并与对方就有关

项目合作事宜进行沟通交流。

１１月１日，日本发那科公司稻叶会
长一行到宝山区考察，区委书记汪泓、区

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丽燕、

副区长秦文波、吕鸣等参加接待，并与对

方就深化合作进行沟通交流。

１１月１２日，宝山区举办“２０１６中国
３Ｄ打印精准医疗应用高峰论坛”，比利
时驻上海总领事兰博、比利时布鲁塞尔

首都大区政府大臣乔茜乐等参加论坛，

副区长陈筱洁、吕鸣等出席。

１２月４日，美国自然医学会美国总
会副总裁一行到访宝山，区委书记汪泓、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丽燕、副区长陈

筱洁等参加接待，并开展沟通交流。

■举办“２０１６Ｓｅａｔｒａｄｅ亚太邮轮大会”活
动　（参见“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举办“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活动
　１０月１４日，“创新中国 ２０１６国际论
坛”在宝山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论坛邀请 ＧＥ、韩国三星电子、沙特基础
工业、德国菲尼克斯电气、德国博世、英

国烟草集团等１０余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的５０余名高管和近百家中国创新创业
企业参加，围绕政府在推动先进制造业

中的作用和模式，以及创新创业企业与

世界５００强等大企业合作进行开放式创
新方面展开交流。同日，宝山区与 ＧＥ、
三星、沙特基础工业共同合作参与的“遨

问二期”创投基金正式启动运营。区委

书记汪泓、区长范少军等有关区领导出

席论坛开幕和揭牌仪式。 （王　浩）

侨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侨办统筹侨界资
源，创新工作方式，加强交流合作，强化

组织保障。做好有关华侨子女入学、侨

眷身份认定、三侨生加分审批、华侨回国

定居办理等工作。稳妥处置矛盾纠纷，

全年处理来电、来信、来访３０余件，做到
件件有着落。年内，张庙街道成功创建

“全国社区侨务示范点”，区侨办、唐立

力分别获市侨务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及先

进个人。

■关注侨界民生　开展归侨侨眷困难家
庭调查，推进帮困送温暖活动，全年走访

慰问全区困难归侨侨眷６１户，送上慰问
品、慰问金６万余元。启动“关爱老侨、
共享发展”早期归侨援助项目，向９名早
期归侨代表发放首笔援助款。举行“老

归侨回家过年”活动，邀请区内３０余名
老归侨共度新春佳节。与区侨联等单位

联合举行“侨界至爱”大型医疗、法律咨

询为民服务活动，为２００余名侨界人士
及周边居民进行免费医疗及法律咨询

服务。

■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全国社区侨务示
范点”　１月１１日，张庙街道以文化建
设为引领，凝聚侨心，打造侨务特色品

牌，成功创建全区首家 “全国社区侨务

工作示范点”创建单位。

■宝山区侨商获宝山慈善之星称号　１
月１２日，２０１５年度宝山区蓝天下至爱慈
善活动在区政府大厅启动。仪式上，宣

布表彰９名宝山区慈善之星。区侨商会
会长吴蓓琪、侨商会理事朱永珍等２名
侨界人士获此荣誉。

■女侨胞座谈会召开　３月 ７日，在区
政府会议室召开“情暖三月共话发

展”———宝山区女侨胞座谈会。女侨胞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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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围绕如何在宝山“十

三五”发展大局中发挥积极作用献计献

策，共有１８名女侨胞参会。

■香港九龙西区访问团到访宝山　３月
３０日，香港九龙西区各界协会会长樊敏
华带领访问团一行２６人，在香港中联办
九龙工作部部长何靖陪同下到访宝山。

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侨办主任黄忠华

接待访问团一行，并陪同访问团参观考

察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举办侨务工作培训班　３月３０日，举
办侨务工作专题培训班，邀请市侨办国

内处处长沈洪波作社区侨务工作专题辅

导，各镇、街道、园区统战干部、统战社工

１２０人参加培训。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　３月，组织
开展“侨法宣传月”活动，共举行政策咨

询会、讲座１０３次，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５０９
件，举办侨界志愿活动１５７次，参与侨界
志愿者２３８６人次，全区侨法宣传受众达
３６７１６人。

■举办侨资企业合法经营专题讲座　４
月１８日，举办侨资企业合法经营专题讲
座，邀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俞晓红

作政策讲解。市侨商会宝山分会３０余
家会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讲座。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９日，台湾前行政机构负责人郝柏村（中）一行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区台侨办／提供

■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完成换届　６
月７日，宝山区召开基层侨务工作会议，
布置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换届工作。

７月７日，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在吴
淞工业区展示馆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理事

会第五次会议，专题研讨宝山分会２０１６
年换届工作。１２月１６日，上海市欧美同
学会宝山分会·上海宝山留学人员联合

会（简称“宝山分会”）召开第三次会员

大会，完成换届工作，１２０人与会。会长
王闽代表第二届理事会作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成员及会长、副会

长、秘书长。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张伟江，中共宝山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沈伟民等出席大会。 （唐立力）

台湾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对台工作贯彻落实
中央对台大政方针，围绕巩固深化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任务，服务宝山区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深化区各领域

对台交流合作，全年组织淞沪馆陈列改

造、教育、卫生、青联等５个团组４２人次
因公赴台考察，完成８批１１人次参加市
有关部门组团赴台交流，初审非公企业

商务赴台３５批４３人次。全年共接待台
湾重要人士和团组共计１１批１９３人次。
推动涉台宣传教育进社区、入基层，举办

台情报告会、学习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

讲话座谈会等，宣传党的对台工作大政

方针、法律法规。优化台商创业投资环

境，接待台商考察智汇园，举办台资企业

合法经营专题讲座，做好台胞权益保护

工作，处理解决各类涉台来信来访２０余
件，帮助台生解决就读问题，继续协调解

决台商李某某拆违案、日月光集团建设

项目等涉台纠纷案件。走访重点企业

１０余家，监督台资企业安全生产，促进
台商融入宝山“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宝山区台办年内获中央台办“两刊”对

台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市台联党组书记到宝山调研　１月６
日，市台联党组书记季平带队到宝山专

题调研。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吴延风会见其一行，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沈伟民参加调研。区委统战部

副部长、区台办主任黄忠华，区台联会会

长刘祖辰分别就对台、台联会工作作

汇报。

■举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 ８４周
年”系列活动　１月２８日，“纪念一·二
八淞沪抗战８４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举行。台湾亚太科技协会

监事白中琪先生向淞沪馆捐赠淞沪会战

期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使用的大刀。

活动同时邀请台湾政治大学人文研究中

心院长周惠民等１５名来自海峡两岸的
学者、文博专家及有关职能部门代表参

加“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扩建工程

暨一·二八淞沪抗战史研讨会”，围绕

“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

史上的重要性以及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改扩建二期工程进行策划、研讨。

■台北薇阁学校与吴淞中学开展友好交
流　２月２９日，台北薇阁学校校长李光
伦、太湖大学堂附属国际实验学校校长

郭晏女士等１７名台湾教师走进吴淞
中学进行互访交流。李光伦一行参观吴

淞中学道尔顿工坊，参加书鸿画社、合唱

社、澄空戏剧社、创新植物栽培社、摄影

社团等学生课堂。双方继上年结为友好

中学后，巩固互访交流成果。

■台湾各界人士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　３月１９日，台湾立法部门“民意代
表”高金素梅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４月６日，清明节之际，中华黄埔后代联
谊会会长张道宇等抗日将领后裔一行参

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共同祭奠缅怀

抗战先烈。４月２９日，台湾前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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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郝柏村一行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副区长陶夏芳陪同参观。年内，台

湾屏东县社区干部参访团、台湾桃园中

坜区里长参访团、台北市里长联谊会参

访团、台北市大同区参访团、台湾中评

社、台湾美丽岛电子报专栏作家一行等

先后参访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３月２２日，民革
宝山区委和区台办联合举办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座谈

会。区台办、民革宝山区委、区台联会等

４０余名代表参加学习座谈。会上，与会
代表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有

关对台工作重要讲话交流学习体会。

■举办“涉台宣传教育月”活动　３月，
围绕涉台宣传教育主题，组织全区各镇、

街道、园区向台胞台属及社区居民宣传

党和国家对台工作方针政策和涉台法律

法规，举行政策咨询会、讲座，发放宣传

资料，宣传受众达３万余人。举办对台
工作专题培训班，加强对台干部队伍建

设，相关委办局、各镇、街道、园区统战干

部、统战社工近１００人参加，邀请市台办
协调处处长龚渝作“涉台纠纷案例分

析”报告，市台办协调处副调研员傅泉胜

作《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

定》讲解。

■屏东县社区干部到访宝山　５月 １０
日，台湾屏东县社区干部参访团一行１６
人在中国国民党原候补中央委员、台湾

优农集团公司董事长陈信诚，屏东县翠

光画会理事长魏彻带领下到访宝山，与

友谊路街道开展社区交流活动。参访团

先后参观宝钢十村和宝林二村居民书画

组、剪纸组、编织组、歌舞组的活动现场，

并与友谊路街道干部和居委会干部座谈

交流，了解上海基层社区居委会工作职

能和为民服务、社区养老、长者照护等经

验作法，共同探讨提高基层社区治理的

能力水平，促进两岸社区发展。

■全区基层对台工作会议召开　６月７
日，宝山区召开基层对台工作会议，布置

两岸婚生子女调查工作。各街镇、园区、

相关委办局统战干部２０余人参加。市
台联会办公室副主任开礼标出席会议，

就两岸婚生子女调查工作的意义和背景

进行通报。

■桃园市中坜区里长参访团到访宝山　
７月３日，台湾桃园市议会议长邱奕胜
率桃园市中坜区里长参访团一行３３人
到访宝山，与张庙街道开展社区交流活

动。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

副主席沈伟民等领导接待参访团一行。

参访团先后参观通河一村小区绿化改造

工程、居委会办公点、智能化监控室、一

站式服务受理点、便民服务一条街、为老

服务中心、活动中心等，并就社区管理、

居民区选举、志愿和养老服务等议题开

展交流。

■台北市大同区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月
２８日，台北市大同区区长谢正君率代表
团到宝山交流访问。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沈伟民接待代表团一行，并就社区

建设、教育卫生、青年创业等方面进行交

流。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观上海淞沪抗战

纪念馆、上海玻璃博物馆等。

■举办２０１６“海峡杯”篮球邀请赛　９月
１２日～１４日，由上海市体育局、台北市
体育局、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宝

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２０１６“海峡
杯”篮球邀请赛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来

自上海和台北两座城市的高中、大学、职

业共６支球队参加比赛。赛前，市委常
委、统战部长沙海林，市体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黄永平，市台办主任李文辉以及

区领导汪泓、范少军、沈伟民、王丽燕、陶

夏芳等专程看望球员。著名球星姚明亲

临现场观看比赛。篮球是宝山“一区一

品”特色体育项目，“海峡杯”篮球邀请

赛旨在以篮球为媒，架设上海和台北两

城的体育文化交流互动的桥梁，增进两

岸人民情谊。

■区台胞台属联谊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
开　９月２８日，宝山区台胞台属联谊会
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沈伟民，市台联秘书长李海泳出

席并讲话。会议听取区台联会第六届理

事会工作报告，并通过章程和选举办法，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班子，刘祖辰连

任区台联会会长。

■台湾中评社采访团采访宝山　１２月８
日，台湾中评社采访团一行到宝山采访，

先后参观中成智谷，听取董事长何增强

及台资企业 ＪＵＭＰ３６０总裁台商杨钦铭
情况介绍。参观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听

取区滨江委常务副主任、吴淞国际邮轮

港公司董事长王友农情况介绍。参观上

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听取馆长唐磊情况

介绍。通过中评社的媒体平台，全面宣

传展示宝山近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

科技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亮点，扩大宝山

对台工作影响力。

■承办市台联工作例会　１２月２８日，市
台联会工作例会在吴淞科技园召开，上

海１２个区台联会会长、秘书长参加会
议，市台联党组书记季平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前，与会人员参观并听取吴淞科

技园介绍。

■举办“同根同源中华情”书画摄影展
　１２月２９日，由区海外联谊会、区台侨
办、区中华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同根同

源中华情”第二届两岸书画摄影作品展

在开幕，来自台湾的嘉宾、参展作品的作

者、主办方有关领导等１００余人参加开
幕仪式。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沈伟民出

席并讲话。此次书画摄影作品共收到书

法、国画、摄影等作品１５０余幅，其中来
自台湾的书法作品有７３幅。 （俞　舟）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发
挥办公室（安全保卫科）、财务资产科、

综合管理科、机关综合事务管理中心和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职能作用，全面完成

机关经费保障、资产管理、安全保卫、文

印服务、会务餐饮服务、车辆保障、物业

管理等各项机关后勤管理服务保障工作

任务。全年完成打印２３亿字、油印复
印４３６万页、装订 ２４万份；会务保障
２０９０场次、７３万人次；机关车队安全行
车７０万公里；医疗服务８１３０人次，理发
服务２４９５人次。完成全球健康促进大
会“中国国家日”、孙中山诞辰１５０周年
考察团、区第七次党代会、区委全会、区

“两会”、第九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市委考核组、市审计组到宝山等重大活

动、重要会议的后勤保障工作。年内获

“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称号。

■强化区级机关大院安保设施　升级改
造密山路１０号、樟岭路２号机关大院、
区档案局的技防设备，并增设电子围栏；

对密山路５号办公大楼实施消防设施第
三方检测，改造修缮部分机关大院的消

防设备。１２月１日，正式启用区级机关
大院人员安全身份识别信息管理系统，

所有出入区机关大院人员均需刷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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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区级机关大院人员进出安全识别系统启用 摄影／陈　萍

闸机，提高大院安全性。

■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４月１日前
封存全区９９辆一般公务车辆。研究制
定全区深化公务用车改革“１＋５”方案，
经区委、区政府批准后报请市车改办审

批后组织实施。按新标准发放涉改人员

公务交通补贴。组织涉改车辆向社会公

开拍卖，为全区保留车辆统一张贴标识，

接受社会监督，妥善安置驾驶员。

■规范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修订《宝山
区区级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按照

中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完

成区换届期间区四套班子领导及所属部

门、部分机关办公用房调配。新建区政

府大院警务室，整合密山路８号大院，改
造区政府机关大院北门，做到资源共享。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以合同能源管
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等市场
化方式，完成区委党校 ＬＥＤ照明灯具合
同管理项目实施，年节电率约２０％。启
动大场医院、罗店中学和长江河口科技

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实施工作，推进资

源能源的节约集约利用，降低机关运行

成本。建立１７个新能源车分时租赁网
点，配备７６辆纯电动汽车，基本涵盖全
区主要党政机关。

■做好后勤服务保障　做好全区７５家
机关单位公务员和３２家参公单位工作
人员住房按月补贴发放工作，做好全区

２３４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餐补

贴发放工作。在区政府机关大院引进

“食行生鲜”，直投供应生鲜食用农产

品、家庭用品、食品等，为机关工作人员

解决后顾之忧。 （陈　萍）

对口支援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完成上海市计
划外“自选动作”项目共１８个，捐赠资金
２２６２万元。其中：新疆叶城县实施“自
选动作”项目８个，捐赠资金４６０万元；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维西傈僳族自治

县实施“自选动作”项目８个，捐赠资金
１３４２万元；江西兴国县项目２个，捐赠资
金４６０万元。承办对口支援地区人力资
源培训项目２７批次，培训人员２２５４人
次。区领导率团５次到新疆叶城县、江
西兴国县慰问援外干部和人才，实施“自

选动作”项目，推进对口支援工作。

■推进产业援疆、就业援疆　２月 ２５
日，宝山区举行就业援疆工作政策咨询

会暨签约仪式，副区长秦文波出席仪式。

新疆叶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龙宣

介叶城县投资环境。上海隆信化工有限

公司、上海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上海珑

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新疆丰泽金宝重

工有限公司４家企业分别与新疆叶城县
招商局签订投资意向书。３月１０日，副
区长秦文波随上海市就业援疆工作小组

到新疆喀什，并率区相关委办局负责人

及有意向投资的企业负责人到新疆叶城

县考察。考察团一行在叶城县委书记李

国平的陪同下，先后考察叶城县工业园

区及园区内龙胜包装、上海产业孵化园、

民族特色产业孵化中心等。

４月２５日 ～２７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方世忠随上海市代表团到叶城开展产

业援疆促进就业工作。注册在宝山的上

海隆信化工有限公司与新疆叶城县政府

签约。该公司计划投资４０００万元，设立
新疆宝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无机颜料。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新疆自治区

副主席吉拉尔·衣沙木，宝山区委副书

记、区长方世忠，新疆叶城县委书记李国

平等领导为新疆宝隆化工有限公司项目

奠基培土。

６月２５日 ～２９日，区委常委、副区
长夏雨，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率

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及上海宝钢包装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博济堂科技创业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等企业领导到新疆叶城县，

实地考察叶城县投资环境，并与叶城县

领导座谈，推进产业援疆工作。

■慰问宝山援（驻）疆干部和人才　４月
２６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在参加
上海市代表团到新疆叶城县学习考察期

间，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和副

区长陶夏芳一起看望慰问宝山选派的

２０余名援疆干部、人才。

■对口帮扶江西兴国县　根据上海警备
区“支持五个革命老区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区人武部于２０１５年与江西县兴国
县高兴镇长迳村、高湖村结为扶贫帮扶

关系。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９日 ～２１日，由县
委副书记、县长陈黎率领的江西省兴国

县政府代表团到访宝山，区领导汪泓、方

世忠、郭孝喜、王丽燕、秦文波、王兆钢会

见代表团一行，双方商议对口帮扶工作。

７月１６日，由县委书记赖晓军率领
的江西省兴国县考察团一行到访宝山，

区领导汪泓、郭孝喜、王丽燕会见代表团

一行，并就对口帮扶工作座谈交流。

１０月１３日～１５日，区委常委、区人
武部政委郭孝喜，副区长秦文波、区政协

副主席王兆钢率领宝山区代表团到江西

兴国县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代表团一行

先后考察兴国县高兴镇长迳村、高湖村，

并与兴国县领导座谈交流。副区长秦文

波代表宝山区向兴国县捐赠５６０万元，
用于长迳村、高湖村发展产业和医疗卫

生事业。

１１月１１日，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
委郭孝喜会见到访的江西兴国县委常

委、开发区党委书记李明海一行，并就产

业扶持工作座谈交流。代表团一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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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宝山工业园区。

■完成三年对口援疆任务　２０１４年 ～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开
展三年对口支援新疆叶城县。三年期

间，实施“自选动作”项目 ２５个，资金
１４８０万元；培训基层干部、教师、医生、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５８批４７６４人；连续
三年组织２３家单位参加新疆喀什·中
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举办新疆叶城县投

资推介会、“２０１５上海·喀什文化宣传
周”宝山分会场活动、“寻梦丝绸之路、

醉美喀什噶尔”文艺晚会、宝山·叶城青

少年“手拉手”活动等经贸文化交流

活动。

■完成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全年承办对
口支援地区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２７批
２２５４人次。其中：新疆叶城县村党支部
书记、教师、医生、专业技术人员等进修、

培训１０批４５６人次，云南省迪庆藏族自
治州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基层干部进

修、培训５批９８人；到新疆叶城县、云南
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培训教师、医生、专业

技术人员１０批１７００人。 （李艳阳）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６日，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右一），新疆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右三）等领
导为新疆宝隆化工有限公司项目奠基培土 区合作交流办／提供

合作交流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共接待外省市
代表团（组）３４批 ８７１人，组织 ４次经
贸、文化交流活动，完成各地在区投资企

业４６名职工子女在沪参加２０１７年高考
审核工作。６家外省市驻沪工作处通过
年检，区各地投资企业协会完成换届。

推选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济师黄

德鸽、上海淞南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惠民、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张姝?等３人为第八届区政协
委员。邀请区域内２７家部市属企业参
加区第七届党代会开幕式。

■山东省邹城市考察团到访宝山　３月
１７日，由市委副书记、市长谢成海率领
的山东邹城市考察团一行４３人到宝山
区考察“四新”经济发展现状。副区长

秦文波会见考察团一行并座谈交流。考

察团一行在宝山考察博济上海智慧园、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

■浙江省湖州市教育考察团到访宝山　
４月２１日，由副市长闵云率领的浙江省
湖州市教育考察团一行到访宝山考察特

殊教育，副区长陶夏芳会见。考察团一

行参观宝山培智学校。

■各地在区投资企业协会完成换届　６
月２２日，上海市宝山区各地在区投资企
业协会召开换届会议，选举产生第七届

理事会会长、副会长、理事，审议并通过

协会章程修改稿和协会会员会费标准与

管理办法。上海宝钢住商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姚丰任会长。

■组团参加第十二届“喀交会”　６月２５
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随上海

市代表团到新疆参加第十二届喀什·中

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简称“喀交会”）开

幕式。宝山区组织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上海博济

堂科技创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爵

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珑锦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等６家企业参加展示展销。

■四川省攀枝花市妇联工作考察团到访
宝山　７月７日，由市委常委、市总工会
主席张敏率领的四川省攀枝花市妇联工

作考察团到访宝山学习考察群团改革中

的妇联工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

风会见考察团一行。考察团一行参观了

友谊路街道华能城市花园居民区“妇女

之家”、上海合德食品有限公司（女企业

家协会成员单位）。

■考察深圳高科技企业　７月２７日～２９
日，副区长秦文波率区经委、宝山工业园

区、区合作交流办等单位领导到深圳考

察华为集团、卓越集团、深圳启迪协信科

技园、威新科技园、天安数码等高科技企

业和园区。

■举办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
动　８月１９日 ～２６日，“童心共筑中国
梦”———２０１６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
手”活动在宝山举行。来自新疆叶城县

的２００名少先队员、辅导员走进宝山，与
宝山学子手拉手，开展观摩、交流、联欢

等活动。８月２１日，副区长秦文波，叶城
县委常委、副县长梅勇和副县长李长海

参加开营仪式。叶城师生参观中华艺术

宫、上海科技馆、上海马戏城等上海标志

性景点以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

馆、上海玻璃艺术博物馆、上海长江河口

科技馆等具有宝山特色的场馆。在杨泰

实验学校，叶城师生与宝山师生开展互

动，参与上海点心制作、书法、团扇绘制

等活动。在上海大学，师生们分享优秀

大学生学习心得。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师生们聆听讲解，缅怀先烈。８月２５
日，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叶城

县常委、副县长梅勇和副县长李长海与

宝山、叶城青少年共同联欢。

■组团参加香格里拉第三届特色产品展
销会　１０月８日～１２日，组织上海江杨
农产品批发市场、上海健客食品有限公

司等企业到云南参加第三届云南·香格

里拉特色产品展销会。

９８

合作交流



■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　１０
月１５日～１６日，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朱礼福，副区长陶夏芳率团应邀到陕西

省延安市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

式，并观看开幕演出现代秦腔剧《家

园》。

■邀请区域内部分部市属企业参加中国
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开

幕式　１１月 ８日，区域内中国宝武集
团、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港务集

团、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宝钢发展有限公

司、宝钢金属有限公司、宝钢工程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宝钢

特钢有限公司、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二十

冶建设有限公司（原十三冶）、中国二十

冶集团有限公司、上港集团张华浜分公

司、上港集团宜东集装箱码头分公司（原

军工路码头公司）、上港集团罗泾分公

司、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华能上海

石洞口第二电厂、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

限公司、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中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上海东真船舶

工程有限公司、宝钢化工有限公司、宝钢

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太平洋机电集

团公司、中国五矿物流（上海）有限公

司、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２７家
部市属企业应邀参加区第七次党代会开

幕式。 （李艳阳）

表３ 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１＋９”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序号 专项资金 项目数（个） 金额（万元）

１ 服务业 ５０ ２６８３

２ 制造业 １４３ ３１０４．１２

３ 科技 ２０１ １３７５．２

４ 节能减排 ７６ ４４０．７８

５ 金融 ４７ １６８９．６５

６ 人才 １６ １２９５

７ 环保 １７ ２３５０

８ 文创 ６８ １８３２．７７

９ 农业 ３２ ３３６０．６４

１０ 机动 １４２ ６７４８．８４

总　计 ７９２ ２４８８０

综合经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完成增加值
１０４８７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５％。完成
固定 资 产 投 资 ３４６６１亿 元，增 长
１１４％。其中：第二产业投资 １８３６亿
元，增长９６％；第三产业投资３２３１４亿
元，增长１１５％。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３３７１元，增长１００％，高于经济增长幅
度。每季度召开全区经济运行平台会

议，将增加值增长目标分解到各行各业，

加强经济运行分析监测。完成“２０１６年
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年宝山服务业发展报告”“上海国
际邮轮产业发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

工作总结”等重要报告，从不同角度提供

高质量分析报告，供中共上海市委、市政

府深度了解宝山区情况，供宝山区委、区

政府领导决策参考。

■完成区“十三五”规划编制　专题听
取２８个专项规划的成果汇报，协调推进
４６个专项规划和 １８个区域规划的定

稿，起草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和建议，印发

区“十三五”规划成果体系汇编。做好

区“十三五”规划的普及、宣传和推广，

在全区开展历时２个月的“十三五”规划
纲要主题巡展，印制８０００册纲要文本、
６０００本市民版宣传手册进行发放，并为
不同人群现场解读。制定《上海市宝山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实施的意见》，明确３３项指标体
系、４８项量化目标、３０２项重大任务的责
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对照区“十三五”

指标，形成２０１６年度区经济社会发展指
标，共五大类３３项。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建立健全推进
城乡发展一体化长效工作机制，调整成

立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推进城

乡发展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中共

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新型城镇化

促进本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见》，

区发改委牵头研究制定《２０１６年宝山区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实施方案》，涵盖新

型城镇化建设、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村

综合环境整治等１０类工作任务４０项工
作目标７７个具体内容及考核指标，每季
度掌握各项工作目标的进展情况，形成

多篇专项报告。至年末，《关于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关于３５８、６５０
指标体系”）推进落实全面完成，区发改

委在此基础上研究形成围绕城乡规划布

局、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城乡发展一体

化升级版指标体系。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

见》，抓住国务院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机遇，牵头研究制定罗店镇推进新型

城镇化试点工作方案并积极申报，罗店

镇于１２月成功获批第三批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落实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　全
年召开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联席会议１１次，共会审项目８４９个，
通过项目 ７９２个，涉及区级资金 ２４８８０
万元。修订新一轮支持产业发展“１＋
９”政策，推进专项资金网上平台二期建
设。采取“一事一议”方式，推进各镇、

园区的招大引强工作，扶持拓畅信息、微

盟等“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

新业态）企业，推进企业做强做大。根据

宝山区“１＋９”产业扶持工作中事前严
格审核、事后注重评估的工作要求，区发

改委编写的“诚信平台细核查　产业扶
持严把关”案例在“２０１６上海十大信用
典型案例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十大失

信联合惩戒案例”之一。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贯彻落实市科创
２２条意见及相关配套政策精神，牵头出
台《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重要功能区的实施意见》《２０１６
年宝山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相关工作安排》

《加快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业的实

施意见》《关于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若

干扶持办法》等一批制度措施。

■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　区发改
委通过现场走访排摸，确定四大类４８个
重点项目。其中：１０个启动类重大产业
项目总投资１５６亿，上海建筑设计产业
基地（二期）、上海芳草地 Ｃ地块等８个
项目实现开工，临江商业商务中心、上海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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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创新中心２个项目办理前期手
续；１３个在建类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
３１０亿元，上海长滩６号地块准备预售，
龙湖北城天街、招商花园城、中铁综合体

进入销售、招商阶段，中成智谷一期、上

海智慧湾一期、吴淞科技园二期竣工运

营；２５个储备类重点项目强化筹划工
作，优化要素供给，简化审批程序，加快

项目进度。

■推进重点地区建设　贯彻转型发展要
求，聚焦重点，突破难点，南大生态区、吴

淞工业区等区域转型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南大生态区推进国有土地非居住房

屋征收与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建设工作，

吴淞工业区编制完成《吴淞工业区转型

发展战略规划》，陆续启动重点区域和企

业地块转型工作。

■落实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建设　区发改
委组织落实“一号创新带”“三号创业

带”“七号创意带”建设启动仪式，对 ３
条轨道交通线宝山段已建载体和拟建载

体以及入驻的优质企业进行全面梳理，

牵头组建一号创新带、三号创业带和七

号创意带产业联盟。依托１号线“上海
国家高技术服务产业重点培育园区”，整

合智力产业园、智慧湾等载体，打造“一

号创新带”，引进科房、卓越等多个专业

园区运营团队。依托３号线“复旦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整合复旦软件园、中成

智谷、吴淞口创业园等载体，打造“三号

创业带”，微盟、唯一视觉等企业成为全

国行业龙头企业。依托７号线“国家文
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整合国际研发总

部基地、宝山科技园等载体，打造“七号

创意带”，集聚触控科技、玛瑞斯 ３Ｄ打
印等一批优质企业。

■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全年确定
３２４个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投资近８７亿
元。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项目遇

到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重点推进泰

和污水厂、５＋１排水系统、顾村青少年
创新教育与实践中心、罗店医院改扩建

工程、规划展示馆、旧住房综合整治等民

生保障类项目。实施 ２０１６年光明工程
建设计划，推进表前电力设施改造，协调

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全年完成 ６７
万户，超额完成２万户的年度目标。针
对恒皋变电站建设引起居民疑虑的问

题，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加大电力建

设宣传力度，制作电力宣传手册，并牵头

在区级及镇级平台展开宣传，提高街镇、

园区对于电力建设的重视程度，有效缓

解群众对电力项目的排斥情绪。

■推进去低效产能　排定全区去低效产
能三年行动计划和２０１６年目标任务清
单，对１００余个重点项目进行基础情况
调研并形成“一地一档”资料。全年共

调整腾出土地约 ３７６３３公顷（５６４５
亩），其中产业地块完成１０５块，涉及土
地约２８９７３公顷（４３４６亩），“三场”（集
装箱堆场、钢材堆场、大型车辆停车场）

地块完成１１块，涉及土地约３６３３公顷
（５４５亩）；建设用地减量化完成５７个项
目立项，涉及土地 ５８３公顷（８７４５
亩），超额完成市下达３８公顷的年度目
标。淘汰５１家“三高一低”（高污染、高
耗能、高风险、低产出）企业，实现工业园

区内造纸、印染、水泥、冶炼等四大污染

行业的整体退出。

■推进节能减排　全区全年单位增加值
能耗下降 ６２６％，超额完成市下达
３５％的目标。制定《宝山区２０１６年节
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统筹安排８个方
面１０９项具体工作，细化落实节能减排
各项任务。推进燃煤（重油）锅炉窑炉

清洁能源替代，按照“发现一台、关停一

台”要求，开展“地毯式”执法检查，完成

１８０台锅炉替代改造，超额完成市下达
１５６台的目标。狠抓重点领域重点工程
项目，在工业领域，完成宝山工业园区创

建上海市绿色产业园区验收工作，推动

６个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在建筑领域，
加大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推广力度，

新建建筑 １００％采用建筑节能材料，新
开工建筑工程均按 ６５％节能标准设计
和施工，落实７个装配式建筑项目，建筑
面积７９５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面积落
实比例１００％；在公共机构，推进区委党
校和区公安分局实施节能改造。加大新

能源汽车推广力度，在主要公共机构安

装新能源充电桩８２个，“分时租赁”车位
３０个，“分时租赁”服务网点８个。深化
区级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

监测系统建设，实现３８幢大楼分项计量
装置与市级平台联网。推广新型墙材应

用，规范材料质量，杜绝现场搅拌，受理

新型墙体材料项目５４个，征收专项资金
１５０３万元。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起草形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实施

意见》，提出“１＋９”改革思路，即推行目
标管理、补好九个短板，共十大方面 ４０
项重点工作。推进南大地区综合开发建

设，与临港集团、地产集团共同研究，拟

组建统一开发联合体，研究形成南大地

区组建建设开发公司工作方案，启动实

施区域性开发。理顺宝山航运发展区承

接街道招商职能工作，研究区投促中心

运行机制，逐步完善宝山区招商引资体

制机制。

■市场价格管理　出台《宝山区行政事
业性收费目录》，做好涉企收费专项清理

规范工作。按照《上海市定价目录》调

整６所民办学校的学费标准。针对《养
老机构管理办法》政策进行相关调研，制

定宝山区各养老机构的养老收费标准，

规范养老服务和收费行为。

■市场价格监测　在宝山电视台开辟
“宝山物价”专栏基础上完善信息发布

工作，每天发布宝山区超市商品和农贸

市场蔬菜批发价格，深入价格监测点，做

好副食品价格监测情况分析，对价格波

动较大的品种及时报送相关部门，不定

期组织开展价格督察活动。

■涉案财产价格鉴定　区发改委（物价
局）价格认证中心全年共受理各类涉案

财产价格鉴定案件４７９件，共鉴定各类
涉案物品１９１４件，案值５２９万元。撰写
的“关于和田玉饰品鉴定案件的思考”

在上海市价格协会举办的“２０１５年度价
格鉴证评估课题研究活动”比赛中被评

为一等奖。 （胡婷婷）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共１５３户，比上年净减少６户；国有
企业 资 产 总 额 ４７５５５亿 元，增 长
１０３１％；负债总额 ２６２５５亿元，增长
１７７３％；所有者权益 ２１３亿元，增长
２３７％，全年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１０４２９％。全区城镇集体企业７０户，比
上年增加５户；城镇集体企业资产总额
４１５１亿元，增长 ２５５２％；负债总额
２３８６亿元，增长 ２３６９％；所有者权益
为１７６５亿元，增长２８０８％，全年完成
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１０１６３％。

■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　细化分解
国资国企改革“十三五”规划任务，将国

资国企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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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８月，区供销合作社与罗泾镇政府共同开发的“睦邻小镇”开业 区国资委／提供

点工作措施分成国资布局、投资导向、

混改实践、上市储备、国资监管、法人治

理、重大投资７大板块，并详解成５０项
具体项目，明确责任主体，具体到企业、

到科室，做到目标化管理、项目化推进。

指导和协调企业改革发展战略规划编

制工作，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十三五”

规划确定的７大板块５０项项目高度对
接，确保项目推进落实，重视项目后评

估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薪酬制度改革工作，调研出台《宝

山区关于深化区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召开“宝山区深

化区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制度改

革专题培训会”和薪酬改革领导小组工

作会议，完成区管（国资委）管理企业领

导人员薪酬考核办法的修订以及新一

任期经营目标责任书的拟定及签订等

工作，并指导相关委办局、园区等委托

监管单位完成国企领导人员薪酬制度

改革工作。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

将宝建集团宝绿公司改革经验辐射到

新公司新项目。加强区供销合作总社

北翼集团与民营资本合作，与 ＤＩＧ外高
桥商品直销中心签订加盟协议，ＤＩＧ淞
宝店一季度营业。启动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发展有限公司上市股改工作，聘请

海通证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国浩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上市股改进行调查，

并做好上市前期准备工作。区供销合

作总社完成综合改革工作，建立起社企

分工、上下贯通、整体协调、运转高效的

“双线运行”工作机制。长江口公司推

进综合改革工作，成立上海长江口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理顺出资关系。

宝轻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完成教育培训

资源整合工作，成立新的教育培训机

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吴淞口开发有

限公司完成出资关系划转相关工作。

■加强国资监管体系建设　推进并完
成新一轮审计、资产评估中介机构选

聘，对中介机构审计、评估项目开展项

目质量跟踪调查评估。完成年度审计、

市审计局专项审计及归口企业领导人

员任期届满经济责任审计，规范内部审

计流程，制定《宝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内部审计工作规范》。完成

２０１６年度国资经营预算收益统计审核
和收缴工作（编制范围：新宝山公司、长

江口公司、宝恒物流、城投公司、粮油购

销、城市工业园、宝山工业园、绿色生

态），开展归口企业月报、季报、年报及

财务预算工作，利用财务风险预警信息

系统，实现动态监测，每季度形成分析

报告。理顺区属委托监管企业出资人

关系，配合张庙街道、区农委制定资产

整合方案，指导吴淞街道、区教育局推

进下属企业资产清理工作，办理完成区

科委下属 ２家企业注销手续。完成委
托监管企业分类统计，召开委托监管工

作会议，签订２０１６年委托监管协议书。

加强董、监事会建设，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出台相关制度规定，规范董、监事工

作机制。推进行政审批工作，梳理完成

行政权力清单２６项，行政责任清单８２
项，事中事后监管清单４５项，国资监管
逐步从源头控制转向过程监管和结果

监管，全年受理各类行政审批事项 ７４
项，其中审批、审核 ５５项，备案 １０项，
界定２项，资产评估核准、鉴证４项，其
他 核 准 ３项，办 结 率 １００％，满 意
率１００％。

■推进区域重点项目建设　配合完成
区委、区府重点工作要求，协调推进南

大地区动迁和征收补偿工作，完成华谊

集团南大化工厂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和

交地。推进国资系统企业投资、发展、

建设项目的落地工作，跟进重点项目的

建设情况，年内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的

罗店大居商业配套项目基本完成招商。

区供销合作总社的北翼典当行和“社镇

合作”项目—罗泾“睦邻小镇”社区综

合服务项目正式开业，杨行社区商业配

套项目———翼生活广场正式开业。吴

淞口开发有限公司战备码头集结场地

项目完成竣工验收，三水国际档案馆项

目完成装修。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的二期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进

展顺利，水工码头平台基本完工。宝房

集团承建罗泾公共租赁房，宝建集团秋

晖养老院项目，完成工程前期准备进入

开工建设阶段。促进国有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年内完成区公共租赁房公司增

资工作，注册资本由 ６亿增加到 ９亿。
推进区公共租赁房公司收购华山医院

北院配套动迁房项目，建成宝山区首家

人才公寓。推进“五违”（违法用地、违

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

住）整治工作，督促归口管理单位组织

排摸并拆除整治点内的违章建筑。重

视民生保障工作，建立保障机制，为国

资系统内５０００余名职工办理注册工会
会员卡。开展国资系统扶贫帮困送温

暖活动，发放帮扶款２７万元，惠及困难
职工 ２５９人次，全年走访慰问老干部
２１次。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全年通过上海
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产权交易鉴证项

目７宗，成交总资产２６６７７１６万元，净
资产６４２６９４万元，其中通过上市挂牌
方式，完成转让项目６宗。 （王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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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政协坚持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围绕“两区一体化”（建设全市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示范区、推动城市

转型发展的最佳实践区，率先基本实现

城乡一体化）总目标和落实“五个好”

（经济发展好、民生保障好、社会管理好、

文化建设好、生态改善好）总要求，广泛

团结各族各界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完成全年各项工

作。全年共收到提案２３７件，审查立案
１９１件，其中１０件列为重点提案（７件已
采纳或已解决、２件正在研究推进中、１
件留作参考），大多数提案建议被办理单

位采纳，委员对办理态度表示满意和基

本满意率达到１００％。全年共收到社情
民意２５３件，编发《社情民意专报》５期、
《社情民意》２２０期，其中“关于补好自来
水管防冻保暖短板的建议”和“关于治

理学校门口拥堵的建议”等社情民意得

到市政协和区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关于加强个人身份证管理”等建议由

市政协推荐报送全国政协。

■组织理论学习　采用集中学习与个人
自学相结合、领导主讲与自由发言相穿

插、座谈交流和多种形式相促进的方式，

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

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推动政协履职的不竭动力。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

施意见》和《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共

上海市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协

协商民主建设　充分发挥政协作用的实

施意见》系列文件精神。协助区委召开

区政协工作座谈会，邀请区建交委等 ６
家单位进行交流发言。组织学习《宝山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精神，通过会议、简报、微信平台

等形式广泛宣传，畅通委员知情明政渠

道。创刊《学习参考》，宣传时事政治、

热点新闻以及“三治两去”（治违、治堵、

治污、去火灾隐患和去低效产能）等区

委、区政府重点工作，引导全体政协委员

围绕“十三五”开局和一号工程，做好协

商、调研、视察等各项工作。选派政协常

委参加市政协培训班，帮助常委提高履

职水平。

■履行政协职能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

见》，按照“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

之中，将协商民主贯穿于履行职能全过

程”的要求，加强与区委、区政府及各部

门的协商。制定《区政协２０１６年度协商
工作计划》，严格按照计划开展协商活

动，推进协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围绕宝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

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组

织政协委员开展专题协商４次，对口协
商１５次，界别协商２次，提案办理协商
１０次。举办“绿色发展与美丽宝山”论
坛，收集调研论文２０篇，会上１７名政协
委员分别围绕“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建

立河道治污返清机制”“发展绿色交通

体系”等主题开展交流发言和自由发言。

围绕“三治两去”一号工程，针对“五违

整治”（指违法建筑、违法用地、违法经

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和“去低效产

能、去火灾隐患”等补短板工作内容，组

织近７０名委员进行年中视察。围绕“经
济转型和滨江开发”“生态文明与美丽

乡村”两大主题，组织１２０多名委员进行
年末视察。组建课题组以“积极探索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新途径，提升我区文化

软实力”为主题开展重点课题调研，对增

强宝山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提出对策建

议，形成主席会议建议案，报送区委、区

政府参考。发挥特邀监督员作用，对７１
名特邀监督员进行常规培训，引导和规

范特邀监督员正确履行职责，有序开展

监督。

■健全协商制度　协助区委制定《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　充分发
挥政协作用的实施意见》，为区政协开展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工作做

好顶层设计。制定实施《区政协年度协

商计划制定办法（试行）》，对政协协商

计划的内容确定、议题提出和形式规范

进行明确。协同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

公室联合制定《关于加强我区提案办理

协商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细化协

商流程，明确交办、承办单位责任。制定

实施《区政协专门委员会对口协商实施

办法（试行）》，规范对口协商的组织形

式、协商程序和成果运用。围绕区委、区

政府相关工作部署，将“三联系”（主席

会议成员联系政协常委和专委会主任、

政协常委和专委会主任联系委员、委员

联系界别群众）制度中“委员联系界别

群众”向“委员联系社区群众”延伸，开

展“委员联系社区”活动。向全体委员

发出“积极参与社区共建、紧密联系各界

群众”的号召，并梳理委员单位、住址所

在地，提交各街镇、园区委员名单，方便

街镇、园区邀请政协委员参与基层社会

治理和社区服务等工作。 （盛　丽）

主要会议
■区政协七届六次会议　１月１８日～２１
日，政协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举行。会议应出

席委员２９２名，实到 ２６５名。会议审议
通过七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关于七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

３９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区政协七届六次会议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举行 区政协办／提供

报告及大会决议。与会委员列席区七届

人大八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区政府工作

报告、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区

法院工作报告、区检察院工作报告和其

他报告。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开幕式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在大会发言

上讲话。１２名委员作大会发言，书面发
言１０篇。会议期间，共收到提案 ２３７
件，经审查立案１９１件。

■区政协七届常委会会议　第二十七次
会议于１月２２日举行，听取大会秘书处
汇报各组讨论区委书记讲话、区政协常

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区政府工

作报告及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等情况；审议区政协２０１６年度协商工作
计划（征求意见稿）；通过区政协七届六

次会议决议（草案），提请大会通过；听

取和通过大会秘书处关于区政协七届六

次会议期间提案征集情况的报告（草

案）。第二十八次会议于３月９日举行，
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精

神；通报《２０１６年区委重点工程、重点推
进和督查工作实施方案》；通报区“两

会”期间政协委员对政府及政协工作意

见建议；讨论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６年工作
要点（送审稿）》；通报《区政协七届六次

会议提案立案、重点提案及主席室跟踪

促办提案情况（书面）》；审议有关人事

任免事项和通报调整有关专委会分管情

况。第二十九次会议于６月２日举行，

听取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赵荣根专

题通报“加强人口综合调控，提升管理服

务水平”工作情况；通报“我区加强交通

综合治理”总体情况；审议通过《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协

协商民主建设充分发挥政协作用的实施

意见（代拟稿）》。第三十次会议于９月
２０日举行，听取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
勋通报区政府２０１６年政协提案办理工
作和“完善体制机制，普惠便利养老服

务”工作情况；审议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第三十一次会议于１２月１３日举行，会
议决定政协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９日下午至１月１３
日上午举行。会议表彰 ２０１６年度区政
协优秀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

进集体和个人；审议通过《政协上海市宝

山区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送审稿）》和《政协上海市宝山区第七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送审稿）》及相关报告人的建

议，八届一次会议议程（草案）、会议日

程（草案）；协商通过八届区政协委员名

单；审议通过八届一次会议主席团、秘书

长建议名单，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委

员分组办法（草案），各组召集人名单

（草案），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草

案），列席及邀请范围（草案），八届一次

会议大会秘书处正、副秘书长建议名单。

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盛　丽）

重要活动
■开展“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
途径　推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课题调
研　由区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成立
调研课题组，制定调研方案，组织课题调

研。召开１次企业座谈会，现场听取 ８
家文化创意产业的意见建议。会同区经

（信）委向区域内文化创意企业发放２０１
份调查问卷，共回收１１４份有效问卷，并
收到书面意见建议１４０条。调研组到徐
汇、嘉定、杨浦、南京等地区学习取经，拓

宽思路。组织召开３次课题研讨会，研
究形成调研报告，提出建立健全推进机

制、完善载体配套功能、搭建公共服务平

台、创新开发管理模式、提升产业品牌效

应等意见建议。

■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召开　４月１４
日，区政协召开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区政协副主席王兆钢主持会议，区政协

主席丁大恒、副主席蒋碧艳出席。丁大

恒通报区政协２０１６年度主要工作安排，
各党派团体负责人就年度工作安排进行

交流。１１月２４日，区政协召开党派团体
负责人座谈会。区政协副主席王兆钢主

持会议，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副主席沈伟民，副主席蒋碧

艳、罗文杰出席。会议就《政协上海市宝

山区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和《政协上海市宝山区

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

情况的报告（征求意见稿）》进行讨论。

■开展“发展智能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界别协商　４月２０日，区政协以
“发展智能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为主题，与区经委开展界别协商。活动

由区政协科学技术、人口资源环境建设

委员会联合组织，区政协九三、科技和经

济界别共３０余名委员参加。区政协副
主席、商务委副主任、滨江委副主任李小

年主持座谈会，区政协副主席王兆钢出

席。其间，委员们参观月浦工业园区美

钻石油钻采系统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６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
召开　５月１２日，区政协召开２０１６年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会议由区政

协副秘书长、提案委副主任奚雪明主持，

区政协副主席王兆钢出席，部分政协委

员和党派成员参加。会议邀请市政协综

合信息处副处长蔡正峰，为与会人员介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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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市政协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社情民意信
息工作情况，并从选题、立意、行文等角

度，就如何撰写好社情民意作辅导。

■举办“绿色发展与美丽宝山”论坛　６
月２３日，区政协举办“绿色发展与美丽
宝山”主题论坛。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

书记、区长方世忠出席论坛并讲话，区政

协主席丁大恒主持论坛并致辞。２０余
名政协委员分别从“建立健全制度机制，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建立河道治污返

清长效机制”“宝山在钢铁转型发展中

应搭载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让宝山

国际邮轮产业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等方

面开展交流发言和自由发言，为助推绿

色发展和美丽宝山建设和发展提出对策

和建议。

■开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促进民营企
业发展”界别协商　５月１０日，区政协
开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促进民营企业

发展”界别协商。区发改委、区税务分局

与区政协工商联、经济界别委员进行协

商讨论。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出席并

讲话。

２０１６年６月７日，区政协举行年中视察，组织政协委员视察市第九人民医院北院漠河路段交通
整治情况 区政协办／提供

２０１６年６月７日，区政协举行年中视察，组织政协委员视察沪太路石材市场拆违情况
区政协办／提供

■开展２０１６年度年中视察　６月７日，
区政协围绕“三治两去”补短板和重点

地区转型主题，组织委员视察市第九人

民医院北院漠河路段、通南路向阳河、吴

淞工业区展示馆、沪太路石材市场、南大

路申新仓库和红光制革厂，分别听取区

治违、治堵、治污、去火灾隐患和去低效

产能及重点地区转型发展等方面的推进

情况介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副主席

王兆钢、蒋碧艳及区政协委员等近８０人
参加。参与视察的委员在视察后通过书

面意见、社情民意等形式提出意见和

建议。

■政协工作座谈会召开　１０月 １９日，
宝山区召开政协工作座谈会，学习贯彻

落实中央、市委的有关精神，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推动新形势下宝山人民

政协事业健康发展。区委书记汪泓出席

并讲话。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就《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协

协商民主建设充分发挥政协作用的实施

意见》作说明。农工党宝山区委、淞南

镇、友谊路街道、区建交委、区民政局、区

政协之友社等单位及个人作交流发言。

■开展 ２０１６年度年终视察　１１月 １４
日，区政协组织委员实地察看智慧湾创

意产业园（一号创新带）、欧冶云商、吴

淞口国际邮轮码头（二期）、上海长滩，

并听取区经委、商务委和滨江委关于区

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发展、滨江开发建

设及邮轮产业发展情况的介绍。１１月
１７日，组织委员实地察看罗泾镇沿江生
态旅游区、陈行水库、宝钢水库、陈行村、

小川沙河生态步道、罗泾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并听取区农委和罗泾镇关于区新

农村建设和罗泾镇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介

绍。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副主席王兆钢、

罗文杰出席。区政协委员、政协机关干

部等２００余人参加。视察后，委员们通
过社情民意等形式，向有关部门建言

献策。

■组织区政协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培训　
１２月２９日，区政协组织第八届委员会委
员培训。区政协主席丁大恒主持，区政

协领导张晓静、沈天柱、蒋碧艳、罗文杰

出席。市政协副秘书长徐海鹰作“如何

做好政协委员”专题报告。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对中共党员委员提出要求。会议

就“区政协委员履职平台”进行系统

演示。 （盛　丽）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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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区政协组织委员实地察看罗泾镇沿江生态旅游区、陈行水库
区政协办／提供

提案办理
■概况　区政协七届六次会议以来，共
收到提案２３７件，审查立案１９１件，其中
委员个人和联名提案２１９件，党派团体
和政协专委会提案１８件。至年底，所立
提案均办复。办理结果为：采纳和解决

的共１５６件，占８１７％；正在研究和正在
解决的共２０件，占１０５％；留作参考和
暂时难以解决的共１５件，占７９％。对
于办理结果，委员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

的有１８８件，占９８４％；表示理解的有３
件，占１６％。

■促进“经济发展好”提案　共４４件，占
总数１８６％。主要建议有：发挥双创投
资母基金作用、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加强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助推宝山经济发

展；重视宝山城市空域规划、加快建设和

创新区网上政务大厅、综合开发邮轮港

滨江大道、合理布局区畜禽养殖业；旅游

＋文化，提升宝山整体城市软实力；加强
创业孵化器与专业中介联动等。

■促进“民生保障好”提案　共５６件，占
总数２３６％。主要建议有：连通区境内
四条南北向轨道线、在公共场所设立母

婴室、在人员密集场所加装自动体外除

颤器、增设区综合医院儿科急诊、加强对

老年人保健品市场监管、解决幼儿园师

资紧缺问题、简化城乡医保对象（农村居

民）就医流程、完善公共自行车出行体

系、建立妇幼保健院等。

■促进“社会管理好”提案　共９７件，占
总数４０９％。主要建议有：推进社区矫
正工作、培育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

展、重视二胎家庭孩子心理疏导、推进火

灾隐患专项治理、建设公共立体停车库、

在邮轮旅游合同中引入专业保险经纪公

司、在核心区域安装城市停车诱导系统、

打通一二八纪念路至逸仙路、加强对老

小区综合管理等。

■促进“文化建设好”提案　共１８件，占
总数７６％。主要建议有：加快区文化
中心建设、增加邮轮港文化设施配套；建

设文化长廊，营造文化氛围；加大对宝山

图书馆数字化文献资源经费投入、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提升老年活动室文化品

质；加强普法教育，提升公民法律意识；

加强对原梵王宫大雄宝殿和天王殿建筑

保护等。

■促进“生态改善好”提案　共２２件，占
总数９３％。主要建议有：建设绿色邮
轮港、加大?藻浜周边环境整治力度、尽

快消除河道黑臭、完善区空气质量评价

体系、推进节能环保工作、加快新能源车

充电桩配套设施建设、加强道路两侧垃

圾收集；杜绝随意焚烧垃圾，减轻雾霾危

害；加强对汽车维修店废弃物排放管理、

加强控烟工作；打造“樱花宝山”，拓展

“上海樱花节”等。 （盛　丽）

专委会工作
■提案委员会　推出提案征集选题，为
委员撰写提案提供重要参考。严格提

案审查、立案标准，把好提案质量关。

遴选并报请区政协主席会议审定重点

提案１０件，做好区政协领导促办重点
提案的服务组织工作。会同区委、区政

府有关职能部门做好提案的交办工作，

并共同组织召开每年一次的“宝山区人

大代表建议和区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会

议”。开展提案办理协商专题调研，会

同区委、区政府办公室联合制定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提案办理协商工

作的实施意见》。承办区政协优秀提案

评选表彰工作，评选表彰“关于大力发

展跨境电子商务的建议”等优秀提案

１３件。开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年
内编发《社情民意》２２０期，向市政协报
送１４０期，被全国政协及市政协采用３７
期。编发《社情民意专报》５期，报送区
委、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参考。承办区政

协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

人评比表彰工作。开展特邀监督员工

作，召开区政协特邀监督员工作座谈

会。组织委员到区民政局就“养老”主

题开展对口协商和“关于养老问题的研

究对策”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联合文卫

体委员会，组织委员就“积极探索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新途径，提升我区文化软

实力”主题，与区文广局开展对口协商。

组织委员调研，撰写“发展绿色交通，治

理交通环境”调研报告。参加区政协论

坛活动，完成“发展绿色交通体系　建
设美丽滨江新城”“植入‘气候建设’理

念，推进绿色持续发展”论文，并在论坛

上交流发言。与科技委联合组织委员

欣赏新春音乐会沙龙活动。在区政协

年末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滨江开发

与经济转型”专题视察。

■第一经济委员会　联合科技委，召开
主任会议。组织委员就“做强我区商

贸，服务中小企业”主题，到区商务委进

行协商和调研。联合民宗港澳台侨委，

围绕“在新职能下，如何更好为中小企

业转型发展服务”主题，与区市场监管

局对口协商。深入调研，撰写“互联网

时代中小企业的转型与发展”调研报

告。发动委员参加政协论坛，提交书面

论文２篇，分别是李俊委员执笔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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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钢铁转型发展中应搭载科技创新

的强大引擎”、由胡融融委员执笔的“让

宝山国际邮轮产业走上绿色发展之

路”，并在论坛上交流发言。在区政协

年末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滨江开发

与经济转型”专题视察。

■第二经济委员会　联合民族、宗教、港
澳台侨委员会，就“转型背景下基层治

理”主题与高境镇政府开展对口协商。

承办并组织开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促

进民营企业发展”界别协商。确定“关

于改善宝山区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思考

与建议”作为年度调研课题，通过现地查

看、召开座谈和问卷调查等形式，组织委

员深入基层、走访企业，掌握第一手数据

资料；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讨论等方式方

法，形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区政府参考。

参与政协论坛，丁连贵委员撰写“营造良

好消费环境，努力打造绿色宝山”论文，

并在论坛上交流发言。在区政协年末工

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生态文明与美丽乡

村”专题视察。

■科学技术委员会　聚焦区委、区府重
点工作，组建课题组，采取座谈研讨、实

地视察等形式，现场察看全区９条重污
染河道，经深入分析，撰写“关于加强我

区重度污染河道治理的对策和建议”调

研报告。就“我区人才工作”进行调研，

撰写“关于加快宝山人才发展的调研报

告”，以社情民意专报的形式上报区委、

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动委员参加政协

论坛，完成３篇论文。赵玉静委员执笔
“建立河道治污返清的长效机制”、沈勇

民委员执笔“关于绿色邮轮港岸电建设

的建议”、陈晓峰委员执笔“打造‘樱花

宝山’，拓展‘上海樱花节’的建议”，并

在论坛上交流发言。围绕“中小河道治

理”主题，联合人资环建委，与区水务局

开展对口协商。围绕“区域环境综合治

理”课题，联合人资环建委，与区环保局

开展对口协商。围绕“发展智能制造业，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主题，联合人资环建

委及有关界别，与区经委开展界别协商。

与提案委联合组织委员欣赏新春音乐会

沙龙活动。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察中，

参与组织“滨江开发与经济转型”专题

视察。联合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开展“科

普进社区”活动，邀请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科普讲师团成员、市中医文献馆、中医药

发展研究室石云老师在淞南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作“中老年保健知识”讲座。

就“增加政府需求，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重点提案，与区发改委进行了重点提

案办理协商。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察

中，参与组织“滨江开发与经济转型”专

题视察。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围绕
“生态文明建设”开展视察活动，实地察

看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和长江河口科技

馆并进行座谈，听取区绿化市容局情况

介绍。围绕“中小河道治理”主题，联合

科技委，与区水务局开展对口协商。围

绕“区域环境综合治理”课题，联合科技

委，与区环保局开展对口协商。围绕“发

展智能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主

题，联合科技委及有关界别，与区经委开

展界别协商。以“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为年度调研课题，形

成调研报告，为宝山生态文明建设和环

境保护提出建议。紧扣政协论坛主题，

完成４篇论文，分别由李卫华委员撰写
的“建立健全严格制度的机制，依法保护

生态环境”、王培华委员撰写的“强化宝

山区扬尘污染控制的建议”、杨辛委员撰

写的“宝山城市绿色步道网络规划和建

设探讨”、李中政委员撰写的“宝山与宝

钢共融共生　共建和谐生态环境’，并在
论坛上交流发言。联合社会事务委，共同

组织“我爱读书、我爱生活”委员读书沙

龙活动。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察中，参与

组织“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专题视察。

■法制委员会　发动委员参与区政协
论坛，先后到吴淞工业园区、江阴市临

港新城开展小型视察调研活动，由郑晓

远委员撰写“加快吴淞工业区转型发

展，共建绿色宝山”论文，并在论坛上交

流发言。加强调研，完成“关于加强来

沪人员服务管理的建议”调研报告。联

合区委政法委，就检察建议、纠正违法

通知书制发及落实整改情况联合开展

调研督查。围绕“进一步加大我区安全

生产工作力度”主题，与区安全监管局

开展对口协商。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

察中，参与组织“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

专题视察。

■社会事务委员会　针对区“十三五”
规划纲要中的医养融合工作，完成“关于

推进我区居家养老的医养结合工作”调

研报告。与团区委在半岛１９１９创意产
业园进行“推动扶持青年社会组织创

业”为主题的“面对面”活动，参观考察

“特澳博”陶工坊青年中心以及半岛

１９１９ＣＬＵＢ青年中心。联合文卫体委，
就“推进我区医养结合工作”主题，与区

卫计委、民政局、人保局开展对口协商。

参加政协论坛，完成“注重生态建设，让

都市里的村庄更加美丽”“宝钢不锈钢

公司转型与宝山的绿色发展”和“弥补

?藻浜环境短板，发挥?藻浜滨水优势”

３篇论文，并在论坛上交流发言。联合
人资环建委，共同组织“我爱读书、我爱

生活”委员读书沙龙活动。在庙行镇召

开年度工作总结交流会，视察庙行镇智

力产业园二期。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察

中，参与组织“滨江开发与经济转型”专

题视察。

■教育委员会　围绕“民生保障好”要
求，就“关于更好提升我区老年教育”主

题，在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与区教育

局开展对口协商。联合文卫体委，开展

“助推我区老年人、残障儿童医疗康复事

业健康发展”主题活动，视察上海中冶医

院金惠康复分院。确定“关于创新宝山

区老年教育的建议”作为调研课题，形成

调研报告。围绕政协论坛主题，由陈兵

委员撰写“剖析宝山雾霾成因，留住宝山

美丽蓝天”论文。联合文卫体委，共同组

织欣赏影视作品沙龙活动。在区政协年

末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生态文明与美

丽乡村”专题视察。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做好“积极
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途径，提升我

区文化软实力”重点课题调研，多次召开

座谈会，邀请区文广局、区经（信）委、区

档案局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上海大学、

民主党派的委员代表参加，与区内文创

企业代表，就“如何加快我区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问题展开交流讨论。组织课题

组到徐汇区、嘉定区、江苏省南京市学习

考察。发放调查表，了解企业需求。撰

写调研报告，形成主席会议建议案，报区

委、区政府和有关部门作参考。组织委

员参与政协论坛，由方麒林委员撰写“美

丽宝山，从垃圾分类做起”论文。结合调

研，联合提案委，与区文广局开展对口协

商。联合社会事务委，就“推进我区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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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工作”主题与区卫计委、区民政局、

区人保局开展对口协商。联合教育委，

开展“助推我区老年人、残障儿童医疗康

复事业健康发展”主题活动，视察上海中

冶医院金惠康复分院。与农工党宝山区

委、友谊路街道、市一宝山分院联合举办

“‘志愿服务大家行、公益活动共参与’

志愿者进社区进家庭”大型医疗咨询活

动。联合教育委，共同组织欣赏影视作

品沙龙活动。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察

中，参与组织“生态文明与美丽乡村”专

题视察。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将主任
会议与走访委员紧密结合，开展“走近委

员”系列活动，年内组织委员走进上海电

瓷厂有限公司，与汤剑鸣委员开展座谈

交流；走进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开

展委员“面对面”活动，与第七届上海市

慈善之星吴蓓琪委员进行面对面交流。

参与政协论坛，完成“发展绿色建筑的几

点建议”“拓展‘上海樱花节’的几点思

考”２篇论文，并在论坛上交流发言。围
绕发挥侨界团体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深

入调研，形成“关于推动基层侨界团体参

与社区治理创新的对策和建议”调研报

告。联合二经委，就“转型背景下基层治

理”主题，与高境镇政府开展协商。联合

一经委，围绕“在新职能下，如何更好为

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服务”主题，与区市场

监管局对口协商。在区政协年末工作视

察中，参与组织“滨江开发与经济转型”

专题视察。 （盛　丽）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时　间 次　别 主 要 内 容

３月９日 七届二十二次

讨论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送审稿）》；讨论通过《区政协七届六次会议提案立案情况》，确定重点提案及主席室跟
踪促办提案；讨论通过《区政协２０１６年机关处以上干部主要工作分工（草案）》；审议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和调整有关专委会
分管情况。

３月３１日 七届二十三次 听取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通报“加强平安宝山建设，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有关情况。

６月２日 七届二十四次

讨论通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 充分发挥政协作用的实施意见（代拟稿）》《中共宝

山区委办公室 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宝山区政协办公室关于加强我区提案办理协商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送审稿）》

《宝山区政协专门委员会对口协商实施办法（试行）（送审稿）》。

７月１４日 七届二十五次 听取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通报 “围绕科创中心建设，加强我区人才工作”有关情况。

１２月１３日 七届二十六次

讨论通过《积极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途径，推进我区产业转型升级主席会议建议案》；讨论通过《２０１６年度区政协优秀
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审议通过《七届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送审稿）》；审议通过《七届区政协常委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送审稿）》；讨论通过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有关事项。

表２ 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序　号 提案号 提案者 案　由

１ ７Ｅ００４ 九三区委 关于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建议

２ ７Ｅ００５ 九三区委 推进我区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系统建设的建议

３ ７Ｅ０２１ 沈志芳 关于在校门口加装高清探头的建议

４ ７Ｅ０３４ 谭雪明 加强“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助推宝山经济发展

５ ７Ｅ０３８ 区工商联 充分发挥孵化器先导作用 着力培育经济发展增长点

６ ７Ｅ０９６ 农工党区委 加快引进培养高端医学人才 提升我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７ ７Ｅ１０２ 区政协科技委 打造升级版“政用产学研”加快推进我区科创中心建设

８ ７Ｅ１２８ 民建区委 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对策

９ ７Ｅ１４２ 施美芳 关于增强民众反恐自觉意识的建议

１０ ７Ｅ１５１ 张红梅 尽快增加郊区线路运营班次和延长夜间服务时间的建议

１１ ７Ｅ１５２ 张 蕾 进一步推进我区电子公章使用的建议

１２ ７Ｅ１６６ 侯 艳 把?藻浜建设成为生态宜人景观河的建议

１３ ７Ｅ１６８ 钱 方 完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交通配套设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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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宋田斌 民革区委 关于进一步增强宝山区餐厨垃圾处理能力的建议

陶　侃 民盟区委 关于进一步完善宝山区失独家庭救助政策的建议

顾险峰 民建区委 打造宝山邮轮城 建设全域旅游新高地

杨正波 民进区委 关于优化宝山教育资源配置与转型发展联动的建议

张秀云 农工党区委 关于鼓励对危险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建议

华　宜 致公党总支 关于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 促进宝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方玉明 九三学社区委 关于亟待完善长江路隧道道路配套工程的建议

马雄承 区工商联 提升我区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赵　江 区知联会 关于吴淞工业区转型的思考和建议

陈晓东 七届区政协二经委 关于改善宝山区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思考与建议

张士和 七届区政协法制委 关于加强来沪人员服务管理的建议

施美芳 七届区政协社会事务委 关于推进我区居家养老的医养护结合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表４ 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目

发言者 专委会 题　　目

李卫华 人资环建委 建立健全严格的制度机制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

赵玉静 科技委 建立河道治污返清的长效机制

李　俊 一经委 宝山在钢铁转型发展中应搭载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

胡融融 一经委 让宝山国际邮轮产业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高静娟 社会事务委 注重生态建设 让都市里的村庄更加美丽

王培华 人资环建委 强化宝山区扬尘污染控制的建议

钱　方 提案委 发展绿色交通体系　建设美丽滨江新城

杨　辛 人资环建委 宝山城市绿色步道网络规划和建设探讨

郭朝晖 社会事务委 宝钢不锈钢公司转型与宝山的绿色发展

崔　晋 社会事务委 弥补?藻浜环境短板 发挥?藻浜滨水优势

吴蓓琪 民宗港澳台侨委 发展绿色建筑的几点建议

王坚捍 提案委 植入“气候建设理念”推进绿色持续发展

方麒林 文卫体委 美丽宝山　从垃圾分类做起

陈　兵 教育委 剖析宝山雾霾成因　留住宝山美丽蓝天

沈勇民 科技委 关于绿色邮轮港岸电建设的建议

刘祖辰 民宗港澳台侨委 拓展“上海樱花节”的几点思考

李中政 人资环建委 宝山与宝钢共融共生 共建和谐生态环境

丁连贵 二经委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努力打造绿色宝山

郑晓远 法制委 加快吴淞工业园转型发展　共建绿色宝山

陈晓峰 科技委 打造“樱花宝山”　拓展“上海樱花节”的建议

（盛　丽）

９９

专委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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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编辑　谭雪明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

革区委”）有支部１０个，党员２６１人，长
期联系１人，年内发展党员１５人，外地
转入２人，去世党员３人。６月８日，民
革区委召开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民革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民革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在随后召开的民革七届一次全体会议

上，陆军当选为主任委员，李强、宋田斌

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在七届二次会议

上，任命夏东为区委秘书长，高明、陶晓

燕（女）、翁诗琦（女）为区委副秘书长。

年内，民革区委获 ２０１６年度民革中央
《团结报》发行征订工作先进集体一等

奖，获２０１６年度民革上海市委“一网一
报”宣传工作表彰活动“区级组织二等

奖”。党员马鄂云获“民革全国祖统工

作先进个人”。民革宝山区委获民革市

委２０１６年度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先进组
织三等奖，区委副主委宋田斌获“优秀信

息联络员”，党员陈斌寅获信息积极

分子。

在区政协七届六次全会上，民革区

委共提交集体提案１件、委员个人提案
２０件，其中“完善食品安全举报奖励机
制，共促宝山区食品安全”作为区委集体

提案并在会上发言；在区人大七届八次

会议上，人大代表陆军提交代表建议 １
件。全年共上报民革市委社情民意 ２９
篇，录用１３篇。

区委换届后，成立提案委员会、祖统

联谊委员会、医卫文教委员会、经济科技

委员会、老龄妇女委员会、《宝山民革》

编委会、书画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法制委员会共９个专委会。９月１９日，
举办２０１６年骨干学习班，新一届区委委
员、支部委员、专委会主任及正、副秘书

长等６０余人参加培训，邀请上海市委讲
师团副团长、延安研究专家朱鸿召博士

作“延安改变了中国”的专题报告。１１
月２日，民革区委、上海逸仙画院举办纪
念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暨第二届新
钢笔画学术展。１１月１５日，中共宝山区
委书记汪泓率区四套班子成员３０余人
参观“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暨
第二届新钢笔画学术展”。１２月１５日，
民革市委、孙中山故居、上海社科院、区

委与台湾世界大同文创有限公司在上海

孙中山故居举办沪台两地青年文创大

赛。年内，区委组织“三八”妇女节和敬

老节茶话会，与区台侨办联合组织召开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对台重

要讲话精神座谈会。马鄂云出席市台办

主办的“涉台网络宣传干部学习班”。

各支部年内开展各项活动：一、六支

部开展“理财投资小课堂”和与新世纪

学校结对“扶优助学”活动；二、三支部

组织参观孙中山故居活动；四、七支部发

起“帮助困难抗战老兵捐助活动”；宝钢

一、二支部组织参观淞沪抗战遗址、四行

仓库纪念馆和犹太难民纪念馆。７月８
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民革党员丁惠

增在大场文化中心山海艺术馆举办“丁

惠增书法展”，上海市书协主席周志高等

名家题词祝贺。 （夏　东）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以下简称“民盟区委”）有支部

１６个，盟员２８６人。全年共发展盟员 ４
人，转出２人，去世４人。５月２５日，民
盟区委召开民盟宝山区第七次盟员代表

大会，审议通过第七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９２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方
式，选举产生民盟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和民盟宝山区出席民盟上海市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次

会议上，蔡永平当选为主任委员，张蕾、

杨小琴、王薇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任命张

蕾为秘书长，任命张国富、崔殷莺、彭铁

禄为副秘书长。年内，民盟区委推荐王

薇参加“民盟市委第五十期青年干部培

训班”；市民盟系统盟员吴懋亮作为上海

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宝山）第

八批挂职干部挂职于区经信委副主任。

在纪念民盟成立７５周年暨上海民盟组
织建立 ７０周年之际，王薇、张蕾、陈凤
玲、苟小军、竺秀俭、唐桂芳、陶侃、蒋勤

芳被民盟市委授予盟务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民盟区委被评为“２０１５年度民盟上
海市委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三等

奖”“社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苟小军

被评为“２０１５年度民盟上海市委社情民
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张蕾、陶侃被评

为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华雯被授予

全国“三八”红旗手，获第十五届中国文

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

区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民盟区

委共提交集体提案２件、委员个人提案
１３件、代表建议２件。在区政协七届六
次会议上，关敬树代表民盟区委作《关于

加快推广心肺复苏培训的建议》的大会

发言；钱方提交的《提高餐饮服务业环境

投诉事件处置效率》的个人提案，被评为

２０１５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民盟区
委被评为２０１５年度宝山区政协反映社
情民意工作先进集体二等奖。

主要活动。１月１２日，在区图书馆
五楼报告厅举行２０１５年度工作总结暨
“叙事故事”主题演讲活动，民盟市委专

职秘书长姚卓匀、民盟市委组织部部长

王伟国应邀参加，会议表彰盟区委２０１５
年度先进支部和先进个人。３月１７日，
组织盟员参加民盟市委全国“两会”精

神报告会。３月 ２５日，举办“足部反射
疗法的保健养生知识讲座”，邀请浦东新

区政协委员、民盟浦东区委委员黄晓梅

副教授做讲座。４月２６日，组织退休总
支盟员到松江学习考察。５月２１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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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６日，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１２５周年暨中国民主同盟（上海）传统教育基地揭牌
仪式在陶行知纪念馆举行 民盟宝山区委／提供

加在区体育中心举行的 ２０１６年“柯力
士”杯民盟上海市第三届羽毛球联赛。７
月５日，与区社会主义学院在中共宝山
区委党校联合举办“２０１６年民盟宝山区
委骨干培训班”，邀请市社会主义学院研

究室主任、教授蒋连华作专题报告，组织

盟员参观“复兴之路”“日出东方”主题

展览。７月２５日，民盟区委与民盟信息
总支部委员会、民盟宝钢总支部委员会

在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联合开展活动，

邀请民盟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海波讲述他

的《聆听岁月的脚步》一书写作背景。

１０月２６日，在陶行知先生诞辰１２５周年
之际，民盟区委承办在陶行知纪念馆举

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上海）传统教育基

地揭牌仪式，民盟中央副主席、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民盟市委主委郑惠强，中共

宝山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出席

仪式并共同为教育基地揭牌，民盟市委

专职副主委沈志刚主持仪式。１１月 ２
日，民盟区委全体班子成员参加由中共

区委统战部与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党外代表人士理论培训
班”。１１月２０日，民盟区委与民盟市委
机关在上海行知实验中学共同主办“寓

学习于活动，寄盟心于健走———上海民

盟基层组织第二届城市定向赛”活动，民

盟市委专职副主委方荣、民盟区委主委

蔡永平出席定向赛活动。

社会服务。１月 ９日，参与民盟市
委在文庙举办的“新年第一声问候”爱

心慈善义卖活动。“３·５”学雷锋和
“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当天，组织医生

盟员免费为杨行镇社区居民量血压、测

血糖。民盟区委盟员医生坚持每月为杨

行镇社区进行一次健康讲座。

“六一”儿童节和元旦前夕，组织支

部代表到杨行中心校和华师大附属杨行

中学看望盟支部结对帮扶的困难家庭学

生。民盟区委与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共

同开展“夏送凉、冬送暖”走访慰问活

动，主委蔡永平年末走访慰问盟内老领

导，区委委员、支部负责人联合慰问７５
岁以上老盟员。继续为区委班子成员、

基层支部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征订

《群言》《中央盟讯》《中国统一战线》

《团结报》等报刊，为退休老同志征订

《报刊文摘》杂志。全年共编发内部刊

物《宝山盟讯》４期、增刊１期，月度《盟
务简报》１２期。 （张　蕾）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
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进宝山区委”）

共有会员３１７人，其中年内发展新会员
１０名。２０１６年民进宝山区委召开第七
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以蒋碧艳为主

委，康锐、陆进生、崔晋为副主委，赵传

义、杨洪彪、臧波、沈志芳、施慧慧、邹甫

文、贾丽琼、蔡素文、杨正波为委员的第

七届区委班子。区委班子职数增加为

１３人，７０后在班子中的比例上升为
３８５％。年内，民进区委先后获民进上
海市委“宣传报道先进集体”“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区政协

２０１６年度反映社情民意先进集体三等

奖等。区委委员蔡素文获民进全国参

政议政先进个人称号。区委副主委崔

晋获“民进上海市 ２０１６年宣传报道工
作先进个人”称号。沈志芳的提案“关

于在校门口加装高清探头的建议”获区

政协优秀提案，奚雪明、蒋碧艳、倪韶

红、沈志芳获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先进

个人优秀奖。

区委全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

实践活动为主线，通过主委办公会、区委

会、区委扩大会、支部组织生活会和参观

考察等多形式，多层次，大范围开展各类

学习活动。全年出版《宝山民进》四期，

丰富《宝山民进》“理论学习、政策解读、

史海钩沉”等栏目，分批组织会员参观柯

灵故居、雷洁琼故居，举办以“传承·践

行·展望”为主题的暑期骨干培训班，邀

请著名学者张兆安做专题讲座。

向全体会员发放“民进宝山区委献

计献策建议书”，及时收集广大会员的

“金点子”，为区委参政议政提供“原材

料”。全年累计收到会员撰写的社情民

意７０余条。开展主题为“加大科技创
成果转化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和“宝山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转型

发展联动”的课题调研，其中“加大科技

创成果转化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中标民进市委课题。在 ２０１６年区
“两会”期间，民进宝山区委共向区政协

提交集体提案２篇，个人提案和书面意
见１６篇。委员张晓梅代表民进宝山区
委作“关于更好地发挥青少年科普教育

基地的作用”的大会发言。先后邀请民

进市委参政议政部张昱坤、民进上海市

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施蔷生

就如何撰写社情民意，开展专题讲座，

建立参政议政专委会，定期开展活动。

区委全年向民进市委和区政协提供信

息达近 ４０条，报送至市政协 １０余条。
会员倪晓茹撰写的社情民意《积极发展

“伴手礼”经济，打造上海地方特产》和

《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承诺，全面推行“延

伸处方”的建议》获上海市优秀人民建

议奖。

民进行知中学、吴淞中学、上大附中

支部联合与复旦大学邯郸总支共同举办

“宝山卿云论坛”，探讨素质教育在基础

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实践影响。与上海

市教委教研室共同举办“上海市教委教

研室教学协作联盟第八届年会暨《上海

市学校教研大趋势蓝皮书》发布会”，为

学校教研的方向性、导向性，探索学校教

研发展的大趋势向提供了理论支撑。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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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宝山区委举办“铭历史、同心行、创未来”主题活动

民进宝山区委／提供

展欣悦小讲坛功能服务，由民进会员、心

理教研员蔡素文牵头成立欣悦工作室。

欣悦工作室的老师们走出上海，到内蒙

古等地开展各类讲座培训。联合民进市

委社会法制专委会，定期组织开展“民进

法律服务进社区”活动，邀请民进市委法

律专家到吴淞街道开展为民服务。参与

市委“品牌项目”“创优项目”的评选，

“宝山卿云论坛”纳入民进市委支持

计划。

注重组织建设，召开入会积极分子

座谈会，开展４次新会员培训教育活动，
与普陀区委联合举办新会员活动。邀请

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许政涛就组织

建设开展专题讲座，成立参政议政专委

会和文体科技专委会，举办“铭历史　同
心行　创未来”主题活动，组织会内女会
员开展“走进红酒———品鉴红酒”活动、

带领退休会员参观“桥梁病害陈列馆”，

组织骨干会员参观“国之宝”中国现代

艺术馆，举行“话养生　庆重阳”敬老节
活动，组织专委会成员参观“陶行知纪念

馆”等。 （崔　晋）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

区委员会（以下简称

“农工党区委”）有

支部 １１个，党员总
数３２８人，其中年内
新发展党员９人，平
均年龄 ３６１岁，具
有研究生１人、大学
学历 ８人；转入 ２
人，转出４人，去世４
人。６月６日举行农
工党宝山区第八次

代表大会完成区委

换届工作。农工党

中央副主席、上海市

政协副主席、农工党

上海市委主委蔡威，

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汪泓出席会议并讲

话。换届区委班子

由原来的１１人增加
到１３人，区委班子
调整比例为２０％，平
均年龄４８９岁。区
委共有区人大代表４
人、区政协委员 １３
人。区委副主委周

远航参加为期一年

半的援疆工作，获评“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
物”。１２月，区委委员陈明获“全国先进
个体工商户”称号。

组织建设。１月２９日，召开全体党
员先进表彰暨区委换届动员大会，进行

区委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度先进表彰并慰
问离任支部主任。先后举办新老委员暨

离任支部主任新春座谈会、“新老委员庆

中秋、迎国庆”座谈会，组织开展春节及

高温期间的走访慰问活动，关心困难及

生病住院党员２０余人次。农工党区委
副主委兼秘书长陆伟群参加农工党中央

举办的全国宣传干部培训班，农工党市

委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农

工党新任区委、直属组织班子成员培训

班。推荐２人参加农工党市委和市社会
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十一期中青年

骨干学习班。

思想建设。３月２５日，召开思想状
况调研座谈会，区委班子成员、基层支部

主任、部分老党员及青年理论小组成员

参加会议。会前组织参观“四行仓库纪

念馆”，会上进行“加强党派思想建设之

我见”金点子征集活动。开展“三严三

实”和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纪念活动。１１

月１７日～２０日，组织全体班子成员到重
庆开展学习考察，到“特园”、白公馆、渣

滓洞以及邓小平故居等地参观。３月２９
日，主委罗文杰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走

进基层，贴近党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百场宣讲”首场宣讲活动。８
月，组织党员到上海浦东和静安区参加

由农工党市委举办的“百场宣讲”讲座。

１０月２１日，与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
全体党员学习班，１００余名党员和第八
批挂职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学习。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调研室主任蒋连华

作“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条例精神”辅

导，第三批挂职干部，原挂职区文广局副

局长的上海财经大学新闻系副主任王学

成作“网络时代的信息安全与隐私权保

护”报告，农工党上海市委参政议政部副

调研员贺正芳作社情民意辅导。召开农

工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大会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龙云辉、任

青、陆豪、朱邦翰、罗文杰、周远航、徐黎

黎、张红梅８人代表农工党宝山区委出
席农工党上海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同

时表彰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度参政议政先
进，１１名党员获参政议政积极分子称
号。１１月５日，组织全体学员到中共二
大会址参观，并参观考察中成智谷、陶瓷

科技艺术馆。

　　宣传工作。开通《宝山农工》微信
公众号。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区社

会主义学院、区统战理论研究会上，共递

交论文１６篇，获统战理论研究优秀组织
奖。罗文杰的“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２篇文
章获二等奖，马菁雯的“对提高参政议政

能力的几点思考”等２篇文章获三等奖。
在２０１６年统战信息宣传调研工作会议
暨区统战理论研究会年会上，获信息工

作先进集体一等奖，陆伟群获信息工作

先进个人一等奖。农工党区委获“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７０周年”征文活动优秀组织奖，共
组织征文１９篇，两篇获二等奖、一篇获
三等奖。在“宝山统一战线迎新联欢

会”活动中，选送的由宝钢支部党员佘璇

玮领衔表演的舞蹈“大红枣儿甜又香”

获二等奖，葛明泉获评优秀节目主持人。

农工党区委获区委统战部、区社院调研

工作优秀组织奖，其中获二等奖、三等奖

各两篇。陆伟群撰写的“不忘初心　坚
定前行”获农工党中央２０１６年度理论研
究优秀论文三等奖。

参政议政。在区政协七届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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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６月６日，农工党宝山区委“宝山农工”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 农工党宝山区委／提供

期间共递交集体提案４件、个人提案２９
件。区委副主委马菁雯代表农工党区委

作题为《加强“城中村”管理重在建立长

效机制》的政协大会发言，集体提案“加

强我区初中非中考学科建设，对接高考

综合改革”作为大会书面发言。顾正红

的提案“增加公交电子站牌，优化城区交

通，方便市民出行的建议”、马菁雯执笔

的联名提案“关于加强宝山区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的建议”、陈明的“改善顾村公

园附近交通状况的建议”获评２０１５年度
区政协优秀提案。区委获 ２０１５年度宝
山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先进集体优

秀奖，陆伟群获２０１５年度宝山区政协反
映社情民意工作先进个人三等奖。８月
１９日，召开２０１６年参政议政工作会议，
区委医药卫生、教育文化、经济科技３个
工作小组及青年理论研究小组成员近

４０人参加。年内举办 ３次社情民意沙
龙，共递交社情民意信息４８篇，其中 ２
篇被农工党信息专报采用，４篇被市政
协采用。

社会服务。３月 ５日，组织党员专
家参加友谊路街道举办的“学习雷锋快

乐志愿”大型宣传咨询便民服务活动。５
月２６日，与区侨联在顾村大居（潘广路
菊盛路口）联合举行“侨界至爱”大型医

疗咨询服务活动，组织１０余个科目的医
疗专家现场坐诊，为５００余名侨界人士
及社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医疗咨询及服

务。９月１９日，与友谊路街道联合召开
共建工作座谈会。１２月５日，组织党员
专家参加友谊路街道举办的“志愿服务

大家行、公益活动共参与”千名志愿者进

社区进家庭活动。１２月２日，与区政协
文卫体委等在区体育中心举办“志愿服

务大家行、公益活动共参与”志愿者进社

区进家庭大型医疗咨询活动，共接待咨

询问诊近３００人次，免费测血压２００余
人次、测血糖近１００人次，发放健康宣传
资料３００余份。同日，市一宝山分院心
内科副主任医师姚伟丰在友谊市民中心

报告厅主讲“冬季———不能任性的季

节”健康知识讲座，友谊地区近２００名社
区居民参加。仁和支部部分党员利用休

息日两次下工厂为一线工作的工人做医

疗咨询及健康体检。支部还在春节、“六

一”儿童节、中秋、国庆节到共康公寓小

区特困家庭慰问失聪儿童及社区困难侨

胞。６月２４日，大场医院支部龙云辉、
马志伟到沪太路上大路参加口交通值

勤，宣传文明出行，维持交通秩序。９月
２３日，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支部组织党
员参加友谊路街道举办的“科学养生，健

康生活”大型医疗咨询活动。 （陆伟群）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九
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社区

委”）有支社８个，专委会８个，社员３８４
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社员３５７人，
占 ９３０％；离 退 休 社 员 １４６人，占
３８０％；２０１６年发展新社员１９人，转入
社员 ２人，转出社员 １人，去世社员
２人。

参政议政。社区委的政协委员和人

大代表在区政协七届六次会议和区人大

七届八次会议期间建言献策，共提交集

体提案３个、个人提案２３件、人大书面

意见７件。吴英彦代表社区委作“关于
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建议”的大会

发言，沈勇民代表区政协科技委作“打造

升级版的政用产学研，加快推进我区科

创中心建设“的大会发言。在区政协的

表彰中，沈勇民的个人提案“实施岸电建

设，打造绿色邮轮港的建议”获政协优秀

提案奖，社区委获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

一等奖，沈勇民获反映社情民意个人一

等奖、全先国获三等奖，吴英彦、李小年

和王亚雯获优秀奖。２０１６年，社区委有
４个课题成为社市委招标课题，分别是：
李小年主委负责的“关于在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设立多类型免税店的建议”，沈勇

民秘书长负责的“完善体制机制，做好罪

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老委员刘敏和

黄钢祥负责的“亟待完善长江路隧道道

路配套工程———建议尽快建设长江路和

江杨北路高架路”，以及贾旭负责的“推

进上海无人智能停车系统建设的建议”。

在社市委的评比中，社区委有３个招标
课题获三等奖，社区委参政议政和信息

工作均获社市委二等奖，沈勇民个人获

一等奖。社区委全年共上报区政协社情

民意８３篇，其中录用５０篇，上报市政协
录用８篇。社区委上报社市委社情民意
６０篇，其中被社市委录用５５篇，被市政
协录用５篇。１月１９日的《联合时报》
用“建‘绿色邮轮母港’正当其时”的标

题报道了社区委的集体提案“加快建设

绿色邮轮母港”。６月 ２３日，在区政协
举办的“绿色发展与美丽宝山”论坛上，

王培华作“强化宝山扬尘污染控制的建

议”交流发言，沈勇民作“关于绿色邮轮

港岸电建设的建议”自由发言，这两篇发

言都被收入到区政协论坛文集中。

社区委换届。２月 １日，社区委召
开主委办公会议，传达社市委关于基层

组织换届动员会精神，形成换届实施方

案、会议纪要、社区委委员候选人初步建

议名单和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名单初稿。

３月１日，社区委召开六届三十一次扩
大会议，讨论通过《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关

于２０１６年社区委组织换届工作的实施
方案》《会议纪要》、１５人的新一届社区
委委员候选人初步建议名单和６１人的
代表大会代表建议名单。成立由主委李

小年任组长的换届领导小组。３月１５日
前，各支社相继召开支社大会，酝酿新一

届社区委的初步候选人“一上”名单，并

推选出席代表大会的１１３名代表。３月
２２日，社区委召开六届三十二次（扩大）
会议，提出建议候选人的“一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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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７日前，社区委各支社再次召开组
织生活会议，产生各支社的“二上”名

单。４月 ８日，社区委召开六届三十三
次（扩大）会议，最后确定新一届社区委

的１３名正式候选人名单。６月３日，社
区委举行第七次社员代表大会。九三学

社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周锋，中共宝山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民等领导应

邀出席会议，１１０余名社员代表参加大
会。大会选举产生社区委新一届委员

会，在随即召开的社区委七届一次会议

上，李小年当选为社区委主委，方玉明、

全先国当选为社区委副主委，沈勇民任

社区委秘书长。此次换届社区委的调整

比例达到３８５％，委员平均年龄由原来
的４９３岁下降到４７岁，主委的平均年
龄由原来的５０３岁下降到４９７岁。

社会服务。社区委开展与淞南镇党

委、区科委和区卫计委等的共建活动。１
月１８日，在区卫生和计划委员会８楼会
议室召开区卫计委、农工党区委和九三

学社区委的联席会议。同１８日，社区委
主委李小年、原主委曾文忠和徐静琳等

一行１６人到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
司，与九三学社河南省委直属上上集团

支社开展同心座谈交流。２月１５日，社
区委社会服务专委会副主任张一中到淞

南九村一居委开展帮困助学活动。２月
２２日元宵节，社区委社会服务专委会联
合淞南九村一居委举办“社区共建话和

谐，居民亲情闹元宵”活动，为６对老人
举办金婚庆祝仪式等。３月 ３日，社区
委社会服务专委会联合淞南九村一居委

和大众出租公司等在宝景苑小区广场举

办学雷锋活动，现场共接待居民咨询近

百人次。８月２３日，社区委与松南镇政
府、区政协科技委联合在淞南镇文化中

心组织科普进社区活动。由九三学社上

海市委科普讲师团成员、市中医文献馆、

中医药发展研究室石云进行“中老年保

健知识”讲座，近５０名居民参加。１０月
２６日，社区委社会服务专委会主任林琳
等社员到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九三中学

开展助学帮困活动。

区委建设。社区委在年内开通九三

学社宝山区委微信公众号，通过微信公

众号扩大九三的宣传和影响力。年内，

社区委共有４人被选举为人大代表，１４
人被推荐为政协委员。７月１３日，社区
委联合区社会主义学院举办骨干培训

班，市社会主义学院调研室主任蒋连华

为社员们作“新形势下指导统一战线事

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学习中央统战

工作会议和条例精神”的辅导；九三学社

上海市委参政议政部部长阎凌云为社员

们作“从十三五规划谈参政议政”的辅

导。７月１４日，社员到陈云故居和中共
中央上海机关旧址参观学习。８月 ２５
日，由第四支社承办的“九三学社７１周
年社庆暨座谈会”在区政府第一会议室

召开。社区委每年联合社市委和区委统

战部开展夏送凉和冬送暖慰问活动，年

内共慰问生病和困难社员５０多人次，送
出慰问金１５万余元。８月８日至１０月
１０日，社区委组织两个队 ２０人参加区
总工会等组织的“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

行”活动，获“活力团队奖”奖。年内，社

区委选派１名社员参加社市委的中青年
骨干培训，１名社员参加宣传骨干培训，
３名社员参加参政议政培训。在纪念中
国共产党建党９５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８０周年征文活动中，社区委共提
交８篇征文。社区委老年妇女专委会于
３月２９日组织女社员到嘉定古漪园游
览，４０名社员参加活动。社区委青年科
技专委会联合参政议政专委会做好社区

委的课题评审工作。社区委文化体育专

委会组织社员开展文体活动，在中共宝

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美丽宝山我的

家———宝山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摄影作品

展”上，有４名社员递交摄影作品，其中
２名社员的５幅照片入选摄影展。在２
月１日区委统战部举办的２０１６年宝山
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上，社

区委黄红儿等 １９名社员表演合唱《天
路》。１１月９日，社区委文体委在区体
育中心羽毛球馆举办首届羽毛球赛，有

８名社员参加。社区委经济法律环保专
委会一行１０人于３月５日到罗泾兴升
园生态农业园开展调研活动。

获得荣誉。年初，社区委获社中央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度参政议政先进集体
称号，社区委秘书长沈勇民被社中央宣

传部和《民主与科学》杂志社评为“优秀

通讯员”二等奖。４月 ２７日，在宝山区
２０１６年统战信息宣传调研工作暨区统
战理论研究会年会，社区委获信息工作

先进集体一等奖，沈勇民获先进个人二

等奖；在宣传征文中，沈勇民和李锐的征

文获三等奖；在“宝山统一战线迎新联欢

会”活动中，黄红儿等代表九三学社表演

的小合唱获三等奖；在调研工作中，李小

年主委的“上海完善差别化住房保障制

度的建议”和沈勇民秘书长的“宝山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机制初探”

获优秀论文三等奖，社区委还获统战理

论研究优秀组织奖。６月 ８日，在九三
学社上海市委２０１６年度参政议政工作
暨表彰会议上，社区委获２０１５年参政议
政工作二等奖，沈勇民执笔的“关于上海

建设绿色邮轮港的建议”、黄钢祥执笔的

“关于建设第二条南北高架路（西宗通

道的建议）”和贾旭执笔的“关于道路停

车电子收费系统建设的建议”获课题提

案工作三等奖，社区委获信息工作先进

集体二等奖，沈勇民获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一等奖。２０１６年是《团结报》创刊６０
周年，在“团结情·中国梦”———纪念

《团结报》创刊６０周年”征文活动中，社
区委秘书长沈勇民获征文优秀奖。１２
月１３日，在区政协《关于表彰２０１６年度
优秀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的决定》中，社区委主委李小年执

笔的“关于大力发展跨境商务的建议”、

贾旭委员执笔的“推进我区道路停车电

子收费系统建设的建议”获优秀集体提

案；社区委获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先进

集体一等奖；沈勇民获反映社情民意先

进个人一等奖，张士青获二等奖，全先国

和吴英彦获三等奖。 （沈勇民）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至年末，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
总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有支

部６个，党员７２人。其中：具有“侨、海”
关系 ５３人，占 ７３６％；中高级职称 ５２
人，占 ７２２％；退 休 党 员 ９人，占
１２５％。全年发展新党员 ７人。年内，
总支获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上海致公》征文
组织奖，党员汪义生获特殊贡献奖；总支

获区统战信息宣传调研工作先进集体二

等奖，陈姝获先进个人三等奖；党员于萍

撰写的征文“感恩·铭记历史、感恩英

雄———采访记录之二”获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７０周年”征文一等奖，党员张睴撰写的
征文“外公的八·一三”获三等奖，两篇

征文均编入征文集；党员汪义生撰写的

论文“气吞山河、义薄云天———两次淞沪

抗战中的客家将士”获优秀论文三等奖，

并被编入《宝山统战理论研究会２０１５年
度论文集》一书。

自身建设。１月１５日，总支召开全
体党员大会，总结２０１５年度全年工作，
部署２０１６年重点工作，对２０１５年度先
进集体及个人进行表彰；与庙行镇党委

举行共建签约仪式。３月１０日，组织党
员到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参加致公党上海

市委开展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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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座谈交流活动。３月１８日，召开入党
积极分子约谈会，分别对７名入党积极
分子进行谈心交流。４月 ６日，召开一
届二十次（扩大）会议，组织学习致公党

上海市委、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相关文

件精神。４月 ９日，组织青年党员参加
“保护自然水乡、走进美丽乡村”公益徒

步活动。４月１５日，组织党员参加致公
党上海市委宣传骨干培训班，到松江漕

河泾新兴产业园进行为期一天的理论业

务培训和研讨。４月２７日至２９日，党员
陈姝参加致公党中央在重庆举办的《中

国致公》特约人员培训交流会议及“中

国梦·侨海情”宣讲团巡讲活动。７月，
总支成立六支部。８月１２日，与区社会
主义学院共同举办党员学习培训班，安

排专题讲座、参观考察、学习座谈及体质

监测测试项目。１１月１８日，召开二届一
次（扩大）会议，传达致公党上海市委组

织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年度重点工

作，对做好参政议政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１２月２９日，召开二届二次（扩大）会议，
对致公党上海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进

行差额投票选举，选举产生 ４名大会
代表。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情暖侨心”医疗服务队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
致公党宝山总支／提供

参政议政。在区政协会议中，总支

提交集体提案２件、委员个人提案５件。
政协委员吴丹红代表总支作“关于建立

专业剧院促进宝山文化产业提升的建

议”的大会发言。委员侯艳的个人提案

“重视建筑外观设计规划”被评为２０１５
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赵婕获２０１５
年度宝山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先进

个人优秀奖。年内，各支部重点围绕民

生保障、文化建设、食品安全等方面开展

课题调研。参与致公党上海市委 ２０１６
年内部招标课题工作，完成“建立海外留

学生归国实习平台”课题调研工作。推

荐党员参加致公党上海市委参政议政部

举办的社情民意培训班及社情民意沙龙

活动。

换届工作。１月２９日，参加致公党
上海市委２０１６年区委及直属组织换届
工作座谈会。３月 １８日，召开主委（扩
大）会议，传达《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

会关于２０１６年区委及直属组织换届工
作的实施方案》文件精神，解读《致公党

宝山区总支部关于２０１６年组织换届工
作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３月２３日
至２９日，总支５个基层支部分别召开组
织生活会，传达相关换届工作文件及会

议精神，对换届工作进行部署，对下一届

总支部委员会候选人进行讨论及推荐。

４月 ６日，总支召开一届二十一次（扩
大）会议，对委员候选人名单进行讨论并

开展民主推荐及谈话推荐，确定５名正
式委员候选人名单。５月２０日，总支召
开一届二十一次（扩大）会议，就换届工

作开展和推进情况进行沟通。６月 １７
日，致公党宝山区第三次党员大会暨换

届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致公党宝

山区总支部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

举产生致公党宝山区第二届总支部委员

会，选举产生陈亚萍、华宜、侯艳、兰轶

东、张浩为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经６月
１７日二届一次会议选举，陈亚萍任主任
委员，华宜任副主任委员。

学习宣传。年内，总支共向致公党

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

上海致公网、《上海致公》刊物、区《党派

工作动态》等平台上报稿件百余篇。组

织党员参加“重温长征路、党在我心中”

征文活动，共收到征文２篇，分别为党员
兰轶东撰写的征文“长征精神引领我们

勇敢向前”及党员胡晟撰写的征文“《执

着的追随、崭新的起点”。组织党员参加

区委统战部组织的“美丽宝山我的

家———宝山统一战线各界人士摄影作品

展”，共递交摄影作品６幅，其中党员周
鼎１幅作品入选摄影展。

支部活动。各支部分别开展多形式

的支部生活。一支部到大场镇长乐养老

院开展参观交流活动；召开支部组织生

活会，完成支部主委、支部联络员的新老

交替工作。二支部到海军上海博览馆、

东方射击射箭馆开展支部组织生活；与

共建单位陆行中学北校共同到龙美术馆

（西岸馆）开展共建活动；一支部、二支

部党员开展支部交流，观看话剧《银锭

桥》。三支部、四支部到陶瓷科技艺术馆

参观学习；三支部联合五支部开展支部

交流，参观“物联网”应用服务及“中国

制造”实体工业制造企业专题活动。五

支部开展支部党员谈心活动；与致公党

上海广电支部结为共建支部，共同推进

基层党派工作。六支部到横沙岛开展第

一次支部组织生活。

社会服务。５月７日，作为致公党上
海市委爱心义卖活动承办方，总支做好义

卖活动的筹备、组织工作，总支办公室、社

会服务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党员承担

义卖活动现场安排、物品收集整理及现场

义卖等工作。１０月２１日，总支２０１６年
“同心助学”活动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鸡

足山镇关李完小举行。活动仪式上，致

公党大理州委干部将宝山总支部向学生

捐赠的１２９套文化书籍及２套图书书架
捐赠给学校。自 ２０１２年开展“同心助
学”活动以来，“同心助学”活动逐步成

为两地致公党有特色、有创新的社会服

务品牌。１２月５日，由总支党内医生组
成的“情暖侨心”医疗服务队参与共建

单位庙行镇系列志愿者活动，为社区居

民提供医疗健康咨询服务。 （陈　姝）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至年末，宝山
区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区工商

联”）有会员企业４５２２家，镇商会９家、
街道商会３家、园区商会２家、行业商会
６家（钢结构商会、物流商会、餐饮商会、
信息服务业商会、木材商会、快消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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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异地商会２家（温州商会、萧山商
会）。年内，区工商联“实现新突破，增

强民营经济发展新动能”、物流商会“守

法诚信是我们的正道征文活动”、钢结构

商会“通用大讲坛”分别获市工商联十

大工作亮点、十大工作案例和十佳服务

典范，“宝山区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集群

发展研究报告”获市工商联 ２０１５年 ～
２０１６年度调研一等奖。

年内，区工商联组织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学习习近平总书记３月４日参加全
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

委员联组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王阳明

“致良知”学习为载体深化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创建“致

良知”微信群，通过微课、交流学习心得，

举办授书活动，引导企业家对“创新、执

着、责任”“知行合一”为主要内容的企

业家精神的共鸣共勉。利用自媒体，网

站宣传新通联董事长曹文洁等的创业创

新事迹，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见贤思

齐，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

新、回报社会”的优秀建设者。召开区民

营企业文化观摩会，举办第四届宝山区

“商会杯”体育比赛，指导区餐饮商会开

展餐饮文化比赛、区物流商会集卡驾驶

员技能比武。开展对年轻一代企业家的

调查研究，组织沙龙、商务考察等活动。

４月，区青创联到云南腾冲，考察由区工
商联会员企业上海新世纪纪念章有限公

司捐建的江苴完全小学，捐赠复印机 １
台和２５２只书包、５１０本笔记本。据不完
全统计，年内有１００多家企业累计捐款
捐物５００余万元。发动民营企业参与全
国工商联“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上海瑞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银阳

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向上海市星愿慈

善基金会捐款２００万元，用于“偏远地区
优秀教师上海培训计划”精准扶贫项目。

区工商联年内完成“２０１５年度宝山
区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调研”、全国上规模

民营企业调研、区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能力专题调研等。邀请银行与企业

项目对接，先后帮助７家企业解决流动
资金１０亿多元。帮助企业协调重大项
目手续办理、申报重大奖项评比、企业间

矛盾纠纷等，有１０多家企业所遇到的困
难得到有效解决。发挥法律顾问团的作

用，帮助５家企业解决民商事纠纷，帮助
３家企业解决劳资纠纷。举办区民宫企
业投融资对接会、供给侧改革专题报告

会，营改增政策、民营企业劳动争议调解

培训，“两新”组织党支部书记、“两新”

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等。举办民营企业专

场招聘会，有４３家企业参加招聘，提供
１９０个工种７６６个岗位。

１月１３日，区编委印发《关于同意
宝山区商会更名为宝山区总商会的批

复》，同意上海市宝山区商会更名为上海

市宝山区总商会，上海市宝山区工商业

联合会与上海市宝山区总商会实行“一

套机构，两块牌子”，同时上海市宝山区

工商业联合会又称上海市宝山区总商

会。１月１４日，区委印发《关于宝山区
商会更名为宝山区总商会的批复》，同意

宝山区商会更名为宝山区总商会。

８月２２日，区委办印发《〈上海市宝
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区工商联按照中央、市委、区委关于

群团改革的总体部署，聚焦组织设置、干

部管理、运行机制、支持保障等重点任

务，变改革要求为改革自觉、变改革方案

为改革举措、变改革意向为改革成果，全

面对标市工商联改革文件精神，共梳理

出各类问题和群众需求清单１５条，坚持
清单化推进、项目化督查，确保改革落到

实处。将“三以工作法”（以大带小、以

会助小、以专扶小）、发挥政策、融资、技

术、信息、人才、法律等服务平台作用，做

实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等品牌活动

进行固化。

１２月７日，根据《中共上海市宝山
区委办公室〈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工
商联和街镇（园区）商会换届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要求，区工商联召开第八次

代表大会，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

党组书记赵福禧，区委书记汪泓出席大

会并讲话。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静，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人大党

组书记李萍，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

民，副区长吕鸣，以及市工商联有关处室

和区各相关部门、街镇领导、各民主党派

和有关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及代表共３４０
余人参加大会。大会审议通过区工商联

（总商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区工商联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委

员。经过八届一次执委会选举，上海新

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文洁当

选为区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潘

卫国当选为常务副主席（副会长），马雄

承等１３人当选为副主席（副会长），万思
文等１３人当选为副会长。 （沈剑峰）

总工会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总工会（简称
“区总”）辖有直属工会４１家，基层工会

２１７０个，覆盖单位１７４９４家，职工４４１３４２
人（其中女职工 １５５８０７人，农民工
１５７３８３人），会员 ４１９６８０人（其中女会
员１５１１６９人）。区总工会工作机构设办
公室、基层工作部、宣传教育部、权益保

障部，有直属事业单位２家。推进工会
改革。完成区总工会新的一室三部（办

公室、基层工作部、宣传教育部、权益保

障部）的设置和人员、职能调整，择优选

配１名挂职副主席和２名兼职副主席，
公开遴选１名机关专职干部；调整提高
基层一线人员在区总工会常委、委员中

的比例，常委和委员比例分别由原来的

１５４％ 和 ４１７％ 提 高 到 ２８６％ 和
５１６％。对接升级版“红帆港”三级体系
建设，建立１５个街镇园区职工服务分中
心和３１个基层职工服务站，制定出台
《宝山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全天候服务

职工实施办法》。７月，启动顾村镇非公
企业工会改革试点工作，研究制定《关于

搞活非公企业工会的改革方案（试

行）》，建立健全各项非公企业工会制

度，激发非公企业工会活力，得到全国总

工会主席李建国的肯定，明确提出要在

全国推广顾村经验。开展评先创优工

作。推荐、评选产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１人、工人先锋号２家，成功申报上海市
劳模创新工作室２家，命名第三批宝山
区劳模创新工作室６家。有１３家单位
和２０名个人获市级奖项，７５家单位和
３２名个人获区级奖项。组织、推荐职工
参加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科技进步

奖等竞赛活动，共获各类奖项１６项。申
报上海工会企业一线职工授权发明专利

奖励２７个，上海市职工晋升技师、高级
技师奖励５０个。组织２０００多个班组参
加市总工会班组网络文化大奖赛，获“优

秀组织奖”。组织职工参加第十八届上

海读书节活动，选送的１０个职工读书参
评项目全部获奖。新建全国职工书屋示

范点１家，区级职工书屋５家。有１名
职工获评２０１６年度感动宝山人物，１名
职工获评上海市职业道德先进个人。完

善工会维权工作机制。开展《上海市集

体合同条例（修正案）》的宣传培训，培

训近３０００人次。组织全区２５００名工会
干部和职工开展工会劳动法律知识竞赛

活动。全区建会企业集体协商建制达

５８００家，覆盖职工 １６万人。制定下发
《２０１６年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要
点》《宝山区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工作

台账》等文件，全区非公企业厂务公开实

施率动态保持在８５％以上。开展“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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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竞赛活动，组织参赛企业５５８家，覆
盖班组２８４１个、职工５万人。服务职工
群众会员。全年新增办卡 ２５６６８张，新
增专享保障人数２６１１３人，单位注册４１０
家，注册人数 ６８４２６人。组织 ９４５３９人
参加工会会员卡专享保障计划，为 １８４
人申请会员专享保障金，给付金额 １４８
万元。举办宝山工会春季大型招聘会，

提供就业岗位５０００多个，意向录用８１９
人。职工互助保障累计参保人数 １９７
万人，参保金额 ３６６３７万元；受理给付
申请 ７１万人次，给付金额 ７１３６９
万元。

■开展女职工服务　会同劳动监察、妇
联等部门对女职工密集企业开展专项检

查，共抽查用人单位 ５家，涉及女职工
９７５人。全年新建“爱心妈咪小屋”２８
家，小屋总数达到６５家。全年完成２０７４
名困难女职工免费“两病筛查”（妇科

病、乳腺病筛查），为４７８２名困难女职工
赠送女职工团体互助医疗特种保障

计划。

■举办宝山职工健身系列活动　年内举
办“城工杯”职工乒乓球比赛、“二十冶

杯”职工羽毛球比赛、“上海农商银行

杯”职工健康三打一（扑克）比赛、“金桥

北郊杯”上海市职工男子篮球３对３等
级联赛决赛、“超高杯”体育舞蹈大赛、

宝山职工钓鱼比赛。

■开展职工援助服务　制定并发文《宝
山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全天候服务职工

实施办法（试行）》。为 １５家援助分中
心和３１家基层服务站授牌。职工咨询
调解室全年接待来电来访１６１人次，参
与处理劳资纠纷案件 １０８５件。全区基
层退管组织走访慰问２３３７７人次，慰问
金额 １０７６１８５４万元，参加慰问人数
３２４７人次。

■市总工会走访慰问宝山困难职工和困
难企业　１月１３日，市总工会副主席侯
继军带领市总工会有关人员一行到宝山

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和困难企业。区总工

会副主席曲国莉等陪同走访慰问。１月
２８日，市总工会退管会党总支书记顾丽
萍，区总工会副主席、退管委副主任曲国

莉等慰问二十冶退休职工赵凤山一家。

■举办春季大型招聘会　３月１９日，由
区总工会主办，市总工会职工援助服务

中心协办，上海绿竹园职业介绍所承办

的“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

他”———２０１６年宝山工会春季大型招聘
会在区体育中心举行。市总工会副主席

侯继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

主席王丽燕等领导到现场指导。招聘会

共有２１４家招工单位提供３４００余个工
作岗位，有１０１９人达成求职意向。

■全国著名劳模李斌作专题报告　４月
８日，由上海市职工技协服务中心和区
总工会主办的上海职工科普讲师团进企

业活动在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

限公司举行。全国著名劳模、上海市总

工会兼职副主席、上海液压泵厂高级技

师李斌，应邀到钢之杰的生产车间，为

２５０多名一线职工作“努力成为专家型
一线职工”的报告。

■市总工会领导到顾村镇调研　４月１３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洪浩，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友钟等一行到

顾村镇总工会进行调研，听取顾村镇总

工会贯彻落实群团改革工作情况，并与

４名非公企业工会主席进行一对一座
谈。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吴延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

会主席王丽燕等参加调研。８月１２日，
市总工会副主席何惠娟等一行调研顾村

镇工会改革工作。２２日，市总工会党组
书记莫负春等一行调研顾村镇工会

工作。

■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会　
４月２８日，宝山区“劳动最光荣、共创新
宝山”———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表彰大

会在区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区委书

记汪泓出席大会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方世忠，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区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区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朱礼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区政协副主席

王兆钢，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区总工

会主席杨卫国，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吴华朗出席大会并为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颁奖，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

长丁巍到会致辞。

■区委书记汪泓慰问劳模先进　５月１
日，区委书记汪泓在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等陪同下，到劳

模先进的工作岗位和家里，先后慰问全

国劳动模范、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

限公司经理陈霖，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上海宝房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公厕保洁员

宗国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劳动

模范、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品

质部部长、工会主席沈晓东，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区蔬菜科学

技术推广站栽培组组长郝春燕，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劳动模范、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急诊科主任张连东。

■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启动　
７月１１日，宝山区召开顾村镇非公企业
工会改革试点动员大会。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洪浩，宝山区委书

记汪泓，市总工会党组书记莫负春，市总

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涛，市总工

会副主席何惠娟，宝山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吴延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

工会主席王丽燕等领导出席会议。会

上，顾村镇总工会介绍改革试点工作方

案，区总工会、顾村镇党委、顾村镇非公

企业业主、工会主席和会员代表分别作

发言。１０月２８日，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
改革试点阶段推进会在上海派克汉尼汾

流体连接件有限公司第一车间召开。市

总工会副主席何惠娟，宝山区委副书记

周志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

主席王丽燕等领导出席会议。会议由顾

村镇党委书记赵平主持。推进会围绕中

央和市委群团改革总体要求，以搞活基

层工会工作、惠利工会会员和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为基本宗旨，目的在于全面推

进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工作，完成改

革试点任务。

■“建功十三五，创新在一线”职工劳动
竞赛启动　７月 １４日，区总工会召开
“建功十三五，创新在一线”职工劳动竞

赛启动大会暨劳模创新工作室揭牌仪

式。区委书记汪泓，市总工会副主席何

惠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

王丽燕出席启动大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调研顾村镇非公企业
工会改革试点工作　１１月 ２９日 ～３０
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

建国委托，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副部长王英一行四人到顾村镇，就非公

企业工会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市总工会副主席何惠娟，区委副书记周

志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

席王丽燕等领导陪同调研。 （宋　松）

８０１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共青团

２０１６年４月３０日，“共建、共创、共享、共进”宝山区域化团建“宝钢·宝山”示范创建启动仪式
举行 团区委／提供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户籍人口中１４
周岁至２８周岁人数共有９８０２４人，１４周
岁至３５周岁人数共有１９６７３５人；常住人
口中１４周岁至２８周岁人数共有３０１８５３
人，１４周岁至 ３５周岁人数共有 ５６４６８８
人。全区共有各级基层团组织 ２３４８个
（包括“两新”团组织 １４１４个），其中团
委、团工委１５８个，团总支１０２个，团支部
２０８８个；共有团干部３４０３人，团籍关系注
册在宝山区的团员２３６５８人。２０１６年，团
区委落实群团改革要求，从原来的９个部
门精简为三部一室，成立“爱心暑托班”

“青年中心建设”“青春宝山新媒体建设”

“青年就业创业”４个项目组。根据团区
委班子“专挂兼”的要求，区建交委办公

室主任担任挂职副书记，市青年家园副总

干事、宝钢股份公司团委书记担任兼职副

书记。根据团区委机关人员“２＋１”要
求，遴选一名有基层群团工作经验的优秀

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组织部委派２名基
层优秀青年干部挂职部门副职；初步形

成以青联委员、青年社会组织负责人、热

心青年为核心的机关工作志愿者队伍。

全区１２个街镇团（工）委书记全部实现
公务员、专人专职专岗配备。年内举行

共青团与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举办

区小学爱心暑托班，举行宝山区购买社

会组织服务落地青年中心项目签约仪式

等活动。召开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九届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共建、共

创、共享、共进”宝山区域化团建“宝钢

·宝山”示范创建启动仪式。与区委组

织部、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共青团干部和

青年干部（青联委员）党性教育专题培

训班。团区委“关爱青春　同沐阳光”
项目获“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银奖；区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获全

国青年文明号；月浦镇“五违”整治青年

突击队获２０１６年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
立功竞赛优秀团队；上海张庙环境卫生

服务有限公司呼玛二村女子清道班、区

气象局预测报组、张庙街道司法社工点

等２３家单位获“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举办“青春宝山”ＬＯＧＯ发布会　１
月３１日，“遇见共青团”———宝山共青团
“青年中心”风采展示及品牌项目体验

暨“青春宝山”ＬＯＧＯ发布会在吴淞诺亚
新天地广场举行。该活动由团区委、区

青联联合主办，益万点社区公益服务中

心、区文化馆、诺亚新天地承办，共有来

自区青联委员、青年中心、社会组织、区

域化团建单位、基层团组织的２２家团队
参与项目体验活动。在舞台展示环节，

“青春宝山”新ＬＯＧＯ正式发布。

■团区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召
开　３月１６日，共青团宝山区第九届委
员会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区政府

机关大楼召开。第九届团区委会委员、

候补委员，区属基层团组织负责人、部分

区青联委员代表、部分社工和团区委机

关全体人员参加会议。区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吴延风出席会议并讲话，同时为

“青春宝山新媒体中心”揭牌。作为共

青团强基层的改革试点，大会邀请３名
来自吴淞街道、高境镇的居民区党组织

书记担任青年工作指导员，２名来自吴
淞街道、顾村镇的社区工作者、大学生村

官兼任青年干事。团区委书记孙兰代表

团区委常委会作题为“改革创新　锐意
进取———以自我革新的勇气打造崭新的

共青团”的工作报告。大会审议通过

《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第九届委员会第

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关于团区委委员、

候补委员卸职和递补的确认案》。

■举办“花为媒·为爱奔跑”青年交友
活动暨“文明游园”定向赛　３月２６日，
由区文明办指导，顾村公园、团区委、区

妇联共同主办的“花为媒·为爱奔跑”

顾村公园樱花节青年交友活动暨“文明

游园”定向赛在顾村公园举办。２００余
名青年通过线上报名、线下认证的方式，

参加交友活动。青年交友活动以“定向

越野”的形式开展，分成活动比赛和体验

分享两个板块。

■“阳光慈善宝山共青林”义务植树活
动举行　４月 ９日，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汪泓，副区长连正华，原上海师范大学校

长杨德广与近百名青年志愿者，在顾村

公园栽种数千棵竹柳，并命名为“阳光慈

善宝山共青林”。活动公益植树活动的

爱心树苗由“阳光慈善绿化基金”捐赠，

该基金由原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发

起成立，旨在既实现“植树造林”，又实

现“帮困助学”的公益目标。此次“阳光

慈善宝山共青林”建成后，将作为宝山青

年植绿，护绿，参与公益志愿活动的基

地，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年志愿活动。

■宝山区域化团建“宝钢·宝山”示范
创建启动仪式举行　４月３０日，宝山团
区委和宝钢集团团委共同举行“共建、共

创、共享、共进”宝山区域化团建“宝

钢·宝山”示范创建启动仪式。宝钢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乐江，中共宝山区

委书记汪泓，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徐未

晚，宝钢集团党委副书记伏中哲，中共宝

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中共宝山区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宝山区人大

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宝钢集团

副总经理郭斌等领导与各界代表和青年

代表５００余人参加活动。围绕“共创”，
１０家青年中心被授予青创空间铜牌，重
点聚焦服务青年创新创业。围绕“共

享”，现场启动宝钢第七届青年文化节和

２０１６宝山宝钢青年交流季。徐乐江、汪
泓共同启动宝山区域化团建“宝钢·宝

山”示范创建工作，并带领青年共同开展

“五四三二一、青春长征健步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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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
动　８月１９日至８月２６日，开展宝山·
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来自新疆

叶城的２００名少先队员、辅导员走进宝
山，与宝山学子手拉手，通过开展观摩、

交流、联欢等活动，增强民族团结，共享

祖国发展成果。活动期间，新疆师生参

观中华艺术宫、上海科技馆、上海马戏城

等上海标志性景点以及上海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上海玻璃艺术博物馆、长江河

口科技馆等具有宝山特色的场馆。

■举办共青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
员）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０月１０日～
１５日，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和团区委共
同举办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共青团干部和青年
干部（青联委员）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６０余名来自全区各基层团组织的团干
部、青联委员及部分区域化团建工作联席

会成员单位团组织负责人参加培训。培

训班分为党校培训与全国青少年井冈山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学习两个阶段。

■青少年社工进中国二十冶厂区服务　
１１月２日，“阳光驿站　助力奔跑”宝山
区青少年社工进中国二十冶厂区服务项

目签约仪式在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举行。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王英俊，市服保办社工处处长吴志晖

等出席签约仪式。团区委、中国二十冶

集团团委，青少年事务社工以及二十冶青

年职工共计２００余人参加签约仪式。仪
式上，二十冶集团团委书记王金涛和阳光

中心宝山站站长左可红签订项目协议。

中冶上海企业团工委书记尹杨、市阳光中

心总干事范惠娟共同为“青暖驿站———

阳光社工基层服务点”揭牌。仪式结束

后，社工带领出席人员开展首次青年团康

活动。宝山社工驻厂区项目是为落实群

团改革精神，拓展青少年工作领域，深化

区域化团建工作，形成对青少年权益的大

服务、大保护体系，进而不断推进预防和

减少青少年犯罪工作的新尝试。

■举办“创客之家”系列活动　“创客之
家”一站式创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是由

团区委倡导，以区税务分局、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家

单位团组织为核心，青年创业相关职能

部门团组织、青联委员、热心青年共同组

成的青年志愿者联合服务队。通过整合

“创业苗圃”和“创赢宝山”品牌项目资

源，力图为创业青年提供全线程、无缝衔

接、有机整合的创业服务和指导，实现青

年“一站式”创业。２０１６年，“创客之家”
推出《青春宝山·创业季———“创客之

家”宝山青年创新创业专刊》，将多部门

的创业政策、资源路径进行整合，并通过

人物带入、场景设置、创业攻略、案例分

析、导师答疑等方式进行解读，为青年提

供一站式、全景化创业实践性手册。“创

客之家”一站式创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到高校、企业面向青年组织专业化、专题

化讲座和沙龙活动，全年共举办１２场创
客之家系列活动。 （沈亦沁）

妇联
■概况　至年底，全区有街、镇妇联１２
个，村妇联１０２个，居民区妇联 ３３９个，
园区、委办局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 ２３
个。年内，区妇联内设机构由“两部一

室”调整为“三部一室”，人员编制由 ９
人增加到１０人。区妇女代表中基层一
线比例达 ９２４％，区妇联常委、执委基
层一线比例均达到６６６７％。培育扶持
女性社会组织，指导宝山玉兰坊巾帼服

务社成功中标市“社区老三八红旗手关

爱服务项目”，为高境、吴淞地区的７０余
名退休的市老三八红旗手提供关爱服

务。指导淞南镇承接 ２０１６年度市妇联
公益创意赛２０强之一的《亲子“聆”距
离》项目，携手上海绿蜻蜓青年公益发展

服务中心，通过分享育儿知识、互动主题

活动、特色课程等３个创新子项目，协助
３０名单亲妈妈建立更好的朋辈支持网
络，促进亲子交流。全年扶持社会组织

承接妇联服务项目 ８个，组织活动 ２１７
场，服务人数３８５３人，项目总金额６６６
万元。推动区级资源向基层一线倾斜，下

拨资金３２５１万元，推进街镇家庭文明建
设指导服务中心实施项目化、菜单式服

务。各街镇“家中心”开展“绿动”项

目———“绿色家庭、低碳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宣传培训，举办５４场垃圾分类知识
培训，５２场社区资源回收日活动，有５４８２
户家庭直接参与。开展“巾帼大学堂”妇

女教育项目，举办１６１场宣讲活动，受益
妇女１０８１１人次。开展“邻里一家亲”关
爱独居老人项目，家庭志愿者为独居老人

提供爱心服务。三大服务项目共覆盖１２
个街镇４４８个小区和８１５８３户家庭。

■开展妇联组织改革　全区４４１个居村
“妇代会”统一改名为居村“妇联”，吸纳

辖区内热爱热心妇女群众工作、在妇女

群众中有影响和号召力的妇女代表到妇

联组织中担任兼职副主席、执委，全区共

增补居村妇联副主席８７４名，居村妇联
执委４９００人，街镇妇联执委 ２４１人。３
月８日，开通“宝山女性”微信公众号，为
妇女群众提供网上宣传、网上服务、网上

活动。近５００名三级妇联干部和“妇女
之家”负责人组成网络宣传员队伍，及时

在网上发出“妇联声音”。３月２８日，举
行宝山区居村妇联授牌、执委颁证仪式，

为４４１个居村妇联统一挂牌，向全区各
街镇、居村执委统一颁发由上海市妇联

制作的执委证。５月１６日，召开区妇联
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选举增

补３名常委、副主席，吴秋燕当选区妇联
挂职副主席，侯艳和薛群当选区妇联兼

职副主席，区妇联领导班子实现“专挂

兼”目标。全区１２个街镇妇联主席均实
现专人专职专岗，１１个街镇妇联主席为
正科实职。全部实现“１００％居村委班子
中有女性，１００％居村妇联主席进居村
‘两委’”。组织区妇联１名专职干部的
遴选工作，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身

份、不唯职级选拔妇联干部。６月７日，
在友谊路街道华能城市花园居民区召开

推进“妇女议事会”制度建设工作现场

会，下发《关于推进“妇女议事会”制度建

设的意见》，以“妇女之家”为平台，组织

基层妇女代表和群众议国事、议家事、议

身边事，提升妇女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

解决服务妇女“最后一公里”问题。全区

建立居村妇女议事会４３２个，全年议事
９０５件，解决妇女关心的问题６１２件。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坚持
妇女过节、妇联服务的理念，举办“十个

一”系列活动：（１）２月２６日，举办庆“三
八”老妇女工作者回娘家电影招待会。

（２）３月５日，举办三八维权周大型广场
咨询活动，接待咨询２５００人次，发放宣
传资料１２０００余份。（３）３月６日，举行
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１０６周年表彰
大会暨宝山区第二届家庭运动会，表彰

１００户区最美家庭，全区 ４９１户家庭
１５１０人参赛，评选２０户健康向上、运动
活力的最美家庭。（４）３月６日，与区委
组织部共同走访慰问５名援驻外干部家
属，送上“娘家人”的关心和关怀。（５）３
月８日，区委书记汪泓在《宝山报》发表
一封致全区妇女的节日贺信。（６）制作
一批宣传版面在基层巡回展览，展示优

秀女性和先进集体的风采。（７）依托
“宝山区妇儿关爱专项资金”，走访慰问

７８名老三八红旗手和生活困难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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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慰问金３９万元。（８）３月 １１日，
举办宝山区女性职介专场招聘会，２３家
企业提供 １００多个适合女性就业的岗
位，共有 １０４人与用工单位达成意向。
（９）３月１８日，举办“关注健康、关爱你
我”处级女干部庆“三八”节活动，近４０
名处级女干部参与口腔保健、形象礼仪、

女性养身和品茶鉴茶等活动项目。

（１０）与区人社局、区总工会联合开展女
职工劳动权益保护专项检查，深入全区

女职工相对集中的企业、工厂，督促企业

落实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向女职

工宣传基本的法律常识。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开展“热心
妈妈”维权预警员增能项目，动员区域内

２５５０名“热心妈妈”预警员发挥预警、预
防、预报作用，特别在Ｇ２０峰会等重大活
动中作出积极贡献。与区司法局联手开

展以案说法———“反家暴”系列讲座，在

各街镇进行《对“家暴”说ＮＯ！》巡展，发
放宣传资料１３万份，接待咨询９０８０人
次；举办５场“反家暴”法治宣传讲座，普
及“反家庭暴力法”的法律知识。联合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儿童食品用品市

场专项检查，对４３家有关企业进行集中
检查，加强对儿童食品用品市场经营秩

序的整顿和规范。依托区民政局，开展

“家好月圆”婚姻家庭咨询服务工作，共

接待９６７人次，劝和成功６４对。加强与
区法院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和婚姻家庭

纠纷调解室的联动，维权合议庭共结案

７９９件，调解室调处各类婚姻家庭纠纷
６４４件，引用妇保法判案５５件。８月３０
日，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出席区

“知心妈妈”工作专题会。９月２２日，与
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卫计委、市一

宝山分院等４家单位联合签订“宝山区
性侵案件未成年人被害人医疗救助合作

协议”。联手区检察院，在区内导入人口

集聚的社区，以展板巡展的形式开展预

防儿童性侵的宣教活动，提高全社会关

注儿童、保护儿童的意识和能力。

■开展帮困和助学活动　争取资源、筹措
资金，区“妇儿关爱专项资金”通过５年
努力达到１１３万元，为２４８名老三八红旗
手、准孤儿和失独母亲等送上慰问金

９６２５万元。依托市妇联，为５２名妇科重
症妇女、３５名市老“三八”红旗手、３４名
准孤儿争取慰问金１５６万元。争取区综
合帮扶，为５３名妇科重症妇女发放帮扶
金１３６５万元。开展“８１８”助学活动，发

放解放日报、玉佛寺、中华烟草、爱建基金

等助学金４４２３万元，全区１８６名生活困
难的优秀高中生、大学生和智障儿童得到

资助。５月２７日，举办“爱心伴成长·女
企业家公益行”活动，２５名爱心妈妈携手
２８名准孤儿参观上海玻璃博物馆。５月
２８日，携手区旅游局，为罗泾镇５０户困
难家庭的孩子举行“六一亲子·乐游宝

山”活动。７月１２日～２２日，举办第四期
“分享快乐、童梦启航”———宝山区亲子

滨江游活动，２６３０名家长和孩子一起游
上海、看宝山、赏美景、话发展。１０月１５
日，组织罗店镇１００户家庭开展“阳光梦
想、多彩绽放”安全教育亲子活动，通过

模拟实训、情景游戏等互动项目，提升家

庭成员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　（１）做好退休和
生活困难妇女免费“两病筛查”（妇科

病、乳腺病筛查）政府实事项目，１２个街
镇和１个园区共筛查妇女４３４８０名，超
额完成目标任务。高温期间，区委常委、

副区长、区妇儿工委主任周德勋到基层

筛查点专程看望慰问医护人员。（２）做
好“姐妹情”关爱互助保险参保工作，为

６６３８３名妇女办理保险，金额达２１７１９９
万元，为６２名患病妇女办理保险理赔共
１３３５万元。（３）５月２４日，在罗店镇西
埝村启动“姐妹帮姐妹———巾帼公益光

明行”活动，旨在为区老年妇女免费开展

眼病筛查和保健服务。为罗店镇、罗泾

镇、月浦镇、淞南镇、高境镇、张庙街道近

万名老年妇女进行免费眼病筛查和眼保

健宣教服务，其中对２０９９名患眼病的妇
女给予健康指导，４８２人得到“光明基
金”全额资助的免费白内障手术。（４）
开展“向贫困家庭儿童发放文化福利补

贴”工作，为全区２５６１名０～１８岁低保
家庭儿童免费发放２５６１万元的书籍。
（５）推进“家政员登记注册”市政府实事
项目，制作并发放印有“做好家政实事项

目，服务宝山千家万户”宣传语的环保袋

１８万个，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登记注册
审核通过１９８９名，签注１４２０名，超额完
成任务。（６）４月２４日，举办“宝山区第
一期家政专项能力培训班”，参加人数

４０人。（７）９月４日，举办“家政上门服
务证”培训班，组织全区各家政机构的

９５名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参加培训。（８）
９月８日 ～１５日，与区委组织部联合开
展中秋节走访慰问５名少数民族地区来
沪挂职干部和为２０名援驻外干部家属
“送家政”服务。

■开展岗位培训　４月７日，举办妇联系
统第二期助理社工师培训班，来自基层的

４８名妇女干部参加培训，４３人参加全国
统考，２１人通过全国助理社工师考试。４
月２０日，与区社会工作党委、区工商联和
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宝山区第六期“两新”

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共有５３家“两新”
组织的６３名学员参训。８月２６日，举办
街镇妇联主席、园区委办局妇工委主任岗

位培训班，对４０名妇女干部进行集中培
训。推荐２名优秀女干部参加市委组织
部、市妇联联合举办的第７期女性人才开
发专题培训班。依托开大女子学院宝山

区学习中心，开设社区管理（家政方向）

大专学历班和瓷绘工艺、形体礼仪、古琴

３个素能提升班，１８８人参加学习。

■开展家庭文明建设　３月２６日，与团
区委联合开展“花为媒”青年交友活动，

２４０名青年参加。５月２９日，与区教育
局、卫计委联合开展以“家庭是早教的主

阵地、陪伴是成长的营养剂”为主题的第

五届亲子嘉年华活动，吸引３００户家庭
１０００余人参与。６月 １５日 ～１１月 ２５
日，承接市妇联《上海市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项目》，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２场家
庭教育讲坛街镇行和７２场科学育儿社
区行，把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配送到１３
个街镇（园区），有 ２５７７户家庭直接受
益。８月１８日，举行区“最美自强少年”
揭晓仪式，表彰 １００名区“最美自强少
年”和十佳“最美自强少年”。９月 ２４
日，在区体育中心室外篮球场，与区总工

会、教育局、卫计委、科委、司法局、绿化

市容局等单位联合举办第十八届家庭教

育宣传周咨询活动，为市民提供家庭教

育、优生优育、家庭科普、法律咨询、垃圾

分类、家政咨询、女职工权益维护等公益

服务。９月３０日，与区老年基金会联手
开展“糕糕兴兴过重阳”慰问独居老人

活动，重阳节期间，１３５７名家庭志愿者
为７５２名结对独居老人送上重阳糕，并
上门提供贴心服务。１２月２日，与区文
明办、教育局联手举办“好家风好家训成

就孩子一生的品格”主题论坛。１２月３０
日，完成市家庭文明建设重点立项课题

“学龄前儿童安全教育模式探析———以

宝山区为例”研究，形成调研报告。

■实施妇女儿童“十二五”规划终期评估
　年内，宝山区被市妇儿工委作为妇女儿
童发展“十二五”规划终期评估的４家抽
检单位之一，围绕实施“十二五”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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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历程，完成终期评估报告。制作回眸

“十二五”的专题片，全面展示区妇女儿

童事业的发展，整理、汇编３２家妇儿工委
成员单位的工作资料和成果。３月 ３０
日，区委书记汪泓会见市妇儿工委副主

任、市妇联主席徐枫和由市妇儿工委副主

任、市人社局副局长张岚带队的评估督导

组成员。评估督导组成员在区妇儿工委

主任、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等陪同下，

对区法院和上海培智学校进行实地查看，

并进行妇女儿童发展满意度测评。终期

评估数据显示：区实施上海妇女儿童发展

“十二五”妇女指标 ３０项，达标率
９３３％；儿童指标３０项，达标率９３３％。
此次评估结果为优秀。 （杜　红）

其他团体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
员会　至年末，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
山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会）共有

同学６人，最小８９岁，最大９９岁。鉴于
黄埔同学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工委会主

要工作是服务黄埔同学，为黄埔同学排忧

解难，安度晚年，及时传递各种时事和信

息，协助区委统战部领导起到关心沟通、

协调好黄埔同学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

走访慰问。全年共走访近８０人次，
开展“冬送暖，夏送凉”、元旦、春节、中

秋、国庆、重阳节例行走访活动，送上慰问

金及慰问品近４万元（含市同学会）。每
当同学生日时，送上生日礼物及贺卡。为

每位同学订阅《健康财富报》《团结报》

《上海老年报》《台湾周刊》《团结报》。

组织活动。春节前夕，组织黄埔亲

属参加区委统战部举办的２０１６年宝山
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黄埔

二代李康等人表演民乐小合奏电影《闪

闪的红星》主题曲《红星照我去战斗》

《红星歌》，获优秀组织奖。５月１８日，
组织黄埔二代及亲属到上海中心、迪士

尼小镇参观。８月１３日，组织黄埔亲属
及后代参加由中共宝山区委、上海淞沪

抗战纪念馆举办的纪念“八一三”淞沪

抗战７９周年祭悼活动，并参观“血沃淞
沪———淞沪会战主题展”。１０月１２日，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组织
黄埔亲属及后代参观四行仓库和上海宋

庆龄故居纪念馆。 （陈　姝）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至年
末，宝山区有海外华侨、华人、归侨、侨

眷、港澳居民眷属、留学生眷属、归国留

学人员６１７７９人，其中长期生活在宝山

的华侨、华人 ３４２人，留学及归国人员
５６５８人，居住在全区３个街道、９个镇。
全区１２个街镇成立街镇侨联（基层侨联
组织达到全覆盖），共有联络员 ３５０余
人。区侨联长期服务对象共有６６人（其
中多数为早期归侨）。宝山侨联根据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侨联

工作的意见》精神，围绕“当友建家”的

工作要求，加大为侨服务的力度。全年

利用各种形式走访、慰问侨界人士 ５００
余人，送上慰问款、慰问品累计１２万余
元。春节期间，配合区慈善基金会将 ２
万元助困款发放到３０名困难侨界人士
及其家庭手中。组织全区４６名侨界老
同志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参

加体检。开展“迎新春、迎中秋、庆国庆、

敬老节”联谊活动、“老归侨回家过年”、

报告会等系列活动。继续向“侨界至

爱”专项资金注资。５月份举行“侨界至
爱”大型医疗法律咨询服务活动，有３００
余人参加。定期组织侨联干部、基层侨

联分会委员、信息员参加侨联工作的学

习交流。每半年召开一次全委会，每季

度召开一次基层侨联工作例会。举办基

层侨联干部培训班。区侨联干部深入基

层，为侨联干部作专题辅导报告。整合

资源，探索新时期侨联工作的新方法，与

上海大学侨联开展共建活动。做好侨界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维护侨益

工作，举行参政议政座谈会，广泛收集侨

界社情民意。加强信访工作，共接待来

信、来电、来访共计６０余人次，化解矛盾
纠纷。开展海外联谊，拓展新华人华侨

工作领域，扩大宝山在海外的影响力。

１月 １４日，区侨联、市老年基金会
宝山区分会联合举行早期归侨援助项目

启动仪式。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伟

民，市老年基金会宝山区分会会长张培

正等领导及爱心人士、侨联分会骨干、受

助早期归侨代表共 ４０余人参加仪式。
该援助项目的援助对象为全区所有早期

归侨６２人，援助款项３１０００元。１月２８
日，区侨联举办“老归侨回家过年”活

动，邀请区内 ４０余名老归侨共度新春
佳节。

３月７日，区侨联、区侨办联合召开
“情暖三月、共话发展”———宝山区女侨

胞、女台胞座谈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沈伟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区各条战

线上的女侨胞、女台胞代表共２０余人参
加座谈。３月１０日，区侨联召开侨联六
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区侨联班子

成员、委员以及基层侨联分会主席、秘书

长共５０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学习传达
中央、中国侨联和市侨联有关会议精神，

审议通过樊锦代表六届常委会所作的区

侨联工作报告。各基层侨联分会交流一

季度主要工作和二季度工作打算。

４月２８日，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樊
锦参加“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侨联参政议政
课题立项会”，确定区侨联课题题目“新

时期基层侨界社团发展现状和对策研

究———以宝山区为案例”。

５月 ２６日，区侨联、农工党宝山区
委、顾村镇联合举行宝山区“侨界至爱”

大型医疗、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共有３００
余人参加活动。

７月１４日，区侨联召开２０１６年度第
二次基层侨联工作例会暨“侨之家”建设

推进会，各街、镇侨联主席、秘书长等参

加。张庙街道、吴淞街道、高境镇和顾村

镇分别做交流发言，区侨联就“侨之家”

建设提出具体要求。７月１９日，市华侨
基金会理事长沈伟娟一行专程到宝山，看

望欧洲上海社团联合会会长龚礼明先生

的母亲顾淑珍老人。同时，区侨联对全区

侨联干部和志愿者进行高温慰问。

９月１日，区侨联召开侨联六届三次
全委（扩大）会议。区侨联班子成员、委

员以及基层侨联主席共５０余人参加会
议。会议通报区侨联群团改革实施方案

并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各基层侨联主席

就调研课题做工作交流。 （杨　阳）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宝山区青年联合
会（以下简称“区青联”）是上海市青联

的会员团体、宝山区政协的组成团体。

２０１６年，区青联围绕上海市第二批群团
改革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各项改革指标。

新一届青联委员共２７５名，平均年龄３４３
岁。其中：新任委员２１１名，达７６７％；非
中共党员１５２名，占５５２７％；民主党派
４６名，占 １６７３％；党政干部 ８名，占
２９１％；女委员１２０名，占４３６％；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２５８名，占９３８１％。新一
届区青联常委共５１名，其中主席１名、副
主席１２名；新兴领域群体代表１１名，占
２１６％；基层一线代表６人，占１１８％；中
共党员２９名，占５６８６％；民主党派及群
众２２名，占４３１４％；女性人数１１名，占
２１５７％；平均年龄３５６周岁，本科以上
学历达９８％。１２月２２日，宝山区青年联
合会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召开。中共宝山区委书

记汪泓，团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王

宇，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副区长周德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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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月，宝山区学生联合会组织开展“冬日暖阳”活动 区学联／提供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诗杰，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区政协

副主席王兆钢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开幕

式上，汪泓为部分区八届青联主席班子颁

发荣誉委员证书，周志军、王宇发表讲话。

孙兰代表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

会作题为《汇聚青春力量，勇承改革担

当，为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滨江新

城区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全会审

议并通过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八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经大会选

举，孙兰当选为区九届青联主席，许烁等

１２人当选为区九届青联副主席，王阳等
３８人当选为区九届青联常委。会议审议
通过《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工作细

则（试行）》《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常

委联系委员、委员联系青少年办法（试

行）》，区青联服务区域发展项目同时揭

牌。区青联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落实青联改革关于委员比例的要求，结构

更趋优化，凸显委员的广泛性、代表性和

先进性，２７５名委员分为８个界别，其中
新增社会治理、创新创业２个界别。围绕
区“两区一体化升级版”滨江新城区的建

设总目标，一大批创投园区、科技金融、文

创产业、“互联网＋”等“大云平移”企业
以及产业互联网、邮轮旅游行业的优秀

青年代表进入青联。面向基层，重心下

移，工人、农民及直接从事生产服务工作

一线的人员４１人，占１４９１％；科学、教
育、文艺、体育、卫生、法律等专业技术领

域委员６１名，占２２２％。各族各界优秀
青年在委员中均有体现，既有少数民族

代表，也有来自民革、民建、民进等７个
民主党派的青年和新阶层青年人士，体

现青联组织团结凝聚各族各界青年的爱

国统一战线性质。委员整体素质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委员中获各类全国性奖

项和市级荣誉的有１１０余人次，获宝山
区第八批拔尖人才、青年尖子的共有１５
人。区青联年内以思想引导为重点，巩

固各族各界青年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组织青联委员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区七次党代会等会议精神。整合青

联资源，组建“创客之家”创业志愿者服

务团队，为创业青年提供咨询辅导。参

加为期３个月的２０１６年“同一片绿荫”
上海青年公益足球赛。组织开展形式多

样的工委主题活动，通过参观、走访、论

坛等多种形式，让委员们走进宝山、参观

亮点、感受发展。组织区青联委员以志

愿者身份参加“快乐暑假”“快乐寒假”

等系列“爱心放送”活动，陪同困难家庭

孩子度过有意义的时光。鼓励委员参与

“援滇援疆”等工作。 （沈亦沁）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至年末，宝山区
第九届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学联”）

有委员单位 １３家，会员单位 １７家。
２０１６年，宝山学联以“打造魅力型学联
组织”为目标，完善工作机制、培养学生

干部、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组织、引

导学生干部参加各类培训，提高理论水

平，加强工作能力；另一方面，设计开展

具有吸引力的学联活动。１月，组织开
展“学联陪你过寒假”———２０１６年宝山
学联“冬日暖阳”活动，丰富宝山学子的

寒假生活。３月，组织召开各校学生会
主席例会，了解新学期各校学生会工作

计划。５月，组织召开宝山区学生联合
会全委会（扩大）会议，选举、推荐并产

生５名市十六次学代会代表。５月 ３１
日，“领巾心向党、童年歌飞扬”———２０１６
年宝山区少先队“六一”表彰大会暨建

党９５周年红领巾小合唱优秀节目展演
在区少年宫举行。团市委副书记丁波、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诗杰、副区长陶

夏芳、区政协副主席王兆钢，以及来自全

区各中小学的３００余名少先队员、少先
队辅导员和“五老牵手红领巾”活动志

愿辅导员共同参加活动。主题集会上，

副区长陶夏芳发表致辞。集会展示了在

红领巾小合唱比赛中获一、二等奖的优

秀节目，表彰２０１５学年度少先队优秀个
人、优秀集体以及在红领巾小合唱比赛

活动中获奖的学校。会上还举行宝山区

少先队首批“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

教师、老专家、老模范）志愿者聘任仪式，

团市委副书记丁波给“五老”志愿辅导

员颁发聘书。６月１日，区委书记汪泓，

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吴延风，副区长陶夏芳等区领

导接见获得 ２０１５学年“市优秀少先队
员”“市优秀少先队队长”等荣誉获得者

代表和“市优秀少先队集体”辅导员代

表，并与大家合影留念。７月，组织“宝
山学子看家乡发展”夏令营活动，有 １６
家学校、１００名学生参加，激发学生爱国
爱家之情。８月１９日至８月２６日，开展
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来

自新疆叶城的２００名少先队员、辅导员
走进宝山，与宝山学子手拉手，通过开展

观摩、交流、联欢等活动，增强民族团结，

共享祖国发展成果。活动期间，新疆师

生参观中华艺术宫、上海科技馆、上海马

戏城等上海标志性景点以及上海国际民

间艺术博览馆、上海玻璃艺术博物馆、长

江河口科技馆等具有宝山特色的场馆。

９月，组织学联学生参与“中国好青年”
节目录制活动，听优秀青年讲述成长成

才的故事，鼓励学生人人争当“向上向善

好青年”。１０月１日，由团市委主办、团
区委承办的“青春上海·祝福祖国”上

海青少年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７周年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宝山区分会场升旗仪

式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广场举行。团

区委、区青联、滨江新区青年团干部参加

活动。参加此次升旗仪式的小旗手是居

住或者就读于宝山的优秀少先队员，通

过学校推荐、社会报名，最后由团市委统

一确定名单。仪式结束后，由区红领巾

理事会理事代表宣读响应团市委发起的

“带着国旗去旅行”活动的倡议书。１１
月，组织学联学生开展定向赛越野挑战

赛活动，有１７家学校、８５名学生参加，倡
导青年学生远离网络、走出教室、走进

自然。 （沈亦沁）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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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业
■编辑　郭莹吉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表１ ２０１６年中国宝武集团主要经济指标

项目名称 数值 单位
比上年增减（％）

含武钢 不含武钢

工业总产值（现行价格） ２，９４５．４２ 亿元 －２．２４ ３５．１３

工业销售产值 ２，９５１．９１ 亿元 －１．０１ ３７．４３

资产总额 ７，４１６．８３ 亿元 ３．５４ ４０．１２

营业总收入 ３，０９６．２１ 亿元 －６．４９ ３４．５８

利润总额 ７０．３１ 亿元 ０．００ ５７９．９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１ ％ １３６．９３ ３９２．７３

铁产量 ５，６７１．６８ 万吨 ６．１２ ６２．４５

钢产量 ５，８４８．６２ 万吨 ６．５７ ６１．９８

商品坯材产量 ５，７２９．７７ 万吨 ５．６８ ５７．１４

商品坯材销量 ５，７４２．６０ 万吨 ５．８７ ５６．６４

（张文良）

■概况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宝武集团”）由原宝钢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和武汉钢

铁（集团）公司（简称“武钢”）联合重组

而成，于１２月 １日正式揭牌成立。总
部设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浦电路

３７０号，注册资本 ５２７９１亿元，资产规
模逾７０００亿元，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试点企业。至年底，在册员工 ２０２６１６
人。中国宝武集团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按照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的定位，以驱动绿色钢铁

产业生态圈发展，成为员工和企业共同

发展的公司典范为使命，实施以钢铁产

业为主体、以绿色精品智慧制造和钢铁

生态圈平台化服务为两翼的“一体两

翼”战略，力争成为引领全球钢铁行业

发展，拥有若干与钢铁业相关的千亿级

营业收入、百亿级利润规模的支柱产业

和一批百亿级营业收入、十亿级利润规

模骨干企业的国际一流集团公司。中

国宝武集团业务涉及钢铁及相关制造

业、钢铁及相关服务业、产业链金融、不

动产及城市新产业四大领域。钢铁业

是主营业务，拥有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宝钢股份”，含宝钢股份直属

厂部、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

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武汉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广

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宝钢不锈钢有限

公司（简称“宝钢不锈”）、宝钢特钢有

限公司、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昆明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钢铁企业，粗钢产

量居中国第一、全球第二，产品定位高

端，涵盖普碳钢、不锈钢、特钢等三大系

列，应用于汽车、家电、石油化工、机械

制造、能源交通、金属制品、航天航空、

核电等行业。钢铁相关服务业包括电

商、物流、加工、数据、资源服务、信息技

术、工程、生产及生活服务等业务，拥有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两家上市公司。产

业链金融包括助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的产业链金融业务，提升国有资本运营

效率的投资融资、收购兼并等资本运营

业务，支撑业务创新的创业投资业务

等。不动产及城市新产业包括配合钢

铁去产能、提升土地要素资源价值、拓

展业务发展载体的不动产开发运营及

城市新产业发展等业务。２０１６年，中国
宝武集团经受住市场大起大落的考验，

经营效益呈现恢复性增长，盈利结构和

经营质量显著改善，总体保持“缓中趋

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完成工业总产

值（现行价格）２９４５４２亿元，工业销售
产值２９５１９１亿元，资产总值 ７４１６８３
亿元，营业总收入 ３０９６２１亿元，实现
利润总额 ７０３１亿元，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１％。其中，宝钢 股 份 实 现 利 润
１１５２亿元，是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上
市钢铁公司之一。中国宝武集团全年

完成铁产量 ５６７１６８万吨，钢产量
５８４８６２万吨，商品坯材产量 ５７２９７７
万吨，商品坯材销量５７４２６０万吨。全

面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下达的“去产能”

任务，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９９７万吨，其
中宝钢化解过剩产能５５５万吨，武钢化
解过剩产能 ４４２万吨。研发投入率
１９９％，申请专利２５３４件，其中发明专
利１２６１件。吨钢综合能耗６００千克标
准煤，比上年下降 ５千克标准煤；万元
产值能耗 １３４吨标准煤，下降 ４９％，
其中上海地区用能和用煤总量分别为

１４５０万吨标准煤和 １３５０万吨，完成上
海市下达的年度考核目标；二氧化硫、

化学需氧量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

为３３６６５吨、２１２３吨和 ７９７８７吨，分别
下降 １０％、１２％ 和 ５％。对 外 捐 赠
９３８６０３万 元，其 中 宝 钢 对 外 捐 赠
６４８１０３万元，武钢对外捐赠 ２９０５万
元。年内，宝钢连续第 １３年进入《财
富》世界５００强，位列第２７５位；当选“最
受赞赏的中国公司”，位列第１２位，是钢
铁行业唯一上榜企业。宝钢广东湛江钢

铁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中国宝

武集团在上海市宝山区域内的主要企业

有：宝钢股份直属厂部、宝钢不锈钢有限

公司、宝钢特钢有限公司、宝钢工程技术

集团有限公司、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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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等。

■吴淞口创业园开园　２月４日，宝钢
与宝山区签订“关于宝钢特钢地块整体

转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吴淞口创业

园同时挂牌成立。根据协议，双方将致

力于推动宝钢特钢有限公司地块整体

转型发展，提升其土地资源综合利用价

值，为宝山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城区打下

基础。吴淞口创业园以建设成为国家

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引领示范区

和老工业基地整体转型升级的最佳实

践区为目标，产业定位为：以先进材料、

智慧制造、３Ｄ打印、能源环保等为核心
的科技创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及现代

服务产业等。６月２８日，上海吴淞口创
业园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并开始运

营。１０月２８日，吴淞口创业园举行开
园暨企业入驻仪式。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０日，宝钢不锈钢２５００立方米高炉关停 摄影／杜国华

■欧冶国际电商有限公司成立　３月３０
日，欧冶国际电商有限公司（简称“欧冶

国际”）挂牌成立。欧冶国际由欧冶云

商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成立，是一个以钢

铁及相关大宗商品为主要交易品种的跨

境电商平台，目标是建成集交易和服务

为一体的新型在线国际贸易生态圈。欧

冶国际将以整合全球资源为使命，汇聚

国际供应链上、中、下游各方力量，联合

战略合作伙伴，以最新、可靠、安全的网

络技术打造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 Ｂ２Ｂ
交易平台，并最终致力于成为一家公众

化的公司。

■宝钢高端油套管打入非洲市场　４
月，宝钢自主研发的高合金特殊扣油套

管产品ＢＧ１３Ｃｒ－１１０、ＢＧＴ２首次出口非
洲市场，应用于非洲一家油田用户。宝

钢高合金特殊扣油套管产品于２０１３年
通过油套管特殊扣领域最严苛的ＣＡＬ－
ＩＶ等级评估实验，并在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国内

知名用户中推广应用，其优质的耐腐蚀

性能、密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作

为新兴经济体和主要能源产出区之一，

非洲的能源用钢管需求持续增长，宝钢

股份钢管条钢事业部组织营销、技术人

员与非洲用户展开多轮谈判交流，重点

推介ＢＧ１３Ｃｒ－１１０、ＢＧＴ２两个产品，首
批供货３２０吨。

■宝钢取向硅钢应用于三峡工程　５月
２４日，首台采用宝钢高磁感取向硅钢制
造的８４万千伏安／５００千伏主变压器在
三峡水利枢纽并网运行。三峡工程早期

建造的大型变压器全部采用进口取向硅

钢。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宝钢高

磁感取向硅钢正式获准用于三峡工程

５００千伏及以上级别大型变压器。三峡
工程首台采用宝钢生产的国产硅钢片制

造的变压器由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生产，电压等级为５００千伏、容量为８４
万千伏安。

■宝钢不锈钢２５００立方米高炉和碳钢
相关产线停产　６月２０日，宝钢不锈钢
２５００立方米高炉和碳钢相关产线停产，

每年将减少产铁２５０万吨。２５００立方米
高炉投产 １７年，冶炼铁水 ３２５０万吨。
２５００立方米高炉和碳钢相关产线停产，
是上海市和宝钢按照“减量、增效、调整、

发展”总体原则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宝钢

落实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的重要举措，也

是落实宝山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协

议、履行社会责任、推进节能减排的具体

体现。按照规划，宝钢不锈钢将继续增

强４００系超纯不锈钢领域的市场话语
权，巩固宝钢不锈钢的市场地位和品牌；

实施“改革、转型、创新”战略路径，推动

“互联网＋不锈钢”，打造为不锈钢行业
用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的电商

平台。

■宝钢股份热连轧多项产品填补国内国
际空白　上半年，宝钢股份热轧高强钢
多项产品填补国内国际空白，并在品种

规格、产品性能、板形水平、用户使用技

术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瑞典钢铁

公司是世界公认的热轧高强钢领先企

业，２０１３年，宝钢股份选择高强结构钢、
超高强钢、耐磨钢和防护钢四类成长型

产品，启动对标瑞典钢铁公司工作。经

过３年持续改进，在品种规格拓展方面，
使热轧产品最高强度由７００兆帕拓展至
１８００兆帕，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依托新
建热处理线，发展形成 ＢＳ超高强结构
钢、ＢＷ耐磨钢、ＢＰ防弹钢等三大系列高
盈利热轧成长型产品；结合用户实际需

求和加工工艺，设计开发全球首发产品

ＢＷ３００ＴＰ和国内独有产品 ＢＳ８００ＱＣ，并
实现批量稳定生产。在加工使用技术方

面，开发出“热轧轧制板形补偿控制技

术”“精细化平整及矫直板形控制技术”

“离线热处理淬火核心配方数据库”等

关键技术，形成宝钢独有的热轧超高强

钢全流程板形控制技术，热处理产品板

形合格率达到９３１％。

■国内首条高端覆膜铁机组在宝钢投产
　７月２５日，宝钢股份建设的国内首条
高端覆膜铁机组投产，可年产４５万吨
中高端食品饮料罐用材。覆膜铁机组是

将镀锡或镀铬后的钢卷经过开卷、加热

后进行热覆膜，生产覆膜铁成品。和普

通镀锡产品相比，覆膜铁产品的安全性

能与环保性能更优，代表镀锡板的发展

方向。该产品相关工艺技术过去由国外

企业垄断，宝钢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启动覆膜
铁产品研发项目，２０１５年６月覆膜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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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项目打下第一根桩。其间，宝钢掌握

膜的合成技术，合作开发覆膜机，自主研

发在线膜孔仪，引入Ｘ射线衍射技术，将
钢厂的清洁生产技术推向医用级别。

宝钢股份有限公司一角 摄影／刘继鸣

■宝钢与武钢联合重组　９月１４日，国
务院国资委颁发《关于宝钢集团有限公

司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重组的通

知》，经国务院批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实施联合重组。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重组后的母公司；武

汉钢铁（集团）公司整体无偿划入，成为

其全资子公司。１０月３１日，中共中央组
织部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宝武

集团主要领导配备的决定：马国强任中

国宝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陈德荣任

总经理。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决定：陈德

荣任中国宝武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

同日，中国宝武集团宣布：贝克伟、李国

安、沈肖芜、林建清任中国宝武集团外部

董事。１１月１７日，上海市核发“中国宝
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１１月
１８日，“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印
章启用，原“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印章同

时废止。１２月１日，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揭牌成立。

■中国宝武集团提前完成化解钢铁过剩
产能任务　至１１月１５日，中国宝武集
团提前完成２０１６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任务，通过国务院国资委验收组验收。

其中，宝钢化解过剩产能５５５万吨，武钢
化解过剩产能４４２万吨。按照国务院国
资委批复的中国宝武集团合计化解过剩

产能为１５４２万吨，约占中国宝武集团钢
铁总产能的 １７％。宝钢化解产能计划
总量从原来的９２０万吨增加到１１００万
吨，其中，２０１６年完成５５５万吨（罗泾区
域３４５万吨、南通宝钢钢铁有限公司１２０
万吨、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９０万吨），
２０１７年完成５４５万吨。武钢化解产能计
划总量为 ４４２万吨，全部在 ２０１６年完
成。 （张文良）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宝钢设计院）

■概况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钢工程”）是中国宝武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２８２０亿
元。宝钢工程前身为成立于 １９９９年 ８
月的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金为６３４亿元）。２００９年８月，成
立宝钢工程技术委员会。同年１２月，原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更名为“宝

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４
月１６日，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揭
牌成立。２０１６年５月４日，宝钢集团发
文，组建宝钢设计院，与宝钢工程实行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方式运作。宝钢

工程拥有工程技术事业本部、上海宝钢

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宝钢节

能”）、宝钢钢构有限公司（简称“宝钢钢

构”）、宝钢建筑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简

称“宝钢建筑”）、上海宝产三和门业有

限公司、上海力岱结构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简

称“宝钢技术”）、常州宝菱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简称“宝菱重工”）、宝钢轧辊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宝钢轧辊”）、上

海宝钢铸造有限公司（简称“宝钢铸

造”）、苏州大方特种车有限公司（简称

“苏州大方”）、上海宝华国际招标有限

公司（委托管理，简称“宝华招标”）、上

海宝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

咨询”）等１０多家子公司。具有国家颁
发的２０多项甲级资质和国（境）内外承
包工程经营权，具备集工程咨询、管理实

施、设计制造、运行维检于一体的全流程

解决方案的产业能力。服务领域涵盖工

程总承包、项目管理和工程咨询、工程设

计、工程招标、工程监理、设备设计与制

造、成套设备供应、施工管理、运行维护、

检修检测等。２０１６年，宝钢工程实现营
业收入 ８１８８亿元，利润总额 ８７００万
元。至年底，在册员工８２９５人。

■冶金工程技术板块　工程技术事业本
部承接湛江钢铁项目炼钢工程的 ＬＦ精
炼炉、三号转炉及二号 ＲＨ精炼炉，分别
于１月５日、５月５日、５月６日热负荷
试车成功。总体设计和成套供货的湛江

钢铁２０３０冷轧工程于３月底全线贯通，
４条主线机组和２条包装机组相继热负
荷试车成功。湛江钢铁１５５０冷轧工程
年底完成施工图设计，三号制氧机组搬

迁项目和铁路工厂站项目完成施工图设

计。参与设备成套总承包的“薄带连铸

连轧工艺、装备与控制工程化技术集成

及产品研发”项目获２０１６年中国冶金科
学技术奖特等奖。宝钢工程获２０１６年
度冶金建设行业优秀工程设计奖１７项，
其中一等奖４项、二等奖９项、三等奖４
项；获２０１６年度优秀 ＱＣ（质量控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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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果奖９项，其中一等奖２项、二等奖
５项、三等奖２项。

■环境工程技术板块　宝钢节能资源利
用业务在保持传统钢渣处理业务稳步发

展的同时，加速业务转型发展，自主研发

的世界首套用于不锈钢渣处理的滚筒装

置在浙江嘉兴东方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建

成投产。参与开发的宝钢股份焚烧设施

环保适应性改善项目投产，基本掌握工

业危废焚烧的专门化技术能力。中标福

建福欣特殊钢有限公司酸洗液回收再利

用系统项目。拓展工业场地土壤修复技

术新业务，首次以设计加施工形式承接

并完成福州明扬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土壤

及地下水修复项目，并承接宝钢股份四

期硅钢配套场地整理ＥＣ项目。

■新型建筑技术板块　宝钢钢构目标市
场从“以国内建筑钢结构市场为主”调

整为“以海外设备钢结构为主、国内适度

参与，承接一级市场订单”。年内新增海

外订单３８１１２万元，占订单总额７２％，海
外营销完成全年计划１６０％。宝钢建筑
以“宝数云”作为契机，探索从产品到平

台的发展，加快 ＢＩＭ（建筑信息模型）团
队建设，加快协同设计技术升级。

■工业技术服务板块　宝钢技术完成历
时５个多月的系列定修、年修，开创高温
时节实施宝钢股份直属厂部系列定年修

的先例，全年完成定修 ５５３次，年修 ３６
条机组（区域），常规检修项目８１２１０项，
值班调度呼出、组织抢修１８３次，抢修及
时率１００％。完成二炼钢四号转炉电除
尘煤气管道抢修、电厂零号机组抢修、

Ｃ６０２单机架抢修等一系列重大抢修。
提升服务湛江钢铁水平，完成湛江钢铁

热轧厂、厚板厂首次大型定修、年修任

务，获２０１６年湛江钢铁“优秀供应商”称
号。宝钢设备远程监控平台完成一期建

设，湛江钢铁 ２２５０热轧机组、炼钢 ＯＧ
（转炉烟气除尘净化及蒸汽、煤气回收系

统）风机、炼铁环保除尘等在线监控系统

接入平台。耐材绿色总包模式复制至涟

源钢铁集团、邯郸钢铁集团和韶关钢铁，

与马来西亚联合钢铁签署绿色耐材总包

项目意向书。印度尼西亚喀钢项目扩大

合作范围，签订高炉焦炉开炉指导增补

合同。高端检化验实验室系统集成服务

取得新突破，中标舟山港铁矿石取制样

系统集成项目。表面喷涂业务涉足精密

制造、石油、海洋工程等９个行业领域，
与国际知名仪器设备商瑞典海克斯康公

司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成为其全球

战略供应商。

■装备制造板块　宝菱重工重点加强湛
江钢铁后续项目的承接及备件、服务业

务，深化与优质民营企业合作，与西安普

瑞森新型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签定９
台单机架制造合同，加强与甬金科技公

司合作关系，上半年签订１５４５型轧机和
平整机组项目制造合同，１２月，签订印
度尼西亚某钢厂５０００多万元的冷轧项
目制造合同。宝钢轧辊全年对高端客户

实施定制化服务１１８次，对现场发现的
问题实施“ＰＤＣＡ”（计划、实施、检查、处
理）管理。签订新品合同６６７０万元，先
后承接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镇江鼎

盛铝业有限公司轧辊制造项目，拓展非

钢市场。宝钢铸造狠抓产品质量，拓展

市场，提高冷却壁、钢锭模、炉口水箱等

产品 质 量，总 体 质 量 合 格 率 达 到

９７５％。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河北永
洋钢铁有限公司、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

限责任公司、江西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等钢厂签订高炉冷却壁制造合同。炉

口水箱业务持续保持市场占有率领先地

位，全年承接合同４０００多吨。苏州大方
打造一条具有“服务 ＋”特色的全新产
业链，重点围绕“拓市场、降成本、抓基

础”推进实施。２月与宝钢股份运输部
签订框架车“制造 ＋服务”合作备忘录，
８月正式签订框架车“管养修”总包实施
合同。实施总包后，车辆完好率均值达

到 ９７０％以上，故障率均值控制在
１８％以下，指标值优于划转前水平。

■推进共享类业务集中管理　实行资金
集中管理。宝钢工程对１０家重点子公
司开展资金内控监督检查，提升资金使

用效率与票据周转效率，提高平台资金

归集度。通过采取应付保理、商票保贴

等供应链融资方式，优化债务结构。开

展集中报支管理。宝钢工程财务共享中

心覆盖１９家分（子）公司，完成在沪单位
财务共享工作。推行集中采购管理。实

行事业本部、宝钢节能和宝钢工业炉采

购管理一体化，实现采购流程、供应商评

价管理、评价标准的“三合一”，完成采

购信息系统适应性改造。对计算机、劳

防用品、工艺钢结构等实施集中采购，发

挥协同采购优势。

■发挥宝钢设计院业务功能　５月 ４
日，宝钢设计院挂牌运营。作为集团公

司总部业务部门，宝钢设计院定位为业

务平台，为集团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规划

管理的技术支撑、工程应用技术开发等

专业化服务。年内，设计院派出１０多个
考察交流团组，与国家部委、金融机构、

合作伙伴等开展８０多次交流。完成印
度京德勒钢和能源公司（ＪＳＰＬ）、泰国伟
成发钢铁公司（ＳＳＩ）、马来西亚金狮集团
等项目的多份商业策划、预可行性研究

及投资意向协议。 （袁思琦）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名　称 地　址 注册资金 主要经营范围 控股比例
在岗员工

（人）

上海宝钢节能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克山路 ５５０弄
７号楼３楼

５００００万元

风能、生物能、太阳能、水能、地热、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销售、开发；在节能、

环保、新能源领域的设备制造、销售；在节能、环保、新能源领域的工程承包；在节能、

环保、新能源科技专业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口业务；节能评估；合同能源管理；实业投资

１００％ ２７７

宝钢 钢 构 有 限

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宝杨路２００１号
３２０００万元

设计、制造、安装各种钢结构，销售自产产品；承包境外钢结构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机电产品（除专项规定）制造、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停车场（库）的投资建设、

研发、设计、施工、咨询、经营管理；停车场（库）配套设备的生产、经营、销售；自动化

工程、智能化系统的管理；在计算机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１００％ ２８４

宝钢建筑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

定西路１１１６号
３００００万元

建筑工程设计、咨询和总承包；房地产开发；建材及五金销售、安装；建筑工程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建筑装饰；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１０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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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地　址 注册资金 主要经营范围 控股比例
在岗员工

（人）

上海宝产三和门

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月罗路９８８号
７５７２．７万元

开发、设计、制造工业门及相关五金配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以建筑工

程施工承包的形式从事金属门窗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的施工；从事金属

材料和钢材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相关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

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相关规定办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５０％ ５５

上海力岱结构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

区 世 纪 大 道

１５００号９０１－Ｃ
－２

５０００万元

提供建筑物中的隔震、减震、抗震系统的技术咨询服务；隔减震装置及抗震装置的进

出口、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

可证经营）

４５％ ２１

常州宝菱重工机

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

新冶路４１号
７３００万美元 现代冶金装备、备件及制管工具制造 ５０％ １１３７

上海宝钢铸造有

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宝钢９村３７号
２０３室

４４９８．６万元 冷却壁、钢锭模铸件及铸管件 １００％ ９２

宝钢轧辊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常州市

新冶路４１号
２９６９２．５万元 高精度冷轧工作辊制造 １００％ ４１６

上海宝钢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克山路 ５５０弄
８号楼

１０００万元 工程监理、设备监理、信息监理 ６９．１８％ １７５

上海宝华国际招

标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克山路 ５５０弄
８号楼

１０００万元 招标代理及咨询

宝钢集团

全资公司

（托管）

６２

上海宝钢工业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

同济路３５２１号
３０５６．０７万元

状态把握与设备管理、环境监测、炉窑与节能技术、品质检验、设备备件制造、设备维

修工程、起重运输服务、轧辊技术
１００％ ４１８０

宝钢集团常州冶

金机械厂

江苏省常州市

新冶路４１号
１１８０６．１万元 厂房、设备及房屋租赁 １００％ ３

（袁思琦）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３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德荣视察宝钢发展转底炉项目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概况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钢发展”）是中国宝武钢铁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７４９亿元。前身
为１９８６年９月成立的宝钢总厂企业开
发总公司，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组建宝钢发展有
限公司。宝钢发展设职能（业务）部门

１２个，下设１７个业务单元。主要业务包
括新型建材、磁性材料、环境改善、健康

生活服务、物业管理、物流管理、生产作

业等服务，致力于为大型制造企业及城

市系统的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生活服务、

生产服务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为宝武集

团的清洁生产和绿色发展提供支撑。至

年末，在册员工１０４７３人，其中在岗员工
６２５２人。全年完成营业收入６６４８亿元，
实现利润０２６亿元，资产总额８８２４亿
元。年内亏损子公司控制到１２家，较预
算目标减亏４家，较上年减亏３家。完成
降本增效１２亿元，超额完成１１２亿元
的基础目标和１１５亿元的挑战指标。

■调整优化组织机构　１月，成立宝钢
发展环保产业推进委员会、健康产业推

进委员会、休闲旅游产业推进委员会、物

业业务整合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同

月，成立新宝公司处置专项工作小组，调

整制造服务事业部的业务定位，剥离市

场营销业务划至工贸公司。成立人力资

源开发中心，为制造服务事业部下属业

务单位。制造服务事业部代为履行的宝

钢发展调度（客户服务）平台业务划归

宝钢发展总部行政服务中心。３月，撤
销宝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小组，设

立宝钢发展深化改革工作办公室。撤销

宝钢发展健康管理业务推进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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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梦享启航”开业系列活动开幕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夜景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明确德尔和健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与宝钢发展职业健康公司合署办公。４
月，启用上海宝钢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宝钢发展“大物业”的管理运作

平台，将所属物业管理部和工厂维护部

业务纳入。５月，撤销宝钢发展健康产
业推进委员会、休闲旅游产业推进委员

会，成立宝钢发展健康休闲产业推进委

员会。成立宝钢发展浏南罗泾项目组

（筹）。６月，成立宝钢发展协同支撑领
导小组，下设宝钢发展“八钢公司经济运

行”工作小组。撤销宝钢发展设备能环

部，“工程项目”模块划至规划发展部，

“设备管理”职能划至运营管理部，“能

环管理”模块划至安全环保部（原安全

生产管理部更名）。撤销宝钢发展全员

素质提升工作组（公司级）、宝钢发展人

事效率督察工作组（公司级）、宝钢发展

安全管理专项督导组（公司级）、管理审

计工作组（部门级）、财务服务专项工作

组（部门级）等５个专项工作组，撤销宝
钢发展工会职工帮扶援助中心（部门

级），相关职责及业务由其挂靠部门承

担。减少总部部门职能模块 ７个。８
月，新宝公司分立上海宝置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９月，推进 ５级管理层级压缩
工作，撤销上海申畅宝公共设施管理有

限公司水产路分公司，对上海宝钢汽车

检测修复有限公司宝丰液压分公司发文

明确与其上级子公司实施一体化运营，

不构成管理层级。１０月，贯彻落实“压
减”（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工

作要求，成立宝钢发展“压减”工作领导

小组和工作小组。１２月，成立宝钢发展
环保督察协调联络小组。推进法人户数

减少工作，将上海宝钢工贸实业总公司、

上海华昌金属材料厂２家空壳公司发文
委托工贸公司集中管理。

■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开业　４月 ２８
日，宝钢发展旗下首个综合型体验式购

物中心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开业运营。

５月２６日 ～６月１日，宝乐汇生活时尚
中心举办“梦·享启航”开业系列活动。

至年末，完成租赁签约率 ９６％，开业率
９２％，累计客流量５３０万人次，月均客流
量６５万次。投入宝乐汇防雷验收、环保
试生产、绿化验收工作，重点攻克消防验

收工作，协助宝乐汇商户入户办理营业

执照和食品卫生许可证等照证，同时协

调解决外区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

办理。

■物业平台组建及运营　４月，根据“宝
钢集团上海地区物业平台公司组建、营

运方案”要求，整合原物业管理部与工厂

维护部，重新组建上海宝钢源康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简称“源康物业”），下设客

户市场、研发中心等部门以及综合物业、

商办物业、住宅物业、园区物业、资产租

赁等业务单元，在对原有业务优化整合

的同时加强平台能力建设。完成集团总

部及所有子公司物业承接、管理优化方

案，源康物业承诺在不超过原有成本基

础上实现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主动走出去对标学习行业内先进企业，

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先后走访万科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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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物业、埃顿服务、上房物业等，学习

先进管理理念与方法。修订和重新制定

管理标准与作业要求，用公开招投标方

式从市场上选定优秀专业化队伍。内外

结合，开拓市场。立足宝武的同时面向

社会市场，拓展业务领域。按照市场化

运营模式，承接吴淞口创业园区物业管

理项目、静安区康悦亚洲花园小区物业

管理服务项目等。源康物业作为中国商

飞总装制造中心（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

司）浦东基地厂区动力配套设施运行管

理项目唯一供应商，为其提供“区域化管

理、专业化支撑”的“一站式”专业集成

工厂服务，为国产大飞机Ｃ９１９提供有力
支撑和保障。２０１６年，源康物业再次成
功中标中国商飞新一轮（２０１６年 ～２０２１
年）五年动力配套设施运行管理项目。

面向宝钢股份不锈钢公司开展四轮专业

人员招聘活动，共提供物业经理、点检维

修、安防等１２类岗位，面试通过员工１１３
人，安排转岗试岗员工近５０人。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９日，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工厂维护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比武活动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启动宝钢发展业务优化工作　１０月
２８日，宝钢发展召开班子会审议“工业
公司托管方案（建议）”，明确“将宝钢物

流相关业务划转进入工业公司后，工业

公司再整体托管至宝钢股份”的托管方

式。１１月１４日，集团公司发文建立宝钢
发展业务优化工作体系，设立六个专项

工作组，其中工业公司托管、宝钢物流业

务优化等专项工作组配置“双组长”。

１１月 ２１日，正式启动宝钢发展业务优
化工作。１２月８日，工业公司托管工作
组召开专题推进会议，明确工业公司托

管工作的实施路径，锁定宝钢物流划转

业务范围，并要求重点关注人员、资产、

机构、合同、资质等五大事项，双方约定

在宝钢股份班子会通过托管方案后实质

性启动物流业务划转工作。

■组建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月 １２日，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宝武集团”）决定组建宝武

钢铁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

名，简称“宝武环科”），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亿元，宝钢发展持股５１％，宝武集团持
股４９％。宝武环科设执行董事、监事各
一名，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由

宝钢发展委托宝武集团直接管理，对口

宝武集团服务业发展中心。１２月３０日，
宝武环科在宝山区注册成立，主要从事

冶金固废回收利用、环境保护技术咨询、

污染场地生态修复、环保技术装备集成

等业务。

■推进人事效率提升　优化员工队伍总
量。至年底，在册员工１０４７３人，其中在
岗员工 ６２５２人，离岗员工 ４２２１人。在
册人数比上年底减少 １１６９人，占比
１００４％；在岗人数比上年底减少 １２５２
人，占比１６６８％（集团公司目标要求≥
８％）。在岗主要优化途径是在岗转离岗
８０６人，劳动合同终止３７８人等。分流安
置宝钢发展不锈钢区域人员，随着不锈

钢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台《宝钢发展

不锈钢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相关人员分流

安置方案》，至１２月，分流安置２１９人，
其中集团内选聘转岗４人，公司内部转
岗１３９人，自主创择业７０人，到龄退休６
人。成立人力资源开发中心。４月，成
立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做好人岗匹配，共

计实施效率转岗培训项目８个，主要为
空调点检、大客车司机、物业管理等，涉

及２３８人次。开展公司外部岗位寻源，
完成与杨浦区工蕴工会工作项目人员借

用支撑协议，首批借用支撑共计７人。

■优化协力管理体系　宝钢发展制定或
修订《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协力管理提升规
划》《协力业务管理制度》《检修协力业

务管理办法》等３项管理文件，明确５个
方面２１个环节的全流程管理要求及管
理责任，重新构建公司的协力业务管理

体系。全面构建四分（分类、分工、分层、

分责）协力安全管理框架，明确５个重要

的协力安全管理环节，并通过集团公司

协力安全督导检查。组织开展１８５项协
力业务、４４９个协力合同评审，确立５８个
协力项目的回归时间表，明确年度协力

降本６０００万元、优化３２家供应商的绩
效指标。全年实现降本 ７６８９０５万元。
以线上检查和现场检查结合方式，对业

务单元的供应商准入资质、日常管理、年

度评价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开展绿化

公司业务外包供应商专项检查等工作，

推进各单位根据业务情况，深化供应商

管理。

■欧冶物流新公司成立　按照公司“经
营”业务和“养人”业务有效分离原则，

调整制造服务事业部的业务定位，成立

不锈钢资源服务部和人力资源开发中

心，剥离市场营销业务。宝钢物流综合

物流部划转欧冶物流，欧冶物流新公司

完成注册，１１月３０日完成１０４名员工劳
动合同改签工作。

■推进宝钢健康产业改革发展　依据集
团公司对健康产业平台搭建工作的具体

要求，宝钢发展结合自身业务发展需要，

经历《德尔和健康业务发展规划》《宝钢

发展健康休闲业务发展方案》《宝钢健

康产业改革发展方案》制定三个阶段。

初步接触有意向的战略合作伙伴，就合

作可能进行调研。推进梅山医院整合事

宜，医院非改营事项基本完成。对可与

健康业务相结合的土地空间资源进行梳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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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职业健康公司通过提升质量、增加

服务、主动营销等方法，保证营业额和体

检人数稳中有升。宝康老年公寓通过内

部优化增加养老经营用房，提升盈利能

力；通过内部改造美化养老公寓环境，实

施污水处理系统改造及消防系统改造两

大工程。根据不同客户类型开发健康套

餐新业务，探索开展健康预包装食品销

售业务。加大健康产业宣传，联合宝钢

新闻中心在“友爱的宝武”微平台上进

行专题推介，扩大影响、服务客户。

宝钢发展不锈钢生活后勤管理部承担养护和管理的宝钢不锈钢厂区绿化一隅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推进深化改革工作　规范深化改革
（简称“深改”）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

“混改”）工作操作流程。４月１１日正式
下发《宝钢发展推进公司深改（混改）工

作的重点提示》，４月底下发《深化改革
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内容解读》等材

料。坚持差异分层推进、宜改先改先行

原则。从战略规划、业务发展等角度界

定适当的深改（混改）范围，初步提出深

化改革三年计划草案，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试点项目。餐饮业务混改项目自４
月中下旬正式启动，先后完成公开媒体

发布公告、意向战略投资者报名资料初

步筛查及安排实地考察、初步尽职调查

等环节工作。上海宝发环科技术有限公

司（简称“宝发环科”）核心团队持股项

目自１月８日向集团公司正式上报《上

海宝发环科技术有限公司核心团队持股

方案》后，年内多次与集团公司人力资源

部等相关部门沟通、讨论。对宝钢国旅

实施混改等具体项目进行策划、研究。

探索以公开媒体发布公告方式征集优秀

战略投资者参与混改，确保公平、公开、

公正。

■宝钢发展第四次党代会召开　９月２８
日，宝钢发展召开中国共产党宝钢发展

有限公司第四次代表大会，１８０名代表
参加会议。宝钢发展董事长陆熔作题为

“聚焦价值抓党建，服务转型促发展，为

实现公司新一轮规划目标而努力奋斗”

的工作报告，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徐乐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议审议通过党委工作报告、纪委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宝钢发展有限

公司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共产党宝

钢发展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召开宝钢发展新一届党委、纪委第一次

全体会议，分别选举陆熔为党委书记、汪

震为党委副书记，杨大宏为纪委书记、许

勇琪为纪委副书记。

■做好宝山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　
年内组织宝山区第八届人大代表换届选

举工作。按照宝山区人大换届选举的工

作安排，宝钢发展成立选举办公室，克服

“人多、点散、情况复杂”各种困难，稳步

有序落实选民登记、资格审查、代表候选

人预备人选考察、公示等环节的各项工

作要求，完成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该

选区 ５６６１名选民参与选举，参与率
９９９１％，选票有效率达到９９１５％。

■组织纪念宝钢发展成立３０周年主题
系列活动　９月，以“信心、坚守、奋进”
为主题，组织纪念宝钢发展成立３０周年
主题系列活动。拍摄《同心筑路，砥砺前

行》专题片，回顾宝钢发展３０年发展变
迁。设立“阿发讲发展”栏目，用漫画形

式展示公司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事

件。展出纪录宝钢发展三十年重大事件

的宣传展品，开展“我与发展三十年”征

文活动，甄选１８篇优秀篇目在宝钢发展
刊物《新发展》《心体验》上进行发表。

■加强员工队伍和班组建设　加强职
工队伍建设和班组建设。动员和组织

全体职工立足岗位，参与“团队争先、岗

位创优、对标找差”劳动竞赛。通过季

度评选表彰和简报宣传等形式，推动全

员、全方位、全过程竞赛。全年共完成

降本增效１５６２８０５万元，实现全年指标
的１３９９３％。组织开展“发展杯”职工
技能大赛，制定下发《群众性经济技术创

新工作激励管理办法》。开展安全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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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示范班组终端验证、“寻找管理
中的出血点”合理化建议征集、开展最佳

团队建设征集评比等活动。年内，宝钢

发展源康物业许慧华被评为“上海市五

一劳动奖章”并推荐为全国技术能手，并

获首届“上海工匠”提名奖，她的创新成

果获巴黎国际发明展银奖。遴选１０项
优秀职工创新成果参加第九届国际发明

展，获２金、２银、２铜，其中许慧华项目
获澳门基金会发明奖。

■完善工会服务职工体系工作　创新服
务载体，以“一对一”、班组座谈、家访慰

问等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多层面征集

职工诉求１６９条，１００％得到处理。将职
工诉求转化为实事项目共８１项，全部得
到落实。加大困难、低收入职工群体帮

扶力度，开发并运行“困难职工帮扶系

统”，完善《职工帮困送温暖工作实施办

法》，开展困难职工摸底建档工作，全年

共计帮困慰问３６９９人次，发放帮困慰问
金４１９１９万元。通过“艺术表达”“箱体
治疗”等心理疏导培训、心理咨询师成长

沙龙、心理健康知识送教上门等方式深

化心理疏导职能建设。

■创新青年人才培养工作　推进“党建

带团建”，以 ＰＤＣＡ的方式推进“双培”
工作，制订青年人才培育个性化方案。

全年共纳入青年培养计划２５１人，培育
优秀团队１４支。持续开展以“聆听最一
线”为主题的团干部联系青年工作，将

“教练技术”与“聆听”工作紧密结合，采

用一对一交流直接联系青年。全年共走

访青年６７０余名，收集并梳理青年对公
司发展、职业生涯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２４７条。

■推进宝钢股份厂区环境绿化　２０１６
年，宝钢发展绿化公司（简称“宝钢绿

化”）加强宝钢股份厂区绿化养护管理

和绿化环境整治，加强绿化提升改造和

搬迁恢复，做好花卉服务、道路保洁、垃

圾清运、服务保洁等工作。针对２０个厂
容管理区域，深化精细化管理，推行作业

痕迹管理，强调“养护巡检日志和生产日

志”记录。重点加强宝钢股份厂区主干

道、办公生活区域、主要景点等重点区段

的绿化日常养护。加强新种苗木的养护

管理，确保苗木成活率。加强绿化提升

项目相邻绿地养护，对老区域绿化进行

修剪、杂树枯树清理，全年清理绿化垃圾

４６０５吨，绿化补种５１万平方米，草花更
换１１６万平方米。加强厂区绿化环境

整治，编制整治方案及绿化施工图，以项

目化管理进行施工，全年完成宝钢股份

“三号高炉”“铁四十四路”等区域或道

路绿化整治项目２０项，共计面积４２万
平方米。重点落实“新养鹿场绿化工

程”“九号门厂界林带”等８个项目，共
计种植绿化 １４万平方米。完成“电厂
１、２、３号机组超低排放综合改造工程
（二标段）”等零星绿化搬迁项目 １６０
项，面积 ２１３０万平方米。完成“２０５０
热轧２号加热炉大修改造”等零星绿化
恢复项目 ９４项，面积 ７３８万平方米。
完成“四期硅钢”等大型技改项目绿化

搬迁２２５２万平方米。围绕摆花养护服
务和温室大棚花卉培育，自主培育吊兰、

黄金葛、常春藤、口红花等８个品种，新
增火鸟焦、口红花、签名树等 ６２６１盆。
下半年，将温室大棚内苗床进行改造，共

种植铁皮石斛 ６３１００株。全年完成 ６４
个养护点的日常花卉养护，共计养护盆

花４７９６盆。全年共计摆花１０２次，累计
摆花３２００多盆。至年底，道路保洁面积
４２０２６万平方米（含宝钢股份厂区和冷
轧薄板厂区、罗泾区域。厂区无名路、场

坪、桥涵面积除外），其中新增宝钢股份

厂区道路保洁面积２４９万平方米。
（施　政）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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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与口岸管理
■编辑　郭莹吉

港务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华浜分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张华浜分公司（以下简称

“张华浜分公司”），年内获上海市五一

劳动奖状、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上海市

出入境边防检查信誉管理绿牌单位、上

海港口行业领先单位等荣誉。

年内，张华浜分公司加强市场开拓，

兑现服务承诺。定期召开业务专题会，

加大揽货力度，由公司领导带队，走访多

家客户及船公司，宣传公司揽货政策和

服务承诺，并与多家公司签定战略合作

协议。组织召开客户现场代表座谈会，

收集各类意见和建议，并落实解决，基本

实现公司各项对外服务承诺。

公司科学组织生产，提升作业效率。

在船舶信息、计划编制及现场生产组织

方面做到信息及时沟通，共享资源，合理

调配两边码头劳动力。狠抓“四个一小

时（在作业时间上，查交接班前后一小

时，饭前、饭后一小时）”、船舶计划兑现

率、工班及路计划兑现率并加大考核力

度。落实各级领导现场值班，着重加强

夜间现场生产管理，提高生产作业效率。

公司加强安全管理，规范标准推进。

加大安全培训力度，确保关键人员熟悉

本岗位安全责任和知识，担负起“一岗双

责”管理要求。全年组织开展常态化安

全检查、节假日综合性安全大检查及消

防、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等专项检查３０
余次，并开展季节性安全检查、以部门自

查自纠为主的夏季安全专项检查等，抓

好防冻保暖、防暑降温、防台防汛各项措

施的落实。针对集团２６个重点危险节
点进行排摸，列出２２个重点危险节点，
把重点危险节点管控落实到各相关部门

最基层班组、最基层管理人员。先后制

定并下发《关于船舶舱内作业设置警戒

线的若干规定》等１０余项安全工作要求

和暂行规定。

公司加强设备管理，控制成本能耗。

在满足前方生产需求基础上，对部分技

术状况老化的富余装卸机械进行封存，

节约成本和能耗费用。加大六个巡检小

组（机械、电气、工具工艺、外租房、门机、

防台防汛等）检查力度，从源头上降低故

障概率，控制维修成本。推进设备管理

与使用部门定期沟通协调例会机制，开

展机械定期联检，共同做好各类设备设

施的管、用、养、修，确保机械安全运行。

以强化“二交五查”（“二交”：交安全生

产指令和上级指示；交安全质量措施和

注意事项。“五查”：查作业人员是否按

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查机械、设

备、工属具是否安好；查作业环境是否存

在不安全因素；查作业人员是否遵章守

纪；查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制度执行为抓

手，加强安全装置、重要部件及车况性能

检查，发现故障和不良情况及时修复。

公司加大企业管理，提高整体素质。

公司制定实施全员培训计划，人均受训

时间不低于８小时，提升员工工作能力、
安全意识以及规章制度执行力。推进

“３３６１”〔库场或机械队岗位 ３个月、装
卸劳务队当班岗位３个月、单船指导员
岗位６个月、调度（计划）岗位１年进行
轮岗〕雏鹰计划第二期培训，侧重现场带

教和岗位实践，旨在较短时间内培养一

批现场生产组织类一线“主体岗位”紧

缺人才。公司先后制定并下发《职工福

利费财务管理规定》《固定资产管理考

核办法》《职工上下班交通费管理办法》

等制度，加强内部控制，规避各类风险。

完善《公司比价实施细则》《公司招投标

管理实施办法》《公司关于贯彻落实集

团“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实施细则》

等制度，定期分析廉洁风险源和经营风

险源管控情况，特别是重点风险源对策

措施落实工作，对可能引起的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进行风险预警，做到早发现、早

提醒、早整改。

公司发挥吴斌创新工作室推进企业

技术革新作用，７项创新课题获认可运
用。吴斌创新工作室于２０１４年 ８月成
立，旨在加强和推进该公司重大件装卸

人才的培养，工索具的优化，提高装卸质

量和装卸效率。通过努力，取得“件杂货

装卸工具配量系统”“规范重大件装卸

作业流程”“起重机指吊工艺”等课题创

新成果。 （陈必银）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泾分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以下简称“罗

泾分公司”）设计年吞吐能力８６０万吨，
拥有码头泊位总长２４６０米，有６个３万
吨至７万吨级栈桥式码头的深水泊位，
码头前沿水深 －１３５米，码头陆域面积
６８６９万平方米。整个码头通过１号引
桥（宽３２４米）、２号引桥（宽２５米）、３
号引桥（宽４０４米）和３７１８万平方米
堆场、４２万平方米４座仓库连成一体。
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１１７５３７万吨，比
上年减少２１％。其中：完成外贸接卸量
４４４７８万吨，减少 １１１％；完成内贸接
卸量４３４６２万吨，增长５％。完成营业
收入３７５１４４９万元，比上年减少１９％。
其中，完成主营收入 ３４３８７８６万元，减
少１９８％；完成其他业务收入 ３１２６６２
万元，减少８４％。实现利润 －２６７５９２
万元。至年末，公司在岗用工总数１６９３
人，其中在岗职工 ５０２人，在岗承包工
１１９１人。安全质量保持基本稳定，未发
生重大、大事故。年内，公司获上海市出

入境边防检查信誉管理绿牌单位、集团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２０１６年，国际干散货 ＢＤＩ指数跌入
百年低谷，航运市场持续低迷，件杂货货

源严重不足。公司着力改善服务环境，

持续提升装卸效率，加强沟通协调，主动

出击，扭转业务量下行趋势。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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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定期走访机制，加强内部分工协调，

扩大市场份额，公司领导深入市场揽货，

捕捉国家和地方重点进出口项目信息，

先后走访重点客户５０余家，接待来访客
户２００余人次。组织参与“上海散杂货
运输展览会”“国际纸浆会议”等大型推

介活动。在航运市场持续低迷和中国出

口钢材锐减情况下，纸浆、风电、地铁车

箱等优质货源保持较好水平，下半年全

面实现内外贸业务止跌回升。

表１ ２０１６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情况

码头名称 前沿水深（米） 泊位长度（米） 靠泊吨级（万吨） 泊位数（个）

卸船码头 １４．５ ７４３ ２５ ２

直装码头 １１．５ ２６９ １．５ １

辅料码头 ７．５ １７０ １ １

装船码头 ６．５～７．５ ４５９ １ ７

表２ ２０１６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装卸情况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桥式卸船机
Ｑ＝２１００Ｔ／Ｈ 台 ５

Ｑ＝８００Ｔ／Ｈ 台 １

移动式装船机
Ｑ＝４２００Ｔ／Ｈ 台 １

Ｑ＝２１００Ｔ／Ｈ 台 ２

斗轮堆取料机 Ｑ＝４２００／２１００Ｔ／Ｈ 台 ４

堆料机 Ｑ＝４２００Ｔ／Ｈ 台 ２

斗轮取料机 Ｑ＝１５００Ｔ／Ｈ 台 ３

（高　潮）

公司提升组织调控能力，按照“外抓

市场、内抓现场”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强化生产组织领导，注重精益化组

织装卸生产。针对码头受天气变化影响

和船舶到港不均等特点，打破常规编制

装卸作业计划，集中优势组织重点船舶

和货物的快装快卸，最大限度缩短船舶

在港时间，装卸生产率和每千吨货在港

停时指标明显改善，以计划为中心的生

产组织模式逐渐形成。加强与引航、海

事、海关、检疫检验、边检等口岸单位及

船公司、绑扎公司等沟通联系，建立健全

口岸单位定期协调机制，共同优化口岸

进出口环境。。

公司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完善一

批安全管理制度和机制，定期召开安委

会和各类安全专题会议，夯实安全管理

基础，制定“公司安全责任风险抵押金绩

效考核办法”“重点节点危险源辨析实

施办法”等制度。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

体系建设，全员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和“承诺书”，开展“事故案例回头看”等

各类安全宣传教育和安全知识培训，开

展公司“安全班组、司机安全岗、单船安

全管理岗”评选活动，营造安全生产良好

氛围。加大“大安全”管控力度，做好防

暑降温、防台防汛、防寒保暖、防火、防突

风和综合治理等工作，开展“安全生产

月”、集团“９·１５”消防日、全国“１１·９”
消防日、“５·２５”交通安全宣传日等活
动，完成 Ｇ２０杭州峰会安保工作，确保
“大安全”全面稳定。全年共查处各类

违章违纪２０８起，６５１人次受到处罚，罚
款金额１５４７万元。公司安全质量保持
基本稳定。

公司深化“效率服务年”成果，倡导

“用心服务、追求更好”服务理念，以客

户座谈会、１５０吨门机推介会、国际件杂
货运输展览会等各种形式面对面与客户

交流沟通，主动听取客户意见和建议，了

解客户需求和困难，制定和完善提升效

率各项措施，规范服务标准、流程和评价

体系，做到生产发展与提升效率和服务

同步推进。完善远程网上受理和网上结

算以及进出口货电算化等措施，实现到

港船舶、在港货物信息和客户意见反馈

等可随时查询。主动服务货主和物流企

业，提高数据同步性和准确性，为物流链

上客户提供便利。全年发放客户服务意

见征询单１５０份，客户满意率９７３％。
公司加大技术管理和科技投入，强

化技术基础管理工作，修改和完善各项

管控制度，明确管理责任和目标，推进技

术管理的精益化。加强机械设备“管用

养修”，抓好机械设备动态管理，强化机

械交接班点检和日常定检等制度，完善

和提高机械设备快速抢修机制，实行维

修关口前移，满足装卸生产经营发展需

要。年内完成设备更新改造 １４５２３万
元，新增６台码头牵引车、１台３０吨履带
码垛机、１台１６吨叉车、１台６吨叉车和
港内通勤车等机械。投资 １３５８万元的
１５０吨新门机正式投入生产，成为公司
吸引船东和客户一大优势。投资 １８９０
万元货棚项目完成可行性报告、设计方

案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视频监控系统

升级改造，新增２２台监控设备，基本做
到生产现场监控全覆盖。

公司开展职工技能培训，关心职工

切身利益。组织参加集团第十二届职工

技能竞赛活动，获集团散杂货板块团体

第三名，姚伟达等７人分别获个人单项
比赛前三名，朱德龙获集团科技标兵称

号。完成各类培训班 １５５期计 ４４４１人

次，其中外出培训８５期计７１８人次，自
主培训 ７０期计 ３７２３人次。完成 １４８５
名职工、承包工健康体检，总投入 ５３２
万余元。１６０２名退休职工参加上海市
退休职工住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开展８·１５献爱心活动，扩大帮困基金，
加大对困难职工的帮困力度。

（吴仲之）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罗
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９
日正式成立，注册资本９９００万美元，主
要从事进口铁矿石装卸服务。公司由上

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珏瑞投资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共同

投资、共同经营的方式合资组建。公司

拥有码头岸线长 ７４３米，前沿水深 －
１３２米，年设计吞吐量２２００万吨，陆域
面积６６万平方米，堆场面积５５２万平
方米，配备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化

港口装卸设备１８台。全年完成接卸量
２４６７万吨，比上年下降３０３万吨。完成
吞吐量４７７４万吨，下降３８９万吨。完成
营业收入４３７９２万元，减少１７４４３万元。
年内公司面临全国部分钢厂结构性调整

及关停影响，基础货源减少三百万余吨，

同时长江内及周边港口铁矿石装卸能力

迅猛增加，导致公司全年净利润亏损

８５５４万元，是公司２００７年开港以来的首
次经营性亏损。公司通过“平稳、从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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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降本增效”，全年成本费用支出比上

年下降６３％，实现比年度预算少亏的
工作目标。

公司为争取货源量的平稳，主动走

访客户，提出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使

业务量下滑势头得到一定缓解。全年客

户满意率达 ９９％以上。推进业务服务
多元化。探索“混矿”“门到门”“保税交

割中心”等多元化服务新模式。由上港

集团牵头，与淡水河谷探讨“混矿”新业

务意向，与力拓公司接洽矿石保税业务，

为公司保税业务增量创造条件。

年内，公司通过市交委“港口设施保

安符合证书”年度核验工作。持续推进

诚信创建和文明建设工作，再次被上海

市企业诚信创建活动组委会授予“上海

市五星级诚信创建企业”的称号。强化

民主管理，严格执行厂务公开。公司二

届十次职代会投票通过《工资专项集体

协议》，续签新一年集体协议和集体合

同，维护员工和企业合法权益。公司月

度会议均邀请职工代表参会，涉及公司

重要事项的均通过 ＯＡ、宣传栏、罗矿 Ｅ
家、党建网、《罗矿简讯》等渠道及时向

广大员工发布，听取员工意见和建议，维

护员工知情权、参与权。 （高　潮）

吴淞海关为中国中车价值１．２８亿元人民币的２０列地铁列车车厢提供快速通关验放服务
摄影／施　奇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邮轮港公司”）是由宝山区

政府与中外运长航上海长江轮船公司联

合成立，主要负责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的

建设、运营和管理，邮轮港区管理及配套

服务，客运旅游及相关旅游服务，游艇基

地及相关服务，船舶运输、滚装运输，锚

泊服务、船舶代理，邮轮及其他船舶供

应、检修及相关服务，交船服务等。邮轮

港一期码头岸线总长７７４米，设有２个
大型邮轮泊位，可同时停靠１艘１５万吨
级及１艘２０万吨级邮轮。码头上设登
船廊道、客运大楼和登船设备，客运服务

配套设施２３万平方米。后续工程在一
期码头平台基础上，于上游段新建码头

３８０米，下游段新建码头４４６米，新建水
工平台建筑面积约８万平方米，将码头
原有宽度从３２米扩展至８２米，岸线总
长从７７４米扩展至１６００米。至年末，公
司有职工１６９人，其中管理人员３６人。
全年完成大型国际邮轮靠泊量共计４７１
个艘次，比上年增加６９４２％，其中访问
港１３个航班、母港４５８个航班，“两船同
靠”１６４次，“三船同靠”１次，靠泊量占
上海市国际邮轮靠泊总量的９１８１％，占

全国总量的４９３２％。全年共计出入境
旅客约２８４７７万人次（不含船员），增长
８６７４％，其中出境旅客１４２５０万人次，
入境旅客１４２２７万人次，出入境旅客占
上海市国际邮轮出入境旅客总量的

９８３８％，占全国总量的 ６４８０％。刷新
亚太地区邮轮港口靠泊历史最高纪录，

保持亚洲第一邮轮母港地位。

年内，公司抓住政策机遇、加快发展

邮轮供应业务。在上海海关对宝山区邮

轮经济相关海关业务管辖实施属地化管

理政策支持下，公司邮轮供应业务逐步

走向正规。组织业内５家代表单位共同
发起建立“上海邮轮供应协会”，迈出规

范引领邮供市场重要一步。全年完成邮

轮船舶供应代理１７５个航次，船供收入
比上年增长６１０７％。

公司旅行社经营依托邮轮港公司优

质资源，拓展邮轮船票业务，与国际一线

邮轮品牌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扩大公司

市场影响力。全年旅行社收入比上年增

长６８６５％，利润增长 １３９０８％。旅行
社邮轮票务参与销售１２９个航次，售票
人数３１０９人次，销售舱位数１３１８个。

公司开展投资合作。在完成对“上

海长江力索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环球

领先邮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投资管

理基础上，探索推进贵宾服务、跨境购物

及船供配送等邮轮产业延伸，加强已有

产业优势，提升主业附加值。

公司推进“智慧港口”“绿色港口”

规划建设。以“智慧港口”为目标，持续

推进办公 ＯＡ系统、财务 ＮＣ系统和官
网、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及企业邮箱系统

建设工作，整合企业内部生产调度、码头

操作、业务管理、安全监管，外部票务销

售、智能停车、口岸平台建设等各个领

域。年内完成岸电设备安装调试，进行

岸电供电作业９次，累计输电１４７３７０千
瓦时，初步实现“绿色港口”主要功能。

推动国家级标准化建设工作，开展

ＩＳＯ三标一体化体系建设与国家级标准
化试点工作。通过将贯标与认证相结

合，实现两项工作同步推进和相互促进。

公司抓住“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强化安全生产

“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隐患

治理。公司全年安全生产总体运行情况

正常，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污染及火灾

事故，实现在防台防汛、港区交通、安全

生产、安全建设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目标。

年内举办并参与多次大型活动。４
月２日，歌诗达“幸运号”邮轮举行首航
仪式。５月１日，ＭＳＣ地中海“抒情号”
邮轮举行首航仪式。７月 １日，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市市长代表团访问

宝山，参观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吴淞炮台

湾国家湿地公园。８月２６日，在韩国济
州召开的２０１６亚洲邮轮论坛上，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获“亚洲最佳邮轮母港奖”。

（黄　婷）

口岸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
关　至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
（宝山）海关（以下简称“吴淞海关”）共

有干部职工１４９名，内设科级机构１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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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２日，吴淞海关在极寒天气条件下对企业急需设备物资提供便捷通关服务
摄影／施　奇

业务门类涵盖通关、查验、物流监控、加

贸、稽查、统计、旅检、监审等方面。吴淞

海关既是口岸海关也履行区域海关职

能，既监管进出口货物也监管进出境旅

客行李物品，既监管大宗散杂货及小部

分集装箱也监管小件分拨货物。吴淞海

关共有７大类３１个监管场所，其中有上
港集团５个公共型码头（张华浜码头、军
工路码头、罗泾钢杂件码头、煤炭码头、

罗泾矿石码头），５家企业自管码头（宝
钢专用码头、石洞口第一、二电厂煤码

头、华荣达石油化工码头、石洞口煤气厂

专用码头），５个海运监管区（上海海关
第二至第六监管区），亚太最大邮轮母港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１０家保税仓库，３家
新箱监管点，３个锚地。辖区散杂货监
管量约占上海口岸总量的７０％，监管进
口分拨货物量约占上海口岸总量的

８０％，监管国际邮轮进出境旅客数约占
上海口岸总量的 ９０％。全年共监管货
物２７２万批次（含吴淞口岸及外关区分
拨货物），其中查验１９万批，查获４３３６
批次。监管进出口集装箱４７万标箱，
进出口散货４９９８４万吨，受理进出口报
送单申报 １２３万份。共监管进出境邮
轮９４４艘次，进出境旅客２８３５万人次，
分别比上年增长６９８％、８６８％。开箱
查验７４万件，开箱查验率达５２％，征
收行邮税１２９４５万元，增长６８倍。税
收入库９１５亿元，增长４６％。

年内，吴淞海关推进各项业务改革。

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试点进展顺利。６
月１日，全国通关一体化试点首份单证
在吴淞海关测试成功，相关系统运行正

常，年内共计接收全国通关一体化货物

申报１９４２批，货值合计 ２１亿美元，征
税３２亿元人民币。至年末，完成２家
分拨仓库危险品清库工作，共清理７２批
危化品，其中６７批货物正常提离，５批
逾期货实施查验后，４批联系安监部门
执行销毁，１批直接退运。保持打击走
私高压态势，全年共移送缉私部门行政

违规线索９１起，立案８９起，比上年分别
上升４２％、４８％；案值７５７９４万元，涉税
３３５４万元，分别下降５９％、上升５６％。
在办稽查企业２０家，查发问题率５０％，
稽查补税 １１０５万元。加强风险防控及
日常监督，用好 ＨＬ２００８系统和内控监
督评估系统。通过 ＨＬ２００８系统制发业
务联系单 ３５３份，处置异常数据 １４１５
条，补税３４７万元。

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支持“放

管服”落地。至年末，区内１０家 ＡＡ类
企业过渡为高级认证企业。共有集中

汇总征税 ２４家，审核汇总征税单证
１９７８票，征税６８亿元。促进国际邮轮
经济发展年内，口岸免税店销售金额

１１亿元，比上年增加 ２８６％。１０月
２４日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所涉及的邮
轮旅检、物资供应、船供保税仓库等相

关海关监管业务由该海关归口化管理，

全年累计受理船供物资申报２４０票，涉

及物料３５８０吨，货值４２４６８万元。支
持宝钢集团发展，落实“上海海关宝钢

集团战略合作协议”，及时提供业务咨

询及通关监管快速处置解决方案，主动

派员至宝钢调研，设立专属关企联络

员，提供２４小时预约通关服务。年内，
上海宝钢股份共计向海关申报货值

１０８亿美元，缴纳税款 １３８亿元人民
币。支持区域产业发展转型升级，配合

上海海关推进通关一体化改革，针对机

器人、大数据、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建立关企联络人机制，提供专窗服

务，优先办理预归类、价格备案和原产

地认定，优先提供“门到门”监管服务。

深入企业了解实际情况并第一时间提

供政策支持，利用微信微博公众号等新

媒体，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强化统计监

测预警服务能力，加大统计监测预警分

析与监管工作的结合力度，提升监测预

警工作的实用性，每季度编制《宝山海关

统计服务专刊》和《宝山海关工作情况

专报》，与宝山区委、区政府、区商务委、

滨江委等部门共谋区域转型发展方向。

全年共上报统计监测预警分析文章１７９
篇，被上海海关采用１４９篇，被总署海关
要情采用 ６４篇，被中办、国办采用 １３
次，中央领导批示１次。 （姚红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以下简称“吴淞边检站”）隶属上

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设办公室、政治

处、边检处３个职能部门，下设６个基层
队，共有民警职工１２４人。主要担负所
辖军工路码头、张华浜码头、罗泾散杂货

码头、宝钢集团原料、成品和综合码头及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等口岸的国际航行

船舶的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其中有 ５
个一类口岸（３２个泊位），１２个厂矿专用
码头（２７个泊位），４个修造船厂（１５个
泊位），５个锚地（２０个锚位），２段浮筒
３８个停靠点。至年末，共检查出入境
（港）船舶７３１５艘次，检查出入境（港）
人员１２１６６０人次，监管邮轮 ４７１艘次，
办理各类证件１１１４０５份，查处各类违法
违规案件２１起２１人次。

年内，吴淞边检站完成Ｇ２０峰会、建
党９５周年、中葡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
议、国庆６７周年及十八届六中全会等重
要活动时期的边检安保任务。坚持素质

强警，立足口岸管控需要，开展边检专业

素质技能练兵活动，提升人证对照、证件

识别、资料录入等专业能力。６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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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检３１６６艇正式入列并停靠吴淞公务
艇码头。该艇是全国边检机关目前最大

的执法船，承担上海周边水域水上出入

境交通运输工具、人员检查管理和警戒

任务。坚持文化育警，先后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学习讲座、廉政讲坛、知识竞赛、

主题征文、视频讲座等形式的警营文化

建设，提升队伍精气神。立足服务工作

实际，开设“吴淞边检”微信公众号，开

展“中国边检·阳光国门”边检服务品

牌推介活动，提升边检对外服务的亲和

力。年内共收到服务对象赠送的锦旗

１２面，感谢信３５封。 （钱金春）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吴淞海事局与“海洋量子号”邮轮船长进行现场交流 吴淞海事局／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至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宝山检验检

疫局”）共有干部职工１０２人，内设１４个
科室和２个办事处。全年检验检疫出入
境货物 １３８１万批，其中出境 １６６万
批，入境 １２１５万批；检疫出入境人员
３８４５７万人次，出入境船舶２０１７艘次，
其中包括出入境邮轮９３０艘次。查验海
运分运行李２９７９万件，出入境集装箱
１２９１万标箱。全年签发原产地证３５０２
份，货值金额２６８亿美元，宝山地区出
口企业获减免关税 １０１２万美元。全年
排查出入境有症状人员２０６５例，确诊传
染病２４７例。有效处置３起邮轮群体性
食源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全国首例母

港邮轮群体性食源性感染事件，得到国

家质检总局通报表扬。在出入境货物检

疫中截获各类疫情２０５６９批次，其中检
疫性有害生物５９９批次；在出入境船舶
检疫中截获疫情７４６艘次，其中检疫性
有害生物１９２艘次。首次从非洲方料和
美国板材中截获三棘扁头吉丁和白足

鼠；在海运分运行李中２次截获小麦印
度腥黑穗病菌，国家质检总局专门发布

警示通报，有效维护国门安全。创新推

出国内首个邮轮检疫监管综合性检查方

案（ＣＱＩ），自主研发“邮轮检查助手软
件”，完成主要母港邮轮的试点评分。９
月，成功上线中国电子检验检疫主干系

统（ｅ－ＣＩＱ），作为上海首家上线试点机
构上报运行中遇到的百余项问题，为 ｅ
－ＣＩＱ主干系统在上海局的顺利上线奠
定基础。

年内，宝山检验检疫局以自助报检、

木包装检疫前置为基础，结合宝山国检

微信平台预约功能，拓展“即检即放”应

用范围，基本达到“科室全覆盖、产品全

覆盖”。实现非法检木质包装单证无纸

化，并在分拨货仓库、木材交易中心试行

全业务流程无纸化。对高夫食品等企业

落实“空检海放”“少检多放”和“外检内

放”等便利化措施，并对同一报检批项下

货物实施“分单出证”。拓展合格保证

放行模式受惠范围，探索证单“预签”模

式，有效缩短出证流程。

紧扣宝山经济发展热点，保持与地

方良性沟通与合作，服务邮轮产业、机器

人等先进制造业、上海东盟商品交易中

心建设，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级。

主动对接宝山区“十三五”规划，首次得

到宝山区政府资金支持。加强与区商务

委、滨江委等委办局联系，以需求为导

向，加快自贸区政策在宝山的复制推广，

创造国检服务地方发展的“宝山经验”。

深入调研宝山各园区、乡镇，了解属地需

求，解决东方国际、东浩兰生等大型国企

需求。借助《宝山报》等地方媒体宣传

原产地签证关税减免政策，为属地企业

上门提供技术服务，简化原产地证办理

程序，探索无纸化签证，帮助辖区企业最

大程度享受优惠关税政策。

宝山检验检疫局利用电视、网络、微

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宣传国检文化，中

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

台及宝山电视台对宝山局专题报道 ８
则，多篇信息被质检总局《质检专报》

《质检动态》《国门时报》、市政府办公厅

《每日动态》《今日要情》采纳。

（刘海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中华人
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以下简称“吴淞

海事局”）属上海海事局的分支机构，为

正处级执法单位。至年末，共有编制内

在职职工２８８人，其中硕士学历４６人，
本科学历１４９人，专科学历６１人。下设
机构１９个，其中内设机构１１个，处室办
事机构２个，工作站点６个。拥有执法
船只１１条，其中３０米级巡逻艇８条，４０
米级巡逻艇３条。管辖区域外港包括长
江上海段吴淞口以下主航道及北侧小型

船舶航道、主要锚地和长江口水域，里港

包括黄浦江１０１灯浮至１０７灯浮约４７
海里水域。管理水域面积为３５００平方
公里，通航里程１８５海里。全年共办理
船舶进出港签证 １３７３０７艘次，装卸货
１００４９１万吨，装卸集装箱３９４７万ＴＥＵ
（标准箱）。办理内贸危险货物船舶申

报８１３艘次，危险货物申报 １２０５４５吨。
开展船舶安全检查４３３艘次，其中船旗
国安全检查（ＦＳＣ）３８８艘次，港口国安全
检查（ＰＳＣ）４５艘次；处罚船舶５７３件，处
罚船员３１４人次。全年巡逻艇巡航里程
６６９２４海里，巡航时间８９２７小时。辖区
全年发生水上交通事故２２起，经济损失
２４１６５万元。全年共实施水上搜救 ９６
起，搜救４３１８人次，搜救成功率９９９％。
无群死群伤和严重污染的重、特大恶性

事故发生，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可控。

年内，吴淞海事局聚焦水上安全，提

升安全监管能力。推进 ＶＴＳ（船舶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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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中心）覆盖区“零事故”行动，完善

防台防汛和防污染等相关应急预案，制

定实施吴淞 ＶＴＳ应急事件处理手册。
突出现场监管，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现场

管控，提高巡航监管水平，完成 Ｇ２０峰
会、“中华号角”浦江巡游、２０１６年上海
旅游节彩船巡游、外国军舰到访上海港

等重大活动以及重大节假日、极端天气

等特殊时段的水上安保工作。强化安全

隐患源头治理，从重点监管交通密集水

域和时段、重点监管四类重点船舶（客

船、危险品船、砂石船、易流态化固体散

装货物运输船舶）、重点关注锚地动态变

化等三个着力点加强季节性水上安全监

管。集中执法力量，开展打击内河船参

与海上运输、非法渣土船舶运输、涉渔

“三无”（无船名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

港）船舶、黄浦江通航秩序整治、平安船

舶等专项活动，保障“两口一线”（长江

口、吴淞口、深水航道）通航安全。

发挥自身优势，提升海事服务内涵。

对接“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整合提炼

“ＣＭ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管理模式，提升长江口深水航
道通航能力。“Ｃ”即推动管理理念创新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重点加强深水航道
故障船管理，持续保障深水航道安全畅

通；“Ｍ”即深化管理手段创新（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优化“均衡船舶流”举措，确
保深水航道通航便捷高效；“Ｔ”即加大
科技应用创新（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完善深水航道电子申报平台功能，实现

管制时间船舶编队管理科学合理。服务

邮轮产业发展，推行“３Ａ”（Ａｌ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Ａｌｌ－ｔｈｅ－ｗａｙ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ｌｌ－Ｃｏｎ
ｎｅｃｔｉｎｇ）工作法，强化 ＶＴＳ、巡逻艇联动
机制，构筑全方位立体监管格局，建立大

风浪引航船内撤和邮轮安全共商等机

制，保障邮轮有效服务率和安全到港率

均达到 １００％。落实简政放权举措，深
化便民利民优质服务，实施政务受理“５
＋２”“白加黑”工作模式和“主任值班
日”制度，落实各项行政审批取消事项，

推行海船电子签证及港口建设费远程申

报、电子支付、网上自助处罚等便利措

施。加强“钱船长服务热线”“青锋”“青

荷”等班组团队建设，推广精品课堂、

ＶＴＳ开放日等品牌服务，借助微博（钱船
长服务热线）、微信（吴淞海事）平台推

出ＦＡＱ（常见问题解答）等服务举措，提
升海事对外服务水平。 （王　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以下简称“宝山

海事局”）属上海海事局分支机构，为正

处级执法单位。至年末，共有在编员工

１２７人，其中具有硕士学历１６人、本科
学历８１人、专科学历１４人。内设机构
１１个，派出机构 ２个（宝钢办事处、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办事处）。拥有执法船

只８条，并配置有电子巡航终端设备，
５８个多功能探头，可对管辖水域进行实
时监控。执法水域范围为上海港长江

水域中自吴淞口灯塔起与 Ａ７２、６５、６６
灯浮的连线，并在 ６６、６７、６９、６９Ａ、７１、
７３、７５、７５Ａ、７７灯浮向北１００米的连线
至Ｑ１１、Ｑ１２、８１、８３灯浮、地理坐标点
（３１度２９分０１秒Ｎ，１２１度２６分２４秒
Ｅ），并沿该地理坐标点连接８４灯浮并
延伸至岸边的范围。管理水域面积为

１１５平方公里，管辖沿岸岸线长度２９２
公里，通航里程３７９７海里。管辖区域
内共有１５座主要码头。全年办理进出
港签证（或报告）８２６８４艘次，危险货
物、污染危害性货物、散装固体货物货

申报２１６０起，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
物、散装固体货物船申报 ２８４４起。船
舶安全检查 ４５８起，共对 ８１艘次外国
籍船舶实施港口国监督检查，滞留船舶

４艘次；船旗国监督检查，海船检查 ９８
艘次，内河船检查 ２７９艘次，滞留 ８艘
次。全年进行各类船舶防污染检查２２７
艘次。巡逻艇巡航里程４３０９２海里，巡
航时间４８８４小时。组织及协调救助行
动６２起，获救人员７０７人次，救助成功
率１００％。

年内，宝山海事局以信息化为抓

手，正式推出“登轮告知 ＡＰＰ”，强化海
事登轮工作内控程序，加强执法规范化

建设。执法人员现场在手机上建立任

务、接收任务、完成任务，直接打印登轮

告知单。该局自主开发码头数据应用

系统，整合各种监控资源，改进数据接

入方式和操作界面，在一个软件中实现

自动报警、定时巡航、重点护航、电子签

到等功能，发挥电子巡航在通航秩序维

护、立体巡护航、四类重点船舶监管和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优势，全面

提升海事监管效能。通过多次评估完

善，新系统正式试运行，实现监管智

能化。

宝山海事局“海宝安检”执法人员

查获国内首起船舶未按规定使用低硫燃

油案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经验。查

获外国籍船舶在港内违法使用焚烧炉等

重大案件，违反上海港排放控制区规定

７起。
结合“打非治违”（打击水上非法违

法行为）、“三无渔船”（无船名船号、无

船籍港、无船舶证书）整治等活动，加大

对私渡和“三无”船的打击力度。通过

联合宝山区农委、长航公安等部门协同

执法，形成打击合力，将在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和小川沙河口等水域长期停泊的

“三无”渔船全部驱离，改善辖区水域通

航环境。

年内多次成功化解船舶险情，救助

遇险船舶和遇险人员。６月 １日，紧急
出动４艘巡逻艇救助遇险沉没船舶并成
功救起一名落水船员。７月６日，将“友
好１”轮受伤船员在锚地接下并及时送
医就医。７月１９日凌晨，紧急出动２艘
轮艇，冒着大风浪成功救助崇明新浏河

沙水域在导堤上搁浅的“皖南方８８”轮８
名遇险船员。１１月３日早晨，成功救助
失火船“皖兴达５７８８”等。

针对台汛期间，该局通过相关单位

部门，推动国际邮轮港应急联动方案的

制定和实施，保障台汛期间辖区大型邮

轮平稳运营。全力服务上海中国邮轮旅

游发展实验区建设，提高邮轮母港口岸

服务水平。 （夏　艳）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简称“吴淞所”）隶属于交通部公安局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有民警 １９
名，专司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港区内

的刑事、治安、消防、反恐等日常公安管

理工作。全年共接处警４３２起，查处治
安案件３２１起，行政拘留２人，治安罚款
５０８５０元，办理普通程序治安案件９起；
办理消防行政案件１２起，罚没款２７０００
元。无重大刑事案件发生。接待群众求

助１１１起，处置长江上海段炮台湾水域
浮尸２起。因邮轮受天气原因及人为因
素诱导，发生旅客霸船事件６起，旅客滞
留无法登船事件１５起，延迟登船事件８
起，免税店盗窃案２起，非正常死亡事件
１起。年内组织长江水域巡逻清查 １５
次，查处无证驾驶驾驶船舶违法行为

２１３起，检查消防隐患１８０起。处理旅客
行李丢失或错拿案件２３５起，其中通过
工作成功找回旅客手机、电脑、行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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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以上，妥善处理车辆碰撞及纠纷４５
起。收到游客锦旗１５面和感谢信７封。

年内，吴淞所保障邮轮港区内交通

通行秩序。保障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

“海洋水手号”“海洋量子号”号，歌诗达

邮轮公司“维多利亚号”“大西洋号”“赛

琳娜号”“幸运号”，地中海邮轮公司“地

中海抒情号”，天海邮轮公司“天海新世

纪号”，嘉年华邮轮公司“蓝宝石公主

号”“钻石公主号”等４７１艘次（其中母
港４５８艘次，访问港１３艘次）邮轮安全
靠泊，接待旅客 ２８４７７万人次，其中入
境１４２２７万人次，出境１４２５０万人次。
两船同靠３０８天，三船同靠１天，无船日
３８天，邮轮受大风迷雾天气影响延迟靠
港２１艘次。全年共出警 ３５２０人次、警
车１０４２辆次。两船同靠日均客流量达
１２０００余人次，车流量１２００余辆次。为
保证港区交通秩序正常，吴淞所民警加

大现场交通指挥和调度疏散工作力度，

不分昼夜，确保大型邮轮泊靠和游客出

行安全。

做好邮轮港内大型活动安保工作。

年内港区先后举办“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产学研基地落成暨零点广场邮轮游

客服务项目启动仪式”“２４小时节目录
制活动”“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日活

动”，地中海“抒情号”、歌诗达“幸运号”

邮轮上海母港首航仪式、“幸福宝山路文

明修身行”活动、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

游等大型活动。吴淞所提前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相关工作，注意每个环节，有效保

障活动的顺利开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９日，上海港口设施保安演习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保安演习举行
长航公安吴淞派出所／提供

做好反恐防暴工作。作为上海市对

外四大口岸单位之一，上海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是长航公安管辖区中唯一涉外客

运码头和国门。吴淞所树立反恐意识，

定期组织民警开展反恐安全教育，定期

深入邮轮港辖区及码头单位，收集反恐

防暴相关信息。在辖区职工和群众中组

织开展反恐防暴知识宣传教育，提高职

工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上海市处置

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和《上海市应

对恐怖袭击事件处置通则》及上级机关

相关预案，分别制定关于处置辖区爆炸、

核生化、冷兵器和枪击恐怖袭击事件的

预案。加强对辖区涉访涉诉和社会舆情

信息收集研判，采取针对性、个性化措施

做好事前防范，坚决把暴力恐怖事件消

灭在萌芽阶段。以严格港区出入管理为

抓手，对进港车辆进行仪器排爆检查，规

范快递服务业务，逢包必查，严格危险品

管控。落实基础设施，在执勤岗亭和港

区大厅配齐防暴装置，配合特警武装巡

逻，设置三道防线确保港区平安。２０１６
年穆斯林开斋月期间，吴淞所民警深入

邮轮港辖区及码头单位，收集反恐防暴

相关信息，做好邮轮港区安全管控，对辖

区重点单位、要害部位开展拉网式检查

和排查，做到逐个见底，重点监管，发现

隐患，及时治理。９月４日 ～９月１８日，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反恐办特邀上

海市武警九支队教官对邮轮港反恐演习

课目进行集中培训，提高民警应对、处置

暴力恐怖事件的综合指挥、快速反应和

协同作战能力。

做好警务联动及联合执法工作。吴

淞所与宝山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宝

山海事局、宝山派出所签署宝山水上联

勤联动共建协议，加强与边检、海关、上

海市旅游监督局行业监督处、上海市文

化执法总队等部门协作，全方位多层次

为邮轮运营保驾护航。年内与吴淞边检

站联合执法１５次，与宝山海关联合执法
２０８次，与宝山交通执法大队联合执法

６３次，与宝山交警四大队联合执法 ４９
次。与浦江边检、宝山公安分局、海滨派

出所严密布控合力抓捕网上追逃犯罪嫌

疑人１人，与浦江边检合作抓获盗窃违
法嫌疑人２人。

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９月 １日，
Ｇ２０峰会一级安保期间，原计划驶往济
州、福冈、佐世保等４个港口的“天海新
世纪号”邮轮，因轮机故障在刚驶出长江

口后即决定返航，并于８时停靠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因赔偿协议未达到部分旅

客心理预期，船上 １６５５名旅客拒绝下
船。经工作，至 １５时，仍有 １８６名旅客
拒绝下船。吴淞所领导组织各旅行社负

责人与部分旅客代表进行谈判，晚上１９
时，１８６名旅客同意下船，由大巴接送至
宝山区内５家酒店休息，并继续与船方
代表、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天海新世

纪号”邮轮离港至崇明岛大东船厂维修，

最后妥善处理此次罢船事件。

１２月，吴淞所创建“滕力威警务工
作室”青年文明号和党员模范岗，引导培

养青年民警的成就感和事业心，锤炼职

业理想，促进团结协作。鼓励青年民警

利用专业优势，参与港区道路规划、消防

反恐体系建设等工作，发挥潜能和创

造力。 （滕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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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产业·园区
■编辑　金　毅

工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工业对接中国制
造２０２５、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
合、互联网＋行动计划、“双创四众”（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众创、众包、众扶、众

筹）等国家战略，以打造“中国产业互联

网创新实践区”作为宝山对接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核心内容，以“推进深度融合、

加快转型发展”作为工作主线，围绕１３
项区政府目标管理要求，聚焦４个方面
重点目标任务，打造宝山经济转型升级

版，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年实现

工业销售产值 １２９５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０５亿元；完成产业固定资产投资５０亿
元，增加７亿元。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万
元产值能耗下降３５％，综合能耗３６万
吨标煤以内。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环保服务业和租赁服务业

五大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全年完成营

业收入６０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５％。全
年完成“三治两去”（治违、治堵、治污、

去火灾隐患、去低效产能）工业园区去低

效产能项目４９个，市产业结构调整淘汰
落后产能项目５１项，完成年初制定的调
整盘活土地１００公顷（１５００亩）目标任
务和市下达的目标任务。年内，宝山区

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新材料）”，列入全国首批“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程示范区”；创建

全市首家上海石墨烯产业园；智慧城市

发展水平位列全市前列、郊区第一位，复

景国际科技中心、大华虎城商圈分别列

为上海市级智慧园区、智慧商圈试点单

位；“诚信平台细核查　产业扶持严把
关”获 ２０１６上海十大失信联合惩戒案
例，宝山区获评“２０１６上海信用典型案
例报送十佳单位”；新认定２家市级生产
性服务业功能区，２家市级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１家市级“四新”（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创新基地和２

家市级品牌园区。

■制定“十三五”专项系列规划　制定
出台《宝山区产业经济转型发展“十三

五”规划》《宝山区深化智慧城市建设

“十三五”规划》《宝山区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和《宝山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十三五”规划》等４个专项
规划以及《关于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

践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未来五

年宝山区产业经济、智慧城市和中国产

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等方面发展的

基本方向、总体思路、主要目标和任务

举措。

■推动产业创新发展　以中国产业互联
网创新实践区建设为主攻方向，以“一

带、三线、五园”（“一带”，宝山滨江带；

“三线”，轨道交通１、３、７号线，“五园”，
宝山工业园、宝山城市工业园、上海机器

人产业园、吴淞工业园和南大生态科技

园）为核心载体，以“互联网 ＋”和“＋互
联网”为发展战略，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和产业

结构调整为工作重点，以重大项目推进

为主要抓手，培育壮大新兴动能，改造提

升传统动能，加快实现产业创新转型发

展。重点围绕“一带、三线”，推动“五

老”（老仓库、老码头、老港区、老厂房、

老仓库）资源调整盘活，培育发展生产性

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在

邮轮滨江带，重点围绕邮轮经济，开展邮

轮制造及其配套产业发展研究，与中船

集团深入对接，协调推动共建上海中船

国际邮轮配套产业园。围绕中国邮轮旅

游发展实验区建设，加快推动港区周边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完善港区配套，推动

与华能集团建设邮轮港岸电直供系统，

与电信上海公司建设无线覆盖网络。在

一号创新带，推动智力产业园成为上海

市品牌园区，重点完成卓越园建设及招

商等工作，引进景物科技、光泊文化等

３０多个优质企业和项目。推动三毛地
块完成劣势企业调整，转型建设智慧湾，

引进南极熊３Ｄ打印、华曙高科等知名企
业，并认定为上海市“四新”经济创新基

地。推进空间技术应用产业基地建设，

扶持上海北斗卫星导航平台、复控华龙

等北斗卫星应用龙头企业，推动科电航

宇、上海麟科等一批企业落地。推动亚

太集装箱地块功能调整，转型建设亚太

集创厢。在三号创业带，推动宝钢特钢

转型建设吴淞口创业园，协助园区引进

宝滨机器人、玖朗智能、云余科技等 ２０
多家优势企业，并推动 ＩＤＧ、光大资本等
与园区开展项目对接。推动吴淞科技园

创建上海市无人机产业基地推动上海移

动互联网创新园认定为上海市生产性服

务业功能区，协调引进琥崧智能等优质

企业入驻园区，扶持猎上网做优做强。

推动中成智谷成美术馆建成开放，扶持

微盟等园区入驻企业发展壮大。推动长

江软件园成功认定为上海市文化创意产

业园区，引进比菜价、小海龟等一批优质

企业。重点扶持上海玻璃博物馆发展，

推动二期项目加快建设。在七号创意

带，推动木文化博览园认定为上海市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引进科匠中国、博思中

国等一批知名企业，并推动园区产业互

联网基地建设。扶持国际研发总部基地

内玛瑞斯３Ｄ打印等优势企业，帮助其与
国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接合作，形

成产业集聚。推动保集ｅ智谷创建成为
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协助企业

引进法国奥菲昂斯、华晟电器、智能制造

产业基金等一批优势企业和项目。

■推进“五园”转型升级　城市工业园
区重点发展石墨烯、超导电缆等新材料

产业。制订《上海石墨烯产业园区建设

实施方案》，创建全市唯一上海石墨烯产

业园，推动建成全国唯一一条全自动、全

３３１



封闭、环保无污染单层石墨烯示范生产

线，引进绪光纤维材料等１０多家企业入
驻园区。完成国内唯一高温超导电缆生

产工艺车间设备安装调试，加快二期项

目高压检测大厅建设。培育生物医药产

业，推动上海优先生物组织工程有限公

司异种脱细胞人体组织修复材料产业化

项目（中华医学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建设。加快上海钢管厂地块等

转型调整，推动与临港集团合作开发建

设临港新业坊宝山城工科技绿洲。宝山

工业园区推进北郊未来产业园（一期）

建设；推动联东 Ｕ谷科技企业港开工建
设，完成投资近亿元。推动金地商置与

利尔新材料、裕新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年

内开工建设金地研发总部，推动开利空

调新建厂房项目年内开工建设。推动海

隆石油开发高强韧高抗扭耐腐蚀钻杆关

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加快引进华博易造

高端软磁项目。推动富驰高科、华伟表

面技术处理、克来罗锦智能装备等一批

先进制造业重点项目开工建设、竣工投

产。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推动发那科一

期扩建、二期新建项目竣工投产，引进发

那科三期研发中心项目。推动建立机器

人研发平台，引进欢颜机器人、坤波机器

人等６个重点企业，加快园区打造智能
制造产业集群。推动保集智谷完成一期

项目建设，上海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业

功能区正式落户开园。加快推进鑫燕隆

汽车装备（二期）项目建设。成功推动

宝山区与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打造交通运输部

上海数据中心基地和宝山区智慧航运产

业集群。月杨、罗店工业园及月浦工业

园区加快推进美钻中海油项目建设，支

持合资公司开展周边企业地块（海泰钢

管等）收购，推进海泰钢管资产评估。推

动华能集团石洞口一厂总投资５０多亿
元２台６６万超临界机组、月浦２６万千
瓦屋顶光伏项目、２万个机柜 ＩＤＧ中心
等项目建设，研究开展靠港游轮岸电切

换、集中供热（制冷）、分布式微电网供

能等方面合作。结合华能集团在环石洞

口电厂外围建设专业化大数据中心发展

战略，协调推动华为与华能合作，华为华

东片区企业云数据中心项目落地。杨行

工业园区开展低效地块盘活，加强项目对

接，引进上海万生合金材料、上海君道住

宅工业等企业落户园区。罗店工业园区

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投入，推动朝晖药业、

景峰制药等企业技改项目建设，做大做强

生物医药产业。吴淞工业区、南大生态

区，推进中储等部属企业征收补偿工作。

推进吴淞煤气厂、中铝上铜等重点地块加

快调整转型，建设上海国际能源创新中心

（一期）、创业梦工厂等项目。

■推进智慧宝山建设　制定实施《２０１６
年智慧城市信息化项目实施计划》，共涉

及“政府服务一体化”项目１１项、“市民
生活便捷化”５项、“城市管理精细化”３
项，年内均启动建设。推动宝山区与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签订《推进“魅力滨江

　智慧宝山”建设信息化战略合作协
议》，与软通动力集团签订《智慧城市建

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区智慧

城市建设。在政务服务一体化方面，建

成区级网上政务大厅，实现与市级网上

政务大厅对接，区级行政审批事项办事

指南１００％上网，日均办理服务事项６９９
件，累计办理事项３２９９万件，实现网上
预约３０００多次。建成事中事后综合监
管系统，整合各类信息３８８万余条，其
中登记类信息 １９万余条、资质类信息
４６万余条、日常监管信息６８１１条、行政
处罚信息 １４６万余条。建成电子政务
数据中心，完成区电子政务数据中心的

全面升级改造，区政府网站、基础应用平

台和５７个业务信息系统４７个机柜迁移
至区电子政务云中心机房。在市民生活

便捷化方面，基本建设完成４８个信息化
项目，智慧健康２８２个数据指标实现自
动化采集，数据采集质量跃升为全市第

三。建立“智慧健康”总集成模式，建成

区级影像诊断云平台和儿童疫苗接种网

上预约平台。推进群团组织信息化建

设，印发实施《宝山区“互联网 ＋”群团
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建成网上青年社

区等一批群团工作信息化平台。建成上

海“文化云”宝山子平台建设（一期）数

字图书馆，网上文化数字资源达到

１８０Ｔ；“市民百事通”信息服务平台和市
民智能问答系统汇聚 １万多项为民信
息，服务人群超过４００万人次。

■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发展　推进公共
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建设，推动视频

监控在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渣土车辆运

输、黑车整治、防汛指挥、航道监控等方

面发挥作用，宝山区成为全国第一批５０
家“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

程示范区”。完成城市综合管理“三级

网络”建设，基本建立“两级平台、三级

网络”［与相关单位管理信息系统互联

互通的区、街镇（园区）两级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以及区、街镇（园

区）和村（居）三级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监督指挥体系］城市综合管理监督指挥

体系，实现“多种渠道发现、一个平台受

理、一个系统分派、一个机制管理”，变突

击整治为城市长效管理机制。建成１个
区中心，１４个街镇分中心，５０２个居村工
作站，实现区域全覆盖和信息资源共享，

城市综合管理效能提升。基本建成智能

交通２０版，改造１５２个交通信号控制
系统、安装１５块交通诱导系统和４１个
电子监控点，提升区交通通行效率、城市

面貌和大型活动管理能力。

■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制定发布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要点》和《宝山区公共信用信息“三清

单”（２０１６版）》。向市信用平台上报更
新２１家单位共计４１０８个事项 ９０９８条
“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作出决定后上网公示）信息数据，总

量位居全市各区第二位。推进企业信用

记录在专项资金支持、表彰评优等领域

应用，“诚信平台细核查　产业扶持严把
关”获 ２０１６上海十大失信联合惩戒案
例，宝山区获评全市案例报送十佳单位。

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加强区电子政务

网络日常监控，对政府部门７６个网站进
行漏洞扫描。组织开展区电子政务数据

中心搬迁应急演练，以及网络与信息安

全、正版软件专项检查和专题培训等，全

年未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强化服务体系建设　围绕稳增长目
标，制定下发《关于加强企业服务促进产

业经济调结构稳增长工作的通知》。定

期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产业经济调结构、

稳增长服务企业专题会议，为各镇、园区

重点服务企业协调解决困难。完成创建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等２家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和上海广联环境岩土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等１２家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推动３０家企业申报上海市“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全区市级“专精特新”企业累

计达近９０家。围绕政府“放、管、服”改
革，实现“两集中、两到位”（两集中、两

到位：即一个行政机关的审批事项向一

个科室集中、行政审批科室向行政服务

中心集中，确保进驻行政服务中心人员

到位、审批事项授权到位）。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结合国家、上海
市最新产业发展理念、政策导向及区“十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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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发展规划等，修订完善区先进制造

业、文化创意产业、节能减排等３个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和文博场馆项目操作细

则，加强对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引导和

扶持。完成 ２０１５年先进制造业扶持项
目资金下拨工作，共有８８家企业１２６个
项目获扶持资金２１３８万元。完成２０１６
年度二批市级重点技改申报工作，共 ８
家企业通过初审，计划总投资共 １１亿
元，４家企业获批，获市级资金扶持７０００
万元。发动全区５８家企业申报上海市
文化创业产业专项扶持资金项目，其中

２９个项目通过区县初审后上报市级评
审，最终有１５个项目成功获批，市、区、
镇（园区）三级扶持资金共２２０４万元。

（王　琳）

生产性服务业
■概况　宝山区对接《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

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

见》《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

规划》等国家和上海市战略，主动融入上

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发

展大局，围绕上海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各项要求，以建设“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

实践区”为核心，聚焦科技服务、软件信

息、节能环保、商务服务和租赁服务五大

重点行业，推动产业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全区五大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实现营

业收入８３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２２％；缴
纳税收３７６亿元，增长２２７％。其中：
五大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共有规模以

上企业９９２户，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７０６２
亿元，增 长 ６５１％，占 总 量 比 重 达
８４３％；共有营业收入超亿元企业 １２９
家，实现营业收入 ６２３亿元，增长 １１３
倍，其中营业收入超１０亿元以上企业１３
家，５亿元～１０亿元企业１３家，１亿元～
５亿元元企业１０３家。

■推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
　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围绕
产业互联网发展和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

实践区建设，推动成立由区主要领导担

任组长的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

设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与指导推进实践

区建设。制定出台《关于中国产业互联

网创新实践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宝

山发展产业互联网三大重点领域与实施

路径，建立宝山产业互联网重点企业库，

予以重点聚焦扶持。

■获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近４０００万元　
结合国家、上海市最新产业发展理念、政

策导向及区“十三五”发展规划等，修订

完善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发挥政策扶持引导和杠杆作用。聚

焦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新

技术，加强政策聚焦和服务推送，鼓励互

联网企业和传统行业对接融合，组织发

动区内优秀企业申报市、区各类扶持政

策。年内共支持３６个项目获市、区扶持
资金近４０００万元。

■举办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　１０月
１４日，宝山区与 ＧＥ、三星、沙特基础工
业共同合作参与的创投基金正式启动运

营，这是上海市第一支区政府与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合作成立新材料创投基金，
主要投资领域为新材料及其应用，投资

阶段为早中期，投资对象以海归创业为

主，海外技术引进为辅。基金成立是宝

山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

新动能和稳增长、扩就业重要举措。同

时，由基金管理团队与上海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金会合作共同举办“创新中国

２０１６国际论坛”。论坛邀请 ＧＥ、韩国三
星电子、沙特基础工业、德国菲尼克斯电

气、德国博世、英国烟草集团等１０余家
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５０余名高管和近百家
中国创新创业企业高管集聚宝山，围绕

政府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中作用和模式、

中国创新创业企业在先进制造方面的机

会及创新创业企业与世界５００强等大企
业合作展开深入探讨。

■举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创新论坛　１０月
２７日，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创新论坛暨上海智
能制 造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功 能 区 （创

建）———保集ｅ智谷启动仪式在顾村镇
举行。政、学、研、商等各界人士到场，零

距离对话智能制造科技领域专家，共话

智能制造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之路。

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指

导，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宝山区人民政府主

办，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会、中国产业

互联网促进中心、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保

集控股集团承办。全国政协常委、市政

协副主席周汉民，市委原常委、原副市

长、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

国家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许科敏，上

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傅新

华，宝山区委书记汪泓等领导、嘉宾与相

关企业客商等３５０余人参加活动。上海
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生产性服务业处

处长于成向保集 ｅ智谷授予“上海智能
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创建）”牌

匾，标志上海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业功

能区———保集ｅ智谷正式启动。

■参展２０１６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　１１月１日～５日，宝山区发那科、
钢联电子、北斗平台公司、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公司、美钻能源等４６家企业在国家
会展中心参展２０１６第十八届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围绕机器人产业展、空间信

息产业及邮轮产业展、新材料展和产业

互联网展四大主题，集中展示宝山区产

业发展最新成果。

■举办２０１６中国３Ｄ打印精准医疗应用
高峰论坛　１１月 １２日，“２０１６中国 ３Ｄ
打印精准医疗应用高峰论坛”在上海卓

越时代广场举行。来自政、产、学、研各

界领导和专家等参与论坛，近距离对话

精准医疗领域专家和全球３Ｄ打印领军
企业，共同围绕３Ｄ打印在精准医疗领域
应用进行探讨。论坛以“对接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３Ｄ打印助力精准医疗”为主题，在
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卫计委、宝山区人

民政府和上海市增材制造协会支持下，

由３Ｄ打印软件及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ｅ和中国产业互联网促进中心、
宝山区经信委、宝山区卫计委主办，卓越

Ｅ社区、尊木汇协办。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ｅ董事会
主席彼得（ＰｅｔｅｒＬｅｙｓ），中国工程院院
士、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原院长戴鮨戎等

业内专家共同围绕３Ｄ打印技术在骨科
临床、心脏精准医疗、植入体研发、微创

医疗、整形外科等领域最前沿应用和未

来发展趋势进行全方位探讨与分享。

■举办“２０１６（第三届）中国产业互联网
高峰论坛”　１２月７日，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指导，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和宝山区人民政府支持，中

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

践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产业互

联网促进中心主办的２０１６（第三届）中
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在上海衡山北郊

宾馆开幕。论坛以“中国制造———智能

·互联·虚拟现实”为主题，为期一天，

包括一场主论坛和两场分论坛。来自工

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中国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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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协会、上海市经信委、宝山区委区政

府、华为集团等领导和专家，共同围绕智

能制造、制造业和互联网深度融合、虚拟

现实技术未来发展趋势与应用等主题进

行探讨与经验分享。

论坛上，参会领导共同揭牌成立中

国电信制造行业信息化应用基地宝山园

和中国产业互联网联盟、中国 ＶＲ产业
联盟，启动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

网站，并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新材料）、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

区重点园区授牌。同时，宝山区政府与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进行战略签约。

（喻　巍）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Ｂ２Ｂ电子商务企业交易额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交易额（亿元）

１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９９６．３０

２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２２６．５０

４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１０３．８０

５ 上海化工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１．２２

６ 上海宝钢新事业发展总公司 ４．２０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Ｂ２Ｃ电子商务企业交易额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交易额（亿元）

１ 上海晖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７５．５１

２ 上海好屋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１．５２

３ 上海唯一视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６．２６

４ 上海璞康实业有限公司 ４．９９

５ 上海猫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０

电子商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电子商务业成
为全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和亮点，

呈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深化应用

领域，聚集有特色、有影响力企业。至年

末，区电子商务企业共有２７８家，实现电
子商务交易额１６０５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２９６％，占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的
７６％，排名全市第二位。其中：Ｂ２Ｂ交
易额１４９５８亿元，增长５３９％；Ｂ２Ｃ交
易额１１０亿元，增长３９５５％。

■ Ｂ２Ｂ电子商务交易额占主导　钢铁
等大宗商品成为全区电子商务发展特

色，交易规模占比持续增加。上海钢联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等３家重点企业
电子商务交易额达１３２６６亿元，占全部
电子交易额８２６１％。

■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示范作用　宝山
区围绕“上海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

“上海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等

创建工作，打造上海宝山钢铁现代服务

业综合试点区，重点推进以大宗商品电

子商务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 ＋平台服
务”产业发展，线上集聚贸易主体，线下

辐射网络实体，培育综合交易功能，基

本建成以上海钢铁交易中心、上海大宗

商品信息中心、上海钢银现货网上交易

平台、欧冶云商全产业链平台、上海木

材交易中心、化工宝等一批大宗商品交

易电子商务示范平台。上海钢联、欧冶

云商获上海市首批贸易型总部证书。

上海钢联、欧冶云商入选“２０１６年中国
Ｂ２Ｂ电商百强报告和百强排行榜”。上
海钢铁交易中心、上海钢联入选上海市

十大平台经济示范平台。上海钢银电

商平台、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欧冶电

商）、上海大宗商品信息中心（我的钢

铁）成为全国最大钢铁现货交易和信息

服务平台。２０１６年，上海钢铁交易中心
平台交易量 ２１８２万吨，比上年增长
１５４％；交 易 金 额 ５８５９亿 元，增 长
１６０％，其中开票量 １０５６万吨，增长
２３％，开票金额 ２８６亿元，增长 ２７％。
上海钢银电商平台全年钢铁现货总交

易量３６３６５万吨，增长３１５％；总成交
金额９６９３亿元，增长 ５７１％，其中寄
售交易量 １８３３７万吨（开票），增长
６９３％，寄售交易额 ４７６６亿元（开
票），增长９９６％。

■培育电子商务产业类别　经过多年培
育，区电子商务产业类别丰富，初步形成

大宗商品、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休

闲、生活服务、专业服务、回收利用等行

业多样化协同发展态势。如以上海钢铁

交易中心、上海钢银为首的大宗商品服

务平台；贝联等一批高端医疗、特色专科

医疗、康复保健服务和特色养老服务平

台；以食行生鲜、猫诚电子、懒到家等为

代表的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

平台；以猎上网、优蓝网、比菜价等为代

表的有发展潜力的专业服务平台；以唯

一视觉、真旅网、游大大为首的旅游休闲

企业；以微盟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移

动电商服务平台；以好屋中国为代表的

专业中介服务平台；以爱回收为代表的

二手电子产品回收再利用平台等。

■培育网络购物消费平台　引进以好屋
中国、真旅网、食行生鲜、比菜价、上蔬永

辉等为代表的一批实力雄厚、国内领先、

特色鲜明、定位清晰、面向个人消费者网

络购物平台和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

“食行生鲜”被上海市商务委评为２０１６
年度“社区智慧微菜场品牌企业”，“好

屋中国”是中国最大Ｏ２Ｏ网上房地产众
销平台，“真旅网”是中国最大航空票务

代理商之一。培育以汇宜金融、合驿物

流、安畅网络、世纪互联等各类第三方物

流、第三方支付软件支撑、中小电子商务

云服务、社区电商、客户关系管理等为代

表的电子商务支撑产业企业，逐步完善

区域电子商务全产业生态链。

■聚焦企业创新发展　关注上海钢联、
上海钢银、上海钢铁交易中心、好屋中

国、真旅网、食行生鲜、上海璞康实业有

限公司等重点企业，鼓励重点企业、交易

平台进行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提升交易

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引进以移动互联

网、Ｏ２Ｏ创新模式为代表新兴电子商务
企业，加快推进区域电子商务企业集聚

发展。鼓励上海钢联、好屋中国等企业

申报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相关工

作，发挥示范企业在创新模式、开拓市

场、降低成本、刺激消费等方面示范引导

作用。推进大华虎城智慧商圈建设，建

设成一个智能化、便捷化、服务性强社区

商业载体，促使商圈整体形象提升，成为

区域性商业地标。

■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发挥“１＋
９”政策优势，从产业扶持、科技创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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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对接、人才保障等各方面，加大对电子

商务产业扶持力度，引导产业能级提升，

发挥区域电子商务产业链协同效应。年

内，宝山区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共支持

３８个企业（项目），涉及金额 ３６６５４０２
万元，其中区级 ２８９８００２万元，街镇配

套７６７４万元。电子商务企业获支持
３２４０７０２万元，占总数的８８４１％。

（肖轶楠）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企业明细

序号 企业名称 扶持金额（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扶持金额（万元）

１ 上海申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０

２ 贝联（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５

３ 天帷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

４ 司库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１６

５ 上海欧冶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

６ 上海欧冶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

７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１６５

８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９ 真旅网计算机软件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１５５．６

１０ 上海欧冶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７９．４４

１１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０６８

１２ 上海欧冶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３９４

１３ 上海晖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４５７．５

１４ 上海唯一视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７５

１５ 上海璞康实业有限公司 １５８．８

１６ 上海赛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８３．２

１７ 上海随易网络有限公司 ４５．５

１８ 上海乐呈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８４．６

１９ 上海润迅君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５．６

２０ 上海中羿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４．９

２１ 康存数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１０８．３

２２ 上海五虎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３０．４

２３ 上海适汝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７６．４

２４ 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５．７

２５ 上海云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４１．２

２６ 上海耀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

２７ 上海淞南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

２８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９６

２９ 上海玻璃博物馆 １９．１

３０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６２．６

３１ 上海金罗店美兰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３２ 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 １５

３３ 上海福人林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３４ 上海寓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３７．６

３５ 上海凯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６ 上海凯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０

３７ 上海中旅杨休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５

３８ 南京大华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８

合计 ３６６５．４０２

（肖轶楠）

区绿化市容局服务窗口获得企业赠送的锦旗 区行政服务中心／提供

招商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１５３４５５户，注册资本 ７６３２８３亿元。
其中，企业 １２１２４７户，比上年增长
２７５％，注册资本７６１６０２亿元；个体工
商户３２１１１户，注册资本１５０１亿元；农
民专业合作社９７户，注册资本１８０亿
元。年内，全区新增企业３２９３６户，增长
５７１％。其中：法人单位３１５５４户，增长
６０５％；新增企业注册资本 ２５２２２９亿
元，增长６１８％。迁入企业１３３４户，增
长３７５％。其中：法人单位１３０４户，增
长３８７％；迁入企业注册资本１０４４５亿
元，增长８５８％。

■区行政服务中心有序运行　至年末，
区行政服务中心累计接待１６６１１３人次，
日均接待６６４人次，满意率９９６６％。累

计受理总数１５３１９９件，办结１５２５４２件，
办结率 ９９５７％。中心组织开展“强管

理、优服务、补短板、促提升”查补短板工

作。在窗口梳理自查基础上，结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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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调查、投诉回访以及区监察局、政风行

风监督员明察暗访情况，形成短板 ５９
条，涵盖窗口服务、网上政务、审批改革、

内部管理四大类，全部整改措施于年内

落实到位。１０月２３日，解放日报头版刊
登《全程贴心服务　满足“超常规”期
待》文章，关注中心实施政府目标管理

后，管理和服务的“新变化”。９月３０日
新华每日电讯刊登《政府部门强服务　
企业群众少跑路》，以及１０月１１日上海
观察网、解放网刊登的《当企业有“超常

规”需求，这里的部门怎么办》对此进行

报道。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区行政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强服务、树形象、展风采———三比三赛”演讲比
赛 区行政服务中心／提供

■实施目标管理模式　中心成立目标管
理领导小组，制定《２０１６年度中心目标
管理分解表》，建立“一个中心、两个维

度、三个阶段、四个环节”目标推进模式。

“一个中心”，即以目标为中心；“两个维

度”，即目标纵向一致、横向协同；“三个

阶段”，即目标确定、目标实施、目标考

核；“四个环节”，即ＰＤＣＡ闭环管理中计
划、执行、检查、改进。通过目标进展月

报制和现场检查制，对目标任务执行情

况实施动态监控。目标完成情况与个人

及窗口季度考核挂钩，作为中心季度示

范窗口和服务明星评选重要依据之一。

中心把考核周期由一年一次变为季度考

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４＋１”模式，将考
核对象由原来的窗口工作人员延伸到所

有常驻人员。调整窗口及个人具体评分

项及评价标准，增强指标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窗口考核细化附加分项，加大“窗

口服务”考核权重；个人考核增加“学”

内容，加大“绩”考核权重。

■完善内部运行机制　中心加强沟通、
协调，打破常规、拆除藩篱、整合职能，按

照“应进必进”要求，推进“两集中、两到

位”（“两集中”即一个行政机关的审批

事项向一个科室集中、行政审批科室向

行政服务中心集中；“两到位”即人员到

位、授权到位）落实。根据区审改办重新

梳理审批事项清单，及时调整完善进驻

事项目录，做好衔接和落实。对进入《行

政审批目录》所有审批事项实施统一管

理。通过对部分窗口“两集中、两到位”

工作实施前后行政效能情况对比研究，

分析难点及其成因，总结提炼成功经验

在中心进行推广。开展全面排查和梳

理，形成上下齐抓共推合力。至年末，中

心进驻事项共计５００项，其中审批事项
４５６项，服务事项 ４４项。落实“加大审
改力度、精简审批事项、规范审批程序，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全面

梳理审批流程，取消合并非必要审批环

节，通过细化分类管理、简化材料要求、

加强信息共享等方式，缩短土地储备、民

防工程拆除等多个事项审批承诺时限。

■构建“两厅两台”政务服务模式　中
心构建实体服务大厅、网上办事大厅、微

信平台、内部系统平台相结合、相统一

“两厅两台”政务服务模式。实体政务

大厅以智能化建设为重点，在导引屏、叫

号机、公共 ＷｉＦｉ、自助上网等设施基础

上，添置样表查询机、政务服务一体机、

平板电脑等设备。网上办事大厅提供网

上预约、在线预审、办件查询、咨询问答

服务，及时更新、发布办事指南、办理流

程、审改动态、通知公告、现场排队等信

息。中心微信公众号自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正
式上线运行后，提供办件信息、办事指

南、通知公告、排队情况等查询，服务方

式由“一对一”升级为“一对多”。中心

微信平台全年图文阅读量３２０４９次，重
要信息被转发４０７１次。内部系统平台
先后开发业务办理、预警提示、意见征

询、咨询答复、考勤管理、绩效管理、会议

管理、信息采编、项目跟踪等功能。收

集、分析系统数据，建立明细报表，挖掘、

利用报表信息，跟踪分析主要事项日均

办理数、平均办理时间、等候时间、预约

量等变化趋势，为中心加强管理提供数

据支撑。

■推进重大项目新服务机制建设　中心
在完善“左右联动、上下互动、共同推动、

相互促动”“一门式”服务机制基础上，

建立多项辅助服务机制，助推区重大项

目开工。建立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打

破“信息孤岛”，确保各审批环节前后衔

接有序。建立项目联合会审机制，针对

多个窗口办理事项，开展联合会审，深入

项目现场踏勘、指导和答疑，避免项目单

位多头问、多头跑。建立重大项目跟踪

机制，利用中心信息平台，对区重大项目

手续办理情况进行实时跟踪，及时了解

审批进度，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解决难

题。建立重大项目“绿色通道”服务机

制，采取“容缺受理”、“直通服务”、“上

门服务”等多种方式，加快项目审批速

度。至年末，共召开项目协调会９５次，
协调解决宝钢钢带、联东 Ｕ谷、宝龙商
办、北郊未来产业园、绿地北郊商业广

场、新业坊等８６个项目在审批过程中遇
到难题。

■开展“三比三赛”活动　年内组织开
展以“比审批效率，赛业务水平；比服务

态度，赛工作作风；比规范管理，赛整体

素质”为主题的“三比三赛”活动。期

间，开展满意度问卷调查，通过１５２份反
馈问卷查找服务短板；开展“学规范、强

素质”知识竞赛，增强工作人员服务意识

和纪律观念，推动中心制度化、规范化建

设；开展“精业务、优流程、促效能”审批

案例征集活动，２９个典型案例为窗口改
进服务、提速审批提供借鉴和参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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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强服务、树形象、展风采”演讲比赛，

推广窗口在提高审批效率、创新服务方

式、强化敬业意识、推动作风建设等方面

好经验、好做法。通过“三比三赛”活动

开展，中心获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建功十三
五，创新在一线”职工劳动竞赛“优胜单

位”称号，被区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

状”。

■畅通建议征求渠道　组织开展 ２０１６
年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收到各类建议

５１条，涵盖审批改革、窗口服务、网上政
务、内部管理等方面，甄选出２３条优秀
建议由中心相关科室负责落实。组织到

奉贤区、徐汇区、嘉定区、杨浦区行政服

务中心考察学习，汲取政务服务和信息

化建设先进经验和做法。以问题为导

向，通过召开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经济开发区、企业代表、四川宜宾市

干部研修班意见征询会，全方位、多渠道

听取对中心工作意见、建议。

（李金良　陆　薇）

宝山工业园区“开利”项目效果图 宝山工业园区／提供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效果图 宝山工业园区／提供

宝山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工业园区（以下
简称“园区”）按照年度目标考核任务，

推进结构调整，落实创新转型，加大存量

盘活力度，推进项目及配套工程建设，促

进品牌联动发展。全年完成增加值

２７８５亿元，比上年减少 ８３％；完成地
方财政收入２２亿元，增长４７％；完成
工业销售产值８７６亿元，减少７７％；完
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 ８亿元，增
长０２％。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完成对合作公司
上海金讯资产有限公司增资１８亿，并
正式更名为“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开发

运营有限公司”。公司部门结构、人员配

置以及前期组织架构确定并运行。未来

产业园先行区首期１２２公顷（１８３亩）
总部研发用地项目于３月２２启动。首
期地块容积率２０，总建筑面积约 ２４４
万平方米，合作招商全面推进有１３个项
目达成入驻意向，预计总投资７７８５亿
元。园区与庙行镇联动合作建设“３６５
众创小镇”，于一季度开业，孵化器被评

定为“上海市２０１６年第一批众创空间”，
面积由２８００平米扩容到 ４４００平米，近
２０家科技型企业入驻孵化器。上海杉
富基金及上海锦麟影视基金注册落地，

中船邮轮基金管理公司完成注册，资金

规模３００亿元。继海隆、宝钢包装、新通

联、千山药机相继在香港、沪市主板上

市，克来机电、福然德、屹丰模具、富驰高

科等开始主板上市辅导，西艾开始新三

板挂牌辅导，皓金实业在股交中心实现

挂牌。推进培通机械、粤申电子、普园食

品、联东Ｕ谷等开工建设。探索市场化、
社会化开发模式，与金桥、联东、金地商

置等业界领先开发主体合作，探索发挥

各方优势开发运营模式。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　全年共启动８个
调整项目，其中金研地块由华伟汽车通

过司法拍卖购得，京鑫管道完成项目调

整申请项目报建；德深地块与新东盟中

心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建设１０万平方米
保税物流园；中玮达由上海医药集团下

属子公司医疗器械集团和海昌药用包装

公司收购，办理改扩建报建手续；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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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尔地块与金地商置达成收购意向，由

金地商置进行标准厂房开发；南亮三期、

包装造纸地块与园区签署收储协议，由

园区收储后重新出让给战略新兴产业

项目。

■加大整治工作力度　“治违”方面，共
拆除违法建筑 １１处，面积 ２万余平方
米，提前完成１万平方米年度拆违控违
指标。“治堵”方面，制订综合交通改进

方案，长虹路、金汤宅路进行竣工验收；

罗宁路（石太路—罗北路）报工可阶段；

萧云路（金石路—罗北路）施工招投标

阶段。宝山９３路（杨南路沪太公路至
潘泾路潘川路）、９５路（杨北路?川公
路至萧云路潘川路）开通运行。启动公

共自行车网点建设，计划建设 １９个网
点，投放４９０辆自行车及锁柱。“治污”
方面，推进三年行动计划与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金石路、潘泾路污水管改造完

成方案设计，按期对在建工地进行检

查，督促各在建工地做好现场管理工

作。整治９家违法排污企业，年内完成
５家。对１０家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
进行专项整治。

２０１６年８月５日，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拆除违法建筑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供

■强化消防安全管理　园区及时召开安
全会议布置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吸取

安全事故教训，组织和动员各有关部门

在园区开展６次安全大检查和专项整治
工作，邀请２４名安全专家参与，共检查
１５２家企业，发现隐患问题１１０７项，发出
监督指令书１５２份，责令停产整顿企业
２０家，分别对停产整顿 ２０家企业进行

约谈，责令其必须经复查合格后方能复

产。召开园区安委会工作会议，进行安

全生产案例分析，布置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复查，共计复查 １３６家企业，整改
９５３项隐患问题，整改完成率 ８６７％。
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参与安全生产

监管，共覆盖５０家重点企业。出台《闲
置厂房租赁管理办法》，对空置厂房租赁

行为上家、下家、产业、安全等进行及时

监管。

■完善公建配套建设　重点实施５个公
建项目建设，总建筑面积３９１９７平方米，
总投资１８８２８万元。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项目总建筑面积２８３９平方米，项目总投
资１２９４万元。金石幼儿园项目总建筑
面积５５２１平方米，总投资３１７３万元，于
９月开学。九年一贯制学校正处扩初
阶段。

■“１·１３”安全生产事故　１月１３日中
午１２时２０分，上海志卓成套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石太路１６５７号）内发生一起
安全事故，事故造成 ４人死亡，２人受
伤。该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２００８年从
闸北区灵石路电气工业园搬迁至宝山工

业园区，租赁在上海晓宝金属保温幕墙

有限公司内，厂房面积约２０００平方米，
主要从事成套机械产品、铜箔设备、金属

结构件、非标机械设备制造、维修等。园

区主动配合上海市事故调查组做好各方

面工作，接受事故处理和责任追究；严格

督促事故单位进行停产整顿，责令出租

方拆除违法建筑。 （张利平）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以下简称“园区”）全年工业销售产值

１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１％；完成地方
财政收入３８５亿元，增长１２７％；完成
增加值６０亿元，增长７４％，完成年度经
济指标。园区在上海市１０８家开发区综
合评价结果中，高新技术企业数二十强

排名位居第 １７位；投资环境指数居 ２２
位；在小型园区（６６家）综合发展指数中
排名第８位。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年内以“超碳石
墨烯、超导电缆”项目为重点，打造产业

项目品牌。完成超碳公司一期建设及超

导项目一期设备安装调试，园区新材料

石墨烯项目挂牌上海市“四新”（新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经济创新基

地，与上海华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上海

航空电源科技有限公司、鑫烯三维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等达成技术成果企业

化合作协议。１１月，园区以新材料为主
题，组织园区多家企业，参加第十八届中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以“临港新业坊”

项目为亮点，强化招商引资功能。园区

组建专项筹备小组，与临港集团签署框

架协议，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原则，

共同开发建设占地面积 ９４公顷（１４１
亩）“临港新业坊”，合作开发以“新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为主的“四

新”经济平台，共同引进新项目，推进园

区转型升级。

■加快低效产能升级　园区采取“谈、
打、调”相结合方式，加快低效产能升

级。完成百特机电地块收储工作，调整

上海瀚通机械设备等公司项目，完成天

晴纸业等９家公司管理升级，完成上海
阳赞实业有限公司地块整治和宝山区

三星化工仓库、上海达风物流拆迁工

作。园区以“孵化＋创投”模式为试点，
探索园区发展模式。推进石墨烯应用

科技孵化园和上海贞一众创空间两大

孵化器建设。石墨烯孵化园有上海绪

光纤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
入驻，贞一众创空间有１０家企业入驻，
共同探索众创空间与园区产业相互

结合。

■强化园区社会综合管理　园区组建
网格化联勤联动机动巡逻队，配备交

警、城管、保安队员进行联合执法，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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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区域、关键路段、重要时段及突发事

件进行精细化、综合化管理。对园区三

星村小孟家宅、五星村钱家宅、李家宅

进行封闭式管理，提升社区治安水平。

加大对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打击和清查

整治力度，通过一系列排查整治工作，

取缔无证经营、非法赌博、乱停车等多

种违法违规现象，使农村周边脏乱差情

况得到改善，确保社会治安稳定。园区

贯彻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对接沟通信访

重点对象，妥善处理各类信访矛盾，创

新稳控工作机制，做好重要节点社会面

稳控。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园区拓展专职
消防队功能，发挥消防队在安全生产管

理中宣传队、检查队、救援队作用。创

新安全生产隐患发现机制，会同中科院

在园区重点企业安装视频监控，实施２４
小时监管，及早发现企业安全生产隐

患。创新安全检查形式，为落实安全生

产检查点对点，在１３０余家落户企业安
装１２００余个巡跟点，确保检查人员检
查有方向，检查有痕迹。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园区推进金地
艺境小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及时

清退金地艺境北侧地块周边 ２家涉及
“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生

产、违法排污、违法居住）企业，并建设

１２万平方米休闲绿地。投入近１００万
元完成牛河塘、尖头村两处河道疏通，

解决雨季村宅排水不畅、积水成涝等问

题；加大拆违力度，共拆除违法建筑面

积３１６６６平方米。针对园区两村老旧
房屋年久失修、“逢雨必漏”等问题，园

区出资 ８０％与村民合力推进“老旧屋
顶翻新”，签约 １０５家，全部完成翻建。
加快园区排水改造工程建设，推进九年

一贯制学校项目及新增动迁安置房建

设，推进实施锦秋路拓宽延伸及外环绿

化带改造工程。园区协调区建交委耗

资１５００多万元对真陈路进行中修；投
入资金１１００万元完成工业路新建、园
泰路和宝祁路大修，改善道路周边环境

６０００平方米。 （陈旭元）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团工委举办“以爱之名”交友活动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供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以下简称“发展区”），对接区“十三

五”发展目标，深化街道经济发展和转

型调整，构建运行新机制，承接街道招

商引资职能，推进街道９家招商公司归

并划转工作。发展区坚持做实招商平

台，做优服务平台，做强孵化平台，落实

区现行重大产业、科技、规划调整政策，

推进招商引资、项目载体建设，围绕实

体经济招商，坚持引税、引强、引优，畅

通重大项目绿色通道，全力助商、富商、

稳商、留商。发展区（包括航运本部、友

谊分中心、吴淞分中心、张庙分中心）全

年累计引进企业 ２３２６户，其中引进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注册企业８７户，引进注
册企业资本总额 ２１７８６亿元以上，比
上年增长８９３％。全年累计完成总税
收３５亿元，增长２７％；实现区级地方
收入１１０１亿元。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推进重大产业、
重大工程、重点板块和重点招商“四重”

项目建设，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遵

循区产业发展定位，深化产业链招商模

式，加强产业培育发展政策扶持，推进

重大项目招商引资工作。年内引入幸

福摩托车厂地块、中冶上投项目、欧冶

资讯项目、欧冶物流转型地块项目等一

批规模较大、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

高优质板块。培育并建成半岛１９１９、博
济智汇园、越界智汇园、宝莲城商务区

项目。完成年内竣工项目建设，以先进

制造业为主体研发型科技园柒立方二

期入住率达 ３０％，赢众众创出租率达
７０％，开伦智汇园等载体实现年内招
商。落实重大项目推进协调机制，做大

做强经济存量，发挥承接街道招商职能

后的溢出效应，在 ３个街道 ２６平方公

里区域范围内，依托一号创新带和三号

创业带，打造带动性强重点板块，推进

落实智航创新园建设和交运物流改造

项目。

■建设招商引资载体　根据区产业结
构调整布局和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优化

产业结构，强化载体建设，做好招商引

资和增收挖潜工作。围绕滨江开发、吴

淞工业区等重点板块建设，拓展“存量”

“增量”空间，加快形成招商重大载体集

聚效应，带动和促进招商引资载体上实

力、上规模、上水平。发挥大企业龙头

拉动作用，以企业为平台，以商招商，拓

展招商引资领域，通过政策吸引、服务

吸引、环境吸引等途径，运用组团招商、

主题招商、联合招商、代理招商等方法，

搭建以创新服务平台、科技型企业、总

部楼宇载体平台为支撑招商载体，形

成临江商业商务中心、金富门城市更

新、包龙广场项目、夏园改造项目、智

航创新园（华怡宾馆）五个大型招商

载体。

■承接街道招商引资工作　按照“彻底
剥离、有序承接、确保稳定、实现发展”

工作要求，整合街道招商资源，加大转

型工作力度，推动航运发展区功能定

位、体制机制和作用发挥的形成。完成

对３个街道９家招商公司人员身份、劳
动关系、党组织和党员、资产资金情况

排摸，听取街道党政主要领导、招商公

司主要负责人意见，走访区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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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办）等部门听取关于招商队伍整合

意见，形成“航运经济发展区体制机制

整合工作方案”，确定归并划转后 ９家
招商公司人权、事权、物权归属，确保交

接划转工作按时间节点完成，加快搭建

招商引资工作新体制新框架，确保转型

过程平稳过渡。

■打造航运服务品牌　加强与“百强”
企业联系，构建“亲”“清”新型合作关

系，坚持联系服务“零距离”，做到“一

企一策”。制定“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领导干部联系走访重点企业工作制

度”，覆盖航运发展区本部及九大招商

公司共１６０户重点企业，动态跟踪企业
需求，为企业困难提供服务支持；明确

服务目标，用好区“１＋９”产业发展政
策，扶助企业找准自身发展定位，与企

业研究确定“一对一”服务方案，优化服

务程序，做好亲商、安商、富商、留商工

作。年内对企业开展慰问、年度表彰授

牌活动１７２户次，在企业中推行“组团
式、项目化、菜单式服务”，加强政策引

导，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助

推企业稳中求进。

宝莲城商务区 摄影／顾鹤忠

■落实政策扶持企业措施　落实航运发
展区政策扶持措施，初步形成航运“１＋２
＋Ｘ”产业和人才专项资金扶持政策，与
区“１＋９”产业扶持错位配套，为企业提

供奖励扶持、项目审批支持。年内为２８
家企业申报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资金、为４家企业申报科研项目、为６家
企业申请认定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３家企业共８名人才获区拔尖青年优秀
人才称号，协助５家企业成功上市，２家
企业拟上市，全年共有９８家企业获市、区
各类扶持项目。 （程建华）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公司完成销售收入
４７３６８亿元，完成年计划１５８％；完成税
金总额８１７亿元，完成年计划１０２％；完
成区税总额 ２４５亿元，完成年计划
１０３％。招商工作方面，１－１２月新增注
册企业３４５５户，完成年计划１７３％。园
区重大项目如东盟中心正式启动产生效

益，引进华博易造、中邮物流等重点企

业，并参股投资上海宝汽新能源等潜力

企业，探索混合所有制转型发展之路。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园区８户调整目
标企业中，有２户完成调整，开展正常经
营；有３户基本完成，办理相关手续；有２
户建成厂房，有１户处于诉讼阶段。

■强化安全管理机制　先后与罗泾镇相
关部门签订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道路交

通安全，以及食品卫生安全等目标责任

合同书。年初与园区落户企业签订

２０１６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召开由落户

企业安全负责人参加安全生产专题工作

会议，加强与企业间沟通与联系，坚持定

期排查安全隐患，督查落实安全生产措

施，促进企业主体安全责任的落实。所

辖园区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火灾事故及群体性上访事件。

■开展“五违四必”整治工作　公司配
合罗泾镇开展“五违四必”（“五违”：

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

排污、违法居住；“四必”：安全隐患必

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

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和

中小河道整治工作，严格按照责任清

单中目标任务，明确时间节点，强化进

度要求，对辖区河段沿线企业持续开

展专项拆违整治工作。对河道两边企

业搭建侵占河道线违章建筑进行拆

除，共拆除违法建筑 ２万余平方米，涉
及园区企业近２０家。

■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制定《员工晋
升、提拔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和完善

公司规章制度。采用ＯＡ办公自动化系
统，全面提升工作效率。严格执行财务

管理制度和“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

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

资金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

议事规则，公司各项管理费用呈下降

趋势。 （张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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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旅游
■编辑　陈　亮

表１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各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单位：亿元

黄浦区 徐汇区 长宁区 静安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闵行区 宝山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零售额 ７９９．２ ６３４．８ ２９５．３ ６２３．１ ５８５．２ ２９６．６ ４４０．１ ８９２．４ ６４２．５ ９８９．５ ４１３．９ ５３８．５ ５３８．７ ４９０．３ １０７．２

增幅 １ ５．８ ７．９ ７．１ ３．３ ３．２ ７．２ ８．３ ８．１ １３．４ １１．３ ８．５ １０ １０ １０．３

　注：此表不包含浦东新区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街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单位：亿元

名称
２０１６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增幅（±％） 名称

２０１６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增幅（±％）

大场镇 １２８．４８ ８．０

庙行镇 ６８．３８ １０．１

友谊街道 ８５．３９ １．８

淞南镇 ７２．６５ ３．４

杨行镇 ５８．８０ １０．０

高境镇 ７０．３５ ２２．５

吴淞街道 ３２．７５ －１．４

顾村镇 ３６．１５ １６．６

罗店镇 ２７．７１ １５．８

月浦镇 ２４．８２ ８．２

张庙街道 １６．１１ ８．５

罗泾镇 ３．５３ ８．３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开工、竣工主要商业项目情况

序号 街镇 项目名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投资额
（亿元）

备注

１ 友谊 宝乐汇 １０ ６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开业

２ 杨行 翼生活 ２．８ １．２ ２０１６年８月开业

３ 淞南 淞南社区商业商务综合体 １３．５ ６．５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开工

４ 友谊 双庆路宝龙商业广场 ２７．３ １６．５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开工

商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实现商品销售
额３６４３６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３％；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４２５亿元，增
长８１％。从总量规模来看，宝山区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上海市各区县第四

位（浦东新区除外）。按行业分，批发零

售业实现 ５９７８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１％。其中：汽车零售业实现零售额
１４６０５亿元，增长 ２２３％；互联网零售
业实现２９９４亿元，增长１７１％；住宿餐
饮业实现４４６５亿元，增长７７％；全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境镇增幅

２２５％，居各街镇第一位。年内，宝山区
获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打击侵权假冒工作
先进区称号。

■批零业增长高于住餐行业　批发零售
业全年实现零售额５９７８８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８１％，占全区社零额的 ９３１％。
全区住宿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４４６５亿
元，增长７７％，占全区社零额的６９％。

■汽车消费增速稍有放缓　汽车行业实
现零售额１４６０５亿元，占全区社零额的
２４６％，比上年增长７４％，增幅较上年
回落３７个百分点。其中，宝和丰田、瑞

孚等汽车销售增长超过一倍，闸捷、锦腾

等汽车销售增长超过五成。

■节庆营销促进消费增长　组织区内商
业企业开展节庆主题营销活动，促进消

费增长。据对区内重点商业企业元旦、

春节、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销售情况统

计，四大节日销售分别比上年增长

４８％、１０２％、１８４３％和１００％。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完成华欣菜场
等５家标准化菜市场建设改扩建项目，
涉及区内１个街道和３个镇，覆盖区内
大型居住区及部分地区新建住宅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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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名单

序号 菜场名称 所在街镇 地址 营业面积（平方米）

１ 宝龙城市广场菜场 罗店镇 杨南路２２１１号 １５００

２ 文宝苑菜场 顾村镇 菊联路１６９号 １３００

３ 华欣菜市场 大场镇 真华路１０５７号 １２００

４ 美罗家园菜场 罗店镇 美文路５６９号 １３００

５ 上蔬永辉宝林七村店 友谊路街道 东林路２０１号 ２７１６

其中，上蔬永辉宝林七村店通过合理布

局，摈弃原菜场“脏、乱、差”状况，从质

量保障、安全可控、诚信服务、规模经营

等全方位提升菜市场能级。

■创新酒类监管方式　建设酒类网格化
移动巡查手持系统及微信版，增加城市

网格化管理系统功能，形成放心店地图，

在全市率先形成宝山酒类创新监管方

式，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推进平台经济发展　至年末，全区共
有重点平台项目３９家，其中，上海钢联、
欧冶云商获上海市首批贸易型总部证

书。上海钢联、真旅网、欧冶云商、比菜

价等电商平台入选“２０１６年中国 Ｂ２Ｂ电
商百强报告和百强排行榜”。上海钢银

电商平台、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欧冶电

商）、上海大宗商品信息中心（我的钢

铁）成为全国最大钢铁现货交易和信息

服务平台。 （倪卫榕）

服务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服务业完成增
加值７２５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０％，占
区经济总量的 ６９１％。全区服务业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２３１４亿元，占全区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９４６％；实现税收
２０５７８亿元，增长 １７１％，其中区级税
收９３６４亿元，增长７５％。

■提升服务业载体“两率”　协调区投
资促进中心、园区所属街镇、各开发区、

园区运营方，的合力提升载体“两率”

（企业入驻率和税收属地率）。至四季

度，全区服务业载体整体“两率”达

７４２％以上，其中，中成智谷、上海移动
互联网创新园达９０％以上，智力产业园
二期、高境复旦软件园、长江软件园、北

外环信息产业园达８５％以上。
（倪卫榕）

吸收外资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吸收合同外资
４３１２１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５９０％；实到
外资２３３５５万美元，增长１２６％。批准
外商投资项目１８０个，其中新批１５０个，
增资３０个，增长５３％。外商直接投资
主要来自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欧洲、日韩

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港澳地区项

目４９个，合同外资 ２６７９０万美元；欧洲
项目２７个，合同外资４８７９万美元；日韩
项目２３个，合同外资３３６９万美元。

■优化行业结构　服务业外商投资项目
成为区利用外资主力军，占全部项目数

的８９４％，投资领域涉及批发零售、专业
服务、软件信息、餐饮管理、现代物流等。

■协调企业增资扩股　通过实地走访、
电话沟通等方式，及时跟踪和解决企业

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协调推进重

点企业增资扩股。年内增资规模较大的

企业有：颐海（上海）食品有限公司增资

４６７１万美元，上海恺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增资４８８２万美元，上海衣脉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 ９５００万美元，雅玛多
（中国）运输有限公司增资５３４７万美元，
华域皮尔博格泵技术有限公司增资４５８
万美元，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增

资１１亿日元。

■推进总部经济发展　吸引具有营运管
理功能的总部型企业和机构集聚发展，

提升能级。年内引进邮轮、游艇、游船

“三游”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软件信息

服务业等专业服务和商贸服务业领域的

高端主体，支持在宝山的跨国公司提升

全球营运管理能力。年内，歌诗达邮轮

集团环宇领先邮轮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长江力索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等

落户宝山。

■推进项目进程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做好跟踪和服务工作，对成熟项目做好

审批等方面的指导服务工作，力争项目

早开工，早投产。对在谈项目，做好协调

服务工作，解决相关问题，推进项目进

程。尚虹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罗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年内

落户宝山。 （倪卫榕）

表５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批准外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

年份
批准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协议（合同）
外资

年份
批准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协议（合同）
外资

２００１ ４４ ２７８３３ １８３１７

２００２ ８５ ３２０５７ １８２８１

２００３ ５７ ８１３４５ ４５６５３

２００４ ９６ ８３２５７ ３３０２５

２００５ ８４ ８４４８９ ３３５１８

２００６ ７９ ８７０４５ ３３７３９

２００７ ６３ ８５４３０ ３４１７８

２００８ ５７ ５４７７７ ３５１４２

２００９ ６０ ３２２４０ １５９８６

２０１０ ９２ ３８２１２ ２０２１４

２０１１ ８８ ４６２４９ ２１６０７

２０１２ １０４ １０８２８１ ３５１２３

２０１３ １４５ ８３４９４ ４５０５２

２０１４ １３６ １０２６０２ ５２５８７

２０１５ １２８ ５１０９８ ２７１１２

２０１６ １５０ ７８１９３ ４３１２１

合计 １４６８ １０７６６０２ ５１２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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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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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外商投资方式

吸收外资方式

合同外资 实到外资

外资金额
（万美元）

比上年
（±％）

外资金额
（万美元）

比上年
（±％）

合资 ８３２０ １．１倍 ９３ －９６．０％

合作 ０ ０

独资 ３４８０１ ５０．２％ ２３２６２ ２６．２％

合计 ４３１２１ ５９．０％ ２３３５５ １２．６％

表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外商投资行业（或产业）分布情况 单位：万美元

行业（或产业）
项目数 合同外资 实到外资

个数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生产型项目 １９ １０．６ ８９４４ ２０．７ ４３６２ １８．７

非生产型项目 １６１ ８９．４ ３４１７７ ７９．３ １８９９３ ８１．３

合计 １８０ ４３１２１ ２３３５５

表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况 单位：万美元

国家（地区）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国家（地区）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中国香港和澳门 ４１ ８ ２６７９０

中国台湾 ２１ ０ ３３８

日、韩 １５ ８ ３３６９

东盟 １５ ３ ７５８

欧洲 ２２ ５ ４８７９

美国 ８ ２ １８１

其他 ２８ ４ ６８０５

（倪卫榕）

表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情况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同比（±％）

企业总数（户） １２１９ １０２９ １８．５％

投产企业数（户） ６７３ ６６９ ０．６％

营业（销售）收入（万元） ５７０５２３４ ５９１８０２３ －３．６％

税金总额（万元） ３５９４７０ ３６４８４３ －１．５％

利润总额（万元） ２３２５９１ ３２５２９０ －２８．５％

从业人数（人） ６００３３ ５５０２５ ９．１％

其中：中方人员（人） ５６５１９ ５２１５２ ８．４％

从业人员薪金总额（万元） ４６０５７５ ４４４１９１ ３．７％

其中：中方人员（万元） ４１０９０９ ４２１２２０ －２．４％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外商投资企业总
数１２１９家，比上年增加 １９０家，增长
１８５％；营业（销售）收入５７０５亿元，下
降 ３６％；利润总额 ２３３亿元，下降
２８５％；税 金 总 额 ３５９亿 元，下 降
１５％。外商投资企业年度营业（销售）
收入列前６位的是：宝钢新日铁汽车板
有限公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新派

（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发那科

机器人有限公司、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

技术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年度利润

排在前６位的是：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
限公司、新派（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宝

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颐海（上海）

食品有限公司、光驰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

■服务业税收增长较快　区外商投资制
造业税金总额 １９亿元，比上年下降
８２％。服务业企业中，批发和零售业税

金总额３８亿元，增长２７％；房地产业税
金总额５７亿元，增长１４８％；租赁和商
务服 务 业 税 金 总 额 ５６７４万 元，增
长１９２％。

■合资企业经营效益较好　２０１６年，区
合资企业数量约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

２２４％，营业收入占５２６％，税金总额占
近５７％，利润总额占７４％。合资企业平
均利润为６３０万元，平均税收７４９万元；

合作企业平均利润 －５８万元，平均税收
３４７元；独资企业平均利润７０万元，平均
税收１５５万元。 （倪卫榕）

外贸进出口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企业实现进出
口总额５２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８％，排
名全市各区县第１１位。其中：出口总额
２２１亿元，下降１１８％；进口总额３０３亿
元，下降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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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实现外贸增长　２０１６年，国
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外贸易均出现下

滑，宝山区私营企业进出口额实现 １２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７％。

■外贸结构逐步优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
主要出口钢铁相关产品，如钢材、钢结构

件和集装箱。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明显

增加，进出口额 ３０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５％。其中，进口额 ２０亿元，增幅
达５０７％。

■利用国际资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企业
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资源类商品，主要

是煤、锯材和原木等，其进口额比上年分

别增长５６９％、３２８％和１４３４％。

■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年内在对美
日韩等传统市场出口低迷的背景下，宝

山区企业响应国家战略号召，拓展“一

带一路”沿线市场成效显著，进出口额

为１１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３％。
（倪卫榕）

表１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

对外贸易 进口额（万元） 同比（％） 出口额（万元） 同比（％）

总额 ３０２７２９６ －２．８ ２２０７３８４ －１１．８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２８８９９１４ －３．５ １９９６４２６ －５．９

　加工贸易 ６３９４５ －２８．４ １４７１６０ －５３．９

　其他贸易 ７３４３７ １５３．２ ６３７９９ ７．０

按企业性质分

　国有企业 １９３５５７１ －８．８ ９７３６４４ －１９．２

　外资企业 ３７６７４５ １４．２ ６４４３３９ －１０．９

　民营企业 ７０９７２３ ７．９ ５３８６９２ －１．２

表１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企业出口情况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元）

同比

（％）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元）

同比

（％）

杨行镇 ２５９４６５ －１０．６

罗店镇 １７４８７４ －５１．１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４０８０１ －２．６

城市工业园区 １３０７０２ －９．４

月浦镇 ９６４８０ －９．６

友谊路街道 ７４３７１ ６．７

顾村镇 ６６７７３ －５．８

罗泾镇 ５７８９７ －１．０

大场镇 ４１９５９ －１５．４

高境镇 ２９０７１ ２．７

庙行镇 １５０８１ ０．８

吴淞街道 １０９３１ ２２．１

淞南镇 １０２０８ －９１．５

区投促中心 ８８７６ －４４．４

张庙街道 ８８６８ ２０．３

其他 １０８１０２５ ６．７

合计 ２２０７３８４ －１１．８

表１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

出口商品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出口商品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钢材 ７７９７６１ －１８．５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其部件 １０７１９９ －２８．９

集装箱 ７０７８５ －５７．５

冷冻机和制冷设备 ４８９１７ ５．５

机械提升搬运装卸设备及零件 ３６５２３ －１３．５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３５６４７ ３．７

家具及其零件 ３２９３７ ６．３

服装及衣着附件 ３２４６６ －８．６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３０２４６ －２３．９

灯具、照明装置及类似品 ３００１９ ２．４

表１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情况

进口商品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
增减（％） 进口商品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
增减（％）

铁矿砂及其精矿 １５５２３４８ －１６．４

煤 ２４８２０２ ５６．９

钢材 ２０３２４１ １．５

锯材 ７５１３１ ３２．８

铁合金 ４８０２５ －２．４

原木 ４０３５６ １４３．４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 ３４６９８ ３０．２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零件 ２１５１５ ２４．８

静止式变流器 １７２２４ ９１．３

乳品 １６４３３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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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
增减（％）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元）

比上年
增减（％）

东盟 ３９９１０４ －１４．４

美国 ３２９２７１ －１５．６

欧盟 ２３７４１８ ２．４

韩国 １８７２３７ －３１．５

日本 １４５３００ －７．０

印度 １４４６２０ ２７．９

土耳其 ８７５１６ １３．０

沙特阿拉伯 ６５５９６ ３１２．６

中国香港 ５６０５５ －４０．３

加拿大 ５２０１９ －３８．５

表１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国家和地区

进口额
（万元）

比上年增减
（％）

澳大利亚 １１４０７８５ －３．５

巴西 ５０９６１５ －２４．７

日本 ４４０８４２ １８．８

欧盟 ２５０２４２ ３．８

东盟 １１９７４０ ７１．４

加拿大 １１３６５３ １８．５

美国 １０７１０７ －１９．４

南非 ４９５８６ －３０．８

中国台湾 ３３６８３ ２１．０

韩国 ２４９５４ －２５．６

（倪卫榕）

顾村公园一角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对外投资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企业经核准赴
境外新设立企业１２家，并购４家，增资
项目１０个，投资总额９４３亿美元。

■对外投资主体及国别和地区　投资主
体主要为民营企业，主要投资美国、澳大

利亚等国和中国香港地区。

■对外投资能级逐步提升　宝山区对外
投资呈现能级逐步提升态势，医疗、文化

等服务业企业增多。复古基因股份有限

公司从事诊断技术、医疗技术领域内的

开发、咨询、服务，香蕉计划集团公司从

事演艺经纪、会展等服务。 （倪卫榕）

旅游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旅游局深化中
国（上海）邮轮旅游实验区建设，巩固全

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创建成果，按照“项

目带动、品牌带动、创新带动、服务带动、

政策带动”工作思路，提升旅游竞争力，

抓好“十三五”开局年旅游工作，建设以

邮轮为主题的滨江旅游城。区内纳入统

计范围的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景区

全年共接待境内外游客１１７４６万人次，
比上年增加１２７５万人，增长１２２％；营

业收入 ９４１９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
１１０１２亿元。

■旅游安全管理　开展暑期旅游安全大
检查、旅游用车整治、冬季防火排查、Ｇ２０
杭州峰会等专项安全工作，累计开展安

全检查１０５次，共检查旅游企业１６０余
家次，整改问题８处。组织开展安全演
练７次，参与３００人次。下发《旅游法》
《安全生产法》《宝山区旅游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等资料３０００余份。处理各类旅
游投诉和游客反映问题１２起，处置邮轮
突发事件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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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增减％

旅

行

社

接待人数 人次 ５９６４２２ ５７１０９９ －４．２％

组团人数 人次 ５３４４０１ ４１００４６ －２３．３％

营业收入 万元 ３０２４６２．２６ ７７０９８３．０４ １５４．９％

饭

店

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 １０１０９４５ １０８６０２９ ７．４％

接待海外游客 人次 ８３０６９ ７６６６２ －７．７％

主要饭店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８８５８．９８ ５５９０１．１６ －５．０％

客房率 百分点 ６１ ６１ ０

景

点

接待游客 人次 ８７８１０３０ ９６０２４６９ ９．４％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８０５２．２８ １４９９５．８９５５ －１６．９％

表１７ ２０１６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 名　　称 注 册 地 址 电　话

Ｌ－ＳＨ－０１６８０ 上海文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７２７号１４０２室 ５１７５１１２２

Ｌ－ＳＨ－０１７０１ 上海野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大华三路８１号４Ｂ０２室、４Ｂ０６室 ６１１７０３８１

Ｌ－ＳＨ－０１７１１ 上海春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村路６８１号１０８Ａ单元房 ６６５００２０８

Ｌ－ＳＨ－０１７４４ 上海音谱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藻路３９３号１号楼２楼２０４－１室 ５６６２５２１１

表１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名次 总营业收入 自组团人数 接待人数 接待人天数

１ 长寿 日月行 凯福 福地

２ 大昂 亿游 日月行 凯福

３ 宝钢国旅 辰亿 福地 亿游

４ 福地 长寿 文瑞 日月行

５ 通达 龙廷 亿游 文瑞

表１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名次 总营业收入 接待人数 平均出租率

１ 宝山宾馆 莫泰长临店 维也纳北翼店

２ 衡山北郊宾馆 共康智选假日 莫泰长临店

３ 金仓永华大酒店 新长江大酒店 汉庭场中店

４ 新长江大酒店 维也纳北翼店 汉庭吴淞店

５ 臣苑大酒店 金仓永华大酒店 格林豪泰共康店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评定与复核　全年
参加星级复核和评定共 ６家企业。其
中，四星级企业１家、三星级企业１家和
一星级企业 １家。宝隆金富门酒店自
２０１６年６月起停止营业，申请放弃三星
级旅游饭店称号。衡山金仓永华大酒

店、共康智选假日酒店获金树叶级绿色

饭店称号，锦江之星（宝杨码头店）获银

树叶级绿色饭店称号。共康智选假日酒

店等１１家企业成功创建上海市社会旅
馆优质服务达标单位，锦江之星共富店、

锦江之星友谊店等５２家旅馆成功创建

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单位。

■旅行社行业发展　至年末，全区有５８
家旅行社。年内新注册成立 ４家旅行
社，分别为上海文瑞国际旅行社、上海野

驴国际旅行社、上海春色国际旅行社和

上海音谱旅行社；迁入４家旅行社，分别
为上海天海星联国际旅行社、上海泰怡

然国际旅行社、上海莲花之旅旅行社和

上海远华国际旅行社；迁出１家旅行社，
即上海佰瑞福鑫海国际旅行社。上海腾

阳国际旅行社、上海宏乾国际旅行社和

上海大昂天海邮轮旅游有限公司年内获

批出境游资质。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

上海龙廷国际旅行社和宝钢集团上海国

际旅行社３家为上海市４Ａ级旅行社，上
海天盛国际旅行社、上海锦程国际旅行

社、上海诚华国际旅行社、上海辰亿国际

旅行社、上海新浦江商务假期旅行社、上

海泰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６家旅行社
为上海市３Ａ级旅行社。

■旅游景区等级评定与复核　至年末，
区内有７家国家 Ａ级旅游景区，上海炮
台湾景区、顾村公园、上海玻璃博物馆、

金罗店美兰湖景区、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闻道园为ＡＡＡＡ级，东方假
日田园为 ＡＡＡ级。７家景区参加 ２０１５
年度全市Ａ级旅游景区复核，其中上海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和金罗店美兰

湖景区参加评定性复核并通过。

■旅游相关企业等级评定　丰收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宝山第三分公司和上

海昌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成功创建金盘

级旅游餐馆，上海宝山绍兴饭店管理有

限公司长江路分店成功创建银盘级旅游

餐馆。至年末，全区有金盘级旅游餐馆

１１家、银盘级旅游餐馆１０家。上海青瓦
水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成功创建为旅游

娱乐场所。宝山体育中心被市旅游局、

市体育局授予“上海市三星级体育旅游

休闲基地”称号，也是沪上首个场馆类体

育旅游休闲基地。

■创建旅游标准化试点企业　年初，丰
收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山第三分

公司、上海昌合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宝山绍兴饭店管理有限公司长江路分店

和上海青瓦水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开展

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试点企业工

作，１２月２８日创建成功。

■制定旅行社服务地方标准　受市旅游
局委托，承担上海市《邮轮旅游服务规范

第１部分：旅行社服务》地方标准编制任
务，６月２８日通过上海市质监局审核正
式发布，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正式实施。

■四条明星线路获上海名牌称号　１２
月３１日，根据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
会公布的２０１６年上海名牌产品（服务）
推荐名单，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申

报的宁夏双飞五日游、厦门双飞四日游、

武夷山高铁三日游和桂林双飞四日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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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明星线路获上海名牌称号。

■开展旅游教育培训　组织旅游企业参
加“乐游上海”首届市民旅游知识大赛，

获总决赛团体优胜奖与最佳参与奖。举

办旅游行业岗位培训、安全专题培训、境

外人员住宿登记业务考核培训、旅游现场

急救专题培训、旅游景区（点）导游员培

训等，共培训２０００余人次。５月１９日，举
办旅行社行业专题培训班，重点围绕《旅

游法》《旅行社条例》中涉及旅行社违法

行为的条款内容，结合案例作分析解读，

全区旅行社近５０名负责人参加培训。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 摄影／顾鹤忠

■宝山区旅游协会成立　１月１８日，宝
山区旅游协会正式成立，共有会员 ６４
个。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方

世忠为协会成立揭牌，市旅游局副局长

吴建国，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副校长、上海国际邮轮经济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史健勇等出席成立

大会。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明强当选为区旅游协会会长。旅游协

会旨在搭建旅游产业链相关企业沟通协

作平台，搭建宝山旅游对外发展合作交

流桥梁，促进区内旅游企业规范运作和

行业自律，为政府推动宝山旅游产业发

展提供服务。

■开展文明旅游进社区活动　１月 ２３
日，区旅游局组织宝钢国旅、吴淞口国旅

等旅游企业走进友谊路街道ＤＩＧ进口商
品直销中心，开展文明旅游进社区宣传

咨询活动。向居民发放《中国公民国内

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中国公民出境旅

游文明行为指南》等文明旅游宣传品

２０００份，引导居民选择正规旅游企业，
文明旅游、安全出行、理性维权。

■旅游厕所标准化建设　１月 ８日，根
据国家旅游局《关于表扬２０１５年“厕所
革命”先进市的决定》，宝山区被评为

“厕所革命”先进区。加强旅游厕所建

设管理，年内完成改建３座厕所，顾村公
园列入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十一假日旅游

“红榜”厕所革命最佳景区。

■开展宝山旅游宣传周系列活动　３月
１２日～１９日，宝山旅游宣传周系列活动
（徐汇站）在武康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举行。宣传周活动以“吴淞口历史与文

化故事会”拉开帷幕，主讲人胡昌龙与市

民分享“宝山的前世今生”“文人墨客眼

中的吴淞”“中国最早的大学城”等多个

生动有趣的故事。活动现场，“赏樱花·

游宝山”春季旅游活动推介、邮轮旅游线

路推广、宝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宝山

特色食品展销等形式多样的互动，吸引

千余名市民游客参与。宣传周期间，宝

山旅游摄影展向市民呈现３０余幅作品，
展现宝山现代化滨江新城区新风貌；１００
名徐汇区市民组团参游，体验宝山旅游

魅力。

■开展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３月 ９日，
区旅游局会同区市场监管局、区消保委

等多个部门，在全市首个国际邮轮消费

维权联络点（设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举行邮轮消费维权主题活动，向游客宣

传邮轮游特性，提醒游客邮轮出游和旅

游购物注意事项，引导游客依法理性维

权，千余名邮轮游客参与活动。３月１５
日，多部门联合开展“３·１５”消费维权
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区旅游局设

立旅游咨询服务台，向市民游客宣传旅

游相关法律、法规和旅游维权常识，免费

发放《文明旅游·乐行宝山》《赏樱花·

游宝山》《乐游宝山》等各类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余份，现场接待市民咨询 １０００余
人次。

■试开“赏樱花·游宝山”旅游专线车
　上海樱花节期间，开展“赏樱花·游宝
山”春季旅游系列活动，委托上海巴士第

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开通“赏樱花·游

宝山”旅游专线车，串联东方假日田园、

闻道园、美兰湖、上海玻璃博物馆、中成

智谷等景区，打造“春之樱”宝山城市

形象。

■上海玻璃博物馆设计新馆对外开放　
５月１５日，上海玻璃博物馆设计新馆正
式对外开放。新馆位于博物馆园区内，

由老厂房设计改造而成，占地面积２１００
平方米，分为两层展览空间，展示国际知

名大师和玻璃品牌艺术品。

■参加旅游专业展会　５月１９日 ～２２
日，宝山旅游以“乐享邮轮　乐游宝山”
为主题参展第十三届（上海）世界旅游

博览会，发放《乐游宝山旅游攻略》《乘

邮轮度假·游滨江宝山》等宣传资料

６０００册，发放明信片、乐游宝山折扇等
旅游纪念品１２００份，传播以邮轮为特色
的北上海旅游目的地形象。１１月 １１
日～１３日，区旅游局参加中国国际旅游
交易会，推介宝山旅游资源、线路和特色

产品，，发放宣传资料６０００余份，接待游
客咨询近５０００人次。

■举行“申城万名老人看发展”活动　５
月２１日 ～２７日，由区老龄办主办、区旅
游咨询服务中心承办的“申城万名老人

看发展”活动举行，区内５００余名独居、
困难家庭老年人参与。活动组织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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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宝山寺、罗店大居、上海木文化博览

园、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

科技馆、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景点。

■举办儿童节亲子公益旅游活动　５月
２８日，与区妇联联合举办“六一”儿童节
亲子公益旅游活动，区内５０户困难家庭
参与。参与者游览上海炮台湾景区、长

江河口科技馆，在陶瓷科技艺术馆参与

陶艺制作体验。主办方同时向小朋友们

赠送儿童节礼物。

■开展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５月３０日，
分别组织到厦门、南宁参加由沪、鄂、渝

三地旅游局联合举办的“２０１６长江旅游
带联合促销活动”，增强与长江经济带沿

途地区的联结互通。上海木文化博览

馆、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选送２件作品
参加２０１６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海宝
山旅游”微信号设“乐游宝山”“邮轮课

堂”“周末漫游”“美食秘籍”主题，共发

布微信１３９６篇，累计阅读量 ８２１６３０人
次，粉丝从８０００人增长至２０２万人，宝
山旅游微信获“２０１６企鹅平台优秀政务
号”奖项。更新《赏樱花·游宝山》《乐

游宝山中英文旅游攻略》等旅游宣传品，

发放至区内酒店客房及杨浦、黄浦、徐汇

等区的 １５家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共 ４
万册。

■邮轮港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８月 ５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零点广
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为游客

提供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六大元素

的旅游信息咨询和查询服务。

■第三届上海木文化节举行　９月 １５
日～１０月１５日。上海木文化博览园举
办第三届上海木文化节。木文化节以

“返璞归真季，都市木生活”为主题，突

出时尚、乐活、全民参与理念。活动分为

“观赏类·赏心乐木、木作类·妙手匠

心、生活类·淳木生活”三大板块。观赏

类由台湾桧木文化展、“穿越时空”上海

收藏协会青委会汇报展、“指尖上的国

粹”上海民间艺术馆（博物馆）联盟收藏

联展、市民手工大赛入围作品及大师匠

作邀请展等特色文化展览组成；木作类

包括“红衣法师的一平米”手工爱好者

见面会、“匠作时刻”手作课程体验、都

市农场全日体验活动；生活类由淘万家

国际家居节、“魅力科普行·五彩木艺

游”科普主题免费开放日、ＣＯＳＰＬＡＹ同

人展、“调和阴阳”杨式太极体验课和绿

色生态食博会等活动组成。木文化节共

接待游客６万余人次。

■上海邮轮旅游节举行　９月１７日～１０
月６日，上海旅游节的市级重点活动上
海邮轮旅游节在宝山举行。邮轮旅游节

以“滨江宝山，邮轮之城”为主题，举办

邮轮之城、水岸联动两大板块包括花车

宝山巡游、亚太邮轮大会、邮轮旅游产品

大放送、陆家嘴宣传日等六项活动。９
月１７日，２０１６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仪式
暨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活动在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举行，国家交通运输部原

部长、国家交通运输协会原会长钱永昌

宣布２０１６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潮，原上海交港

局局长、上海水上旅游促进中心理事长

许培星等领导，以及区领导汪泓、范少

军、张静、丁大恒等出席开幕仪式。主办

方向近年来对上海邮轮产业作出突出贡

献的机构、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颁奖

仪式后，以“滨江宝山·邮轮之城”为主

题的花车从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驶出，沿

宝山区宝杨路、牡丹江路、漠河路巡游。

各项活动共吸引游客约１６万人次。“滨
江宝山·邮轮之城”花车被上海旅游节

组委会授予“最佳灯光效果奖”。

■中成铃铛私藏馆对外开馆　９月 １８
日，中成铃铛私藏馆正式对外开馆。展

馆位于中成智谷 Ｃ区，分为序厅、放映
区、铃廊、铃铛大观、编钟互动区、铃铛体

验区和铃铛传奇等七大展区，展示“中国

铃铛收藏第一人”———叶坚华先生２０多
年个人私藏的２５００余件铃铛藏品。

■金秋游园会暨德国风情啤酒节举行　
９月２３日 ～１０月２４日，金秋游园会暨
德国风情啤酒节在顾村公园举行，包含

“闻香赏桂季”“品酒休闲游”两大主题

活动。秋季游园赏桂是顾村公园传统旅

游项目之一，公园一期１８０万平方米内
种植６０００多株桂花，有金桂、银桂、丹桂
等品种。德国风情啤酒节，游客可享受

纯正的德国啤酒，品尝德国风味美食，欣

赏德国巴伐利亚马鞭舞、阿尔卑斯长号

等歌舞。活动共接待游客约１２万人次，
其中约３２００人次参与德国风情啤酒节
活动。

■举办旅游行业餐饮服务技能竞赛　９
月２８日，由区旅游局、区商务委、区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区总工会、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主办，区餐饮卫生管理协

会、区旅馆业发展协会、区商业联合会承

办的“文明旅游·健康餐饮”２０１６年宝
山区旅游行业餐饮服务技能竞赛在红露

圆宁江大酒店举行。竞赛内容由花式冷

盆、规定热炒、自选特色菜、中餐宴会摆

台４个项目组成，区内２１家旅游企业６０
余名选手参赛，区内各旅游饭店代表

１００多人参加现场观摩。来自衡山金仓
永华大酒店、宝钢集团宝山宾馆、高老庄

绿色传奇的４位选手获竞赛一等奖，宝
钢集团宝山宾馆、衡山金仓永华大酒店、

高老庄绿色传奇获优秀组织奖。

■东方鸟会对外开放　１０月１日，东方
鸟会对外开放。鸟会位于顾村公园内，

总规划面积２３９５公顷，是一座融观赏
性、趣味性、参与性、科普性为一体的鸟

类主题园区。园内栖息着来自世界各地

分属１００多个物种的１０００余只珍惜禽
鸟，建有孔雀下山、多彩稚鸡园、鹦鹉天

堂、火烈鸟湾、鸵鸟园、鸬鹚湾、游禽综合

园、鸳鸯池等多个项目，涵盖游禽、涉禽、

攀禽、鸣禽等多个鸟类品种。

■区旅游智能化管理平台项目通过验收
　１２月５日，区信息委组织专家组开展
区旅游智能化管理平台项目验收并通过

验收。区旅游智能化管理平台项目由旅

游智能化管理平台、旅游门户网组成，实

现旅游企业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及业内

网上办公、站内短信、信息公告等行业管

理信息化功能及旅游资源宣传、信息实

时发布、政务信息公开等一站式旅游信

息服务。

■入选市特色旅游食品　１２月，由上海
市食品协会、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上海

市包装技术协会、上海市食品学会共同

承办的２０１６上海特色旅游食品评选、复
审结果揭晓。区内上海百诺食品有限公

司夹心巧克力入选２０１６上海特色旅游
食品，２０１０年入选上海特色旅游食品的
百诺１２０ｇ夜上海风景巧克力、澳莉嘉南
枣核桃糕，２０１３年入选上海特色旅游食
品的澳莉嘉苔条麻花、凤梨酥均通过复

审。在同期举办的２０１６上海特色旅游
食品“南顺杯”蝴蝶酥技能大赛中，区内

上海澳莉嘉食品有限公司、上海新麦食

品工业有限公司两组糕点师傅获“金牌

蝴蝶酥”团体奖，澳莉嘉食品公司林明福

师傅获个人赛金牌。 （张维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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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管理
■粮油收购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收购、采
购粮食 ９４４９０吨，比上年减少 ５９５％。
其中：收 购 晚 粳 谷 ８３７６５吨，减 少
８０４％；小麦６１４７吨，减少 ５５％；大麦
等４５７８吨，增加 ５９４６％；收购油菜籽
４６吨，减少 ７１０７％。区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宣传国家粮食收购政策，规范粮食

企业收购资质管理，做好粮食收购预案，

落实粮食收购资金、补贴、价格政策，发

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市场主导作用。年

内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与区域内２７户集
体合作农场签订粮食产销合作协议，推

进订单收购，鼓励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参

与收购，发挥区级储备粮轮换调节作用，

完善区粮食收购保障机制，应收尽收，确

保农民种粮卖得出。区粮食局加强粮食

收购市场监管，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查处

违反粮食收购政策和坑农害农行为，维

护粮食收购市场稳定，督促粮食收储企

业严格执行收购政策，保证粮食收购质

量价格公开上墙公布，所有计量器具均

通过依法鉴定合格，收购中不打白条、不

扣克斤两，不拒收、不限收，农民卖粮方

便、顺畅，全区粮食收购市场平稳有序。

年内，区粮食局被评定为全国粮食流通

监督检查示范单位。

■粮食流通市场管理　加强区域内粮食
市场科学规划，支持辖区内粮食网点设

施功能建设，发挥批发市场吸纳粮源，稳

定区域内粮食供应稳定，全区有２１３家
连锁超市、２４２家便利店、２４家大卖场，
７３家标准化菜场经营粮油业务，粮油电
子商务零售交易额逐年上升，粮食零售

业态更加多样，军粮供应网络完善，保障

军需民食。全区全年粮食企业销售、加

工转化用粮 ３０４３６２吨，比上年增加
１８３１％。其中：粮食销售２２１６７１吨，减
少４０１％；加工转化用粮８２６９１吨，增加
２１３９６％。油 脂 销 售 ３６５０３ 吨，增
加８４２％。

■加强粮食市场调控　加强粮食市场调
控监管，完善区级储备粮管理机制，把握

轮换时机、节奏与方式，提出年度区级储

备粮轮换方案并组织实施，全年共轮换

两次大米 ３０００吨、晚粳谷 ３５０７８吨，确
保区级储备粮库存结构合理、质量良好、

储存安全。发挥骨干粮食批发市场和加

工、经营龙头企业作用，合理组织粮源，

在做好区内粮食收购基础上，开拓江苏

省等粮食主产区粮源基地，深化与粮食

主产区产销合作，保证区级储备粮轮换

粮源，保持区域内粮食货源充足、品种丰

富、价格稳定合理。

■确保粮食质量安全　开展库存粮油质
量监测和检查，配合市粮食局完成辖区

内库存粮油质量监督和检查任务，对２８
家帮困粮油供应点、３个军粮供应站、６
个储备粮存储点开展粮油质量监测和检

查，未发现不合格粮食和质量管理问题。

加强粮食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建设，做好

“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食品

安全信息上传工作，推进粮食企业自检

能力建设，粮食收储企业配备相应粮油

质量自检设备，如快速水分测定仪、分析

磅秤天枰、容重器、烘箱、粉碎机、分样

器、出糙机等必备自检设备。粮食主要

卫生指标均委托上海市国家粮油检测中

心鉴定，确保区域粮食质量安全。

■加强粮仓设施建设　宣传落实国家发
改委《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

法》，制定区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

制度并组织实施，确保粮油仓储满足粮

食宏观调控和保障全区粮食安全需要。

支持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满足粮食

储运需要。国有粮食仓储企业完成“危

仓老库”维修改造和粮库功能升级改造

工作。至２０１４年底，区内老旧粮库仓容
４２万吨，两年内企业投入资金１０９０万
元，维修升级改造仓容 ３２万吨，计划
２０１７年底全部完成。

■加强粮食应急保障　落实《宝山区粮
食应急预案》，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供应、

加工、配送等体系建设，落实成品粮食大

米储备和轮换工作，确保储备好、应急用

得上。合理布局区域内粮食应急供应网

点６７家，组织２０家应急供应网点、１个
加工厂、２个储备库粮食应急保障培训。
加强粮情监测预警，健全粮食生产、流

通、加工和消费调查统计体系，完善粮食

统计制度，组织粮食统计人员年度培训，

辖区内１６家企业全部建立粮食统计台
账，并按要求通过网络直报统计报表。

年内设立辖区内城乡居民固定调查２００
户，做好指导调查户建立粮油收支台账

并按时收集调查信息。设立９个监测点
（其中２个直报点），加强粮食市场检测
预警，跟踪监视大米、小麦粉和食用植物

油的价格、销量和市场信息，落实监测点

台账、联络员制度，加强市场粮情的监测

预警和统计分析，及时掌握粮油价格、销

量的市场走向。

■加强粮食库存管理　依据《粮食流通
管理条例》和《粮食库存检查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加强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

监督管理，确保政策性粮食有效投放市

场。制定区粮食存储企业政策性粮食出

库管理制度，会同区农发银行等部门做

好区级储备粮出库管理，确保区级储备

粮销售出库顺畅。加强粮食库存检查，

制订辖区内粮食库存检查方案，开展粮

食库存大检查，对库存粮食的数量、质

量、储存安全等进行全面检查，对检查发

现的问题和隐患提出整改意见，确保限

期整改到位，检查反映全区库存粮食数

量真实、质量良好。

■开展节粮减损宣传　１０月１６日 ～２２
日，围绕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促进粮食减损增效”主题开展

节粮减损专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栏张

贴专题宣传画、分发宣传品、走访等形

式，到农村宣传普及气候对粮食生产、收

获、储藏的影响，传播粮食减损、科学储

粮、爱粮节粮知识和理念。走进军营，会

同各军粮供应站走访５０多家驻区部队
伙食单位，宣传爱粮节粮，传播储粮保鲜

科技小知识。走进社区，宣传讲解节粮

减损、粮油营养健康等知识，倡导均衡膳

食、谷物优先、粗细搭配的科学饮食营养

理念。

■开展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加强国家粮
食流通监督检查示范单位基础建设，健

全规章制度，规范行政执法检查行为，围

绕加强基础制度建设、提高粮食流通监

督检查能力，开展区域内粮食流通监督

检查。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过程

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派出检查人

员，抽查情况及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

开）工作制度，区粮食局“双随机”工作

以粮食监督检查科牵头、各科室协同配

合的形式开展，结合交叉执法、错时检查

等内容，推进“双随机”工作落实。随机

抽取监查对象４１家，检查情况反映粮食
质量全部合格。

■保障军粮供应　区内各军粮供应点提
升军供服务水平，完善“电话预约、送货

上门”等服务方式，实行全天候服务。年

内各军粮站组织为部队送货１０００余次，
其中为部队异地训练基地等远途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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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余次。加强军粮质量安全检查，落实
军粮“一批一检一报告”制度，建立健全

军粮质量档案，加大军粮质量抽查力度，

年内对供应部队的大米、小麦粉进行 ３
次抽检，检测的样品基本符合军供粮食

质量标准，部队３８个伙食单位对军粮供
应工作满意率达１００％。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做好民生保障
工作，做好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管理，定

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发放工作人

员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加强副补发放

管理和窗口服务指导，与民政、街道、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等部门沟通协调，

优化发放方式，年内区１２个街镇副补发
放工作全部纳入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工作，有１１个街镇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发
放。全年全区副食品价格补贴共发放

６４９８９人，发放资金５８９１３万元。

■帮困粮油供应　加强帮困粮油供应管
理工作，开展帮困粮油供应便民服务活

动，组织供应网点为一些孤老、伤残家庭

实行电话预约送货上门等服务。定期组

织专项抽查活动，对帮困供应品种、价

格、质量等进行检查。会同区民政局和

各街镇对帮困粮油指定商店进行核准，

调整供应网点，取消８家指定商店，新增
３家指定商店，区帮困粮油指定商店累
计有４３家，全年回笼帮困粮油卡 ６９８
万张，为帮困居民供应４５２万元帮困粮
油商品。 （黄小平）

烟草专卖
■概况　宝山区烟草专卖局成立于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上海烟草集团宝山
烟草糖酒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年 １２
月，是由宝山区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司

与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和上海烟草贸易中

心三方投资组建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至年底，公
司有办公大楼一幢、账面房产１９处，下
设１７家直营门店。有在册员工２６１人，
在岗人数２４５人。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
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宝山烟草专卖分局

（有限公司）设办公室、财务管理部、人

力资源部、综合管理部、专卖监督管理

科、稽查支队、营销部、内部专卖管理监

督派驻办公室。宝山烟草发挥商业单位

主体作用，按照年初“３１１０”（“３”是围绕
精益管理、市场化取向改革、从严治党三

个重点；“１”是保持一种创新的状态；
“１０”是全面提升营销管理、门店管理、

稽查管理、专卖管理、内管管理、成本管

理、资产管理、队伍管理、法治管理、文化

管理１０个方面管理水平）目标，坚持“三
管一加强”（管人、管事、管资产，加强考

核）总体要求，以精益思想为指导，以队

伍素质为抓手，聚焦卷烟营销和专卖管

理两大核心职能，促进各项基础管理工

作水平全面提升，向管理要效益，实现经

济运行质量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年内，

公司获全国烟草行业“六五普法”先进

集体称号、上海烟草集团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考核三等奖。公司团

总支获局、集团公司“优秀学习型团组

织”称号；工会组织员工参加集团五月歌

会，获“特色奖”。营销党总支获集团

“两优一先”先进集体称号。营销部客

户服务组获 ２０１５年度局级“工人先锋
号”班组和集团先进集体称号，营销部有

三项ＱＣ成果分别获集团一等奖、三等
奖、鼓励奖。

■开展精益管理　年内以聚焦经济运行
质量的目标管理为统领，以有效控制成

本的预算管理为导向，以规范业务流程

的标准化管理为基础，以促进全员素质

提升的队伍建设为抓手，形成全面、系

统、高效的企业精益管理模式，探索打造

“管理精细、业务精湛、流程精简、队伍精

干”的一流烟草商业企业。公司以“经

济责任书”为载体，以“全员参与”为基

础，以目标层级管理为方法，通过方针目

标管理机制，对目标进行分类、分层、分

级“全覆盖”管理，并通过策划、分解、执

行、监测、评估、改进等“全过程”跟踪，

实现目标管理工作的逐级负责制。对

于集团考核的关键绩效目标设置基础

值、目标值、卓越值三个等级的目标值，

以不同的系数等级体现出薪酬分配的

激励作用。对于目标的达标度和标准

执行情况，以月度跟踪、季度小考、半年

中考、全年大考的形式，分阶段分步骤

分层次进行“全方位”考核评价，并将考

核结果与员工薪酬挂钩，与员工岗位胜

任度挂钩。公司以标准化工作为平台，

融合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要求，以 ＩＳＯ９００１转版为契机，
在商业单位率先完成内审员改版培训，

５４名内审员全部通过资质测试（中层
干部全覆盖）。

■推进卷烟营销　公司以“重点课题 ＋
主题活动”为主线，持续推进卷烟营销工

作的再提升，确立“深化市场化取向改

革”和“提升网络终端经营质量”课题，

把“消费者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活动

贯穿全年营销工作，使主营主业取得良

好发展。公司卷烟销售共实现批发销量

３２６９６万箱，完成全年进度的１００％，比
上年增加０３％。优化卷烟结构，单箱销
售收 入 达 到 ３６０８万 元／箱，增 长
７８４％，其中一、二类国产烟销量增幅
２０８％。客户盈利提升，零售终端卷烟
毛利增长客户占比达到６８％，其中盈利
的中小客户达 ６２％。巩固终端建设质
量，优化现代终端（含直营），高质量终

端达１６１４％。推广网上支付客户，结算
金额占比 ７５％，网上自主订货客户比
例扩大至９６６３％。

■开展课题研究　围绕市场化取向改革
新要求，聚焦降本增效，组织设立“深化

营销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提升网络终

端经营质量”２项课题。课题，通过提高
“主动适应、主动应对”意识，突破营销

工作上的瓶颈，推进企业向前发展。引

导各部门进行 ＱＣ小组活动，聚焦“小、
实、活、新”特点，成立 ＱＣ小组１４个，取
得ＱＣ成果１４个，经内部评选后推荐报
送集团３个，其中英那维特小组获市局
优秀ＱＣ成果一等奖、卓越小组获三等
奖、凝神小组获鼓励奖；撰写学术论文

２８篇，向市局申报优秀课题４篇。

■开展跨界营销活动　探索跨界营销模
式，提升品牌培育效果。公司以温州商

会、汽车４Ｓ店、红灯笼婚庆３家公司为
合作伙伴，开展跨界营销合作，推广集团

重点品牌，形成“跨界营销活动方案”。

首推“蓝牡丹汽车４Ｓ店跨界营销活动”，
通过将集团新品牡丹（软蓝）与吉普车

等品牌文化交叉互动，使彼此的目标消

费者产生更具张力，关联品牌联想，引爆

集团品牌传播力，增加消费群体和销售

机会，强化品牌好感度。

■加强终端信息化建设　公司以“提升
客户经营效益”为核心开展终端建设和

客户服务工作。与通方公司联系，加快

对终端硬件设备维护的响应速度，按需

求为零售客户安排培训和指导，确保终

端硬、软件正常使用。加强对零售终端

进、销、存数据的把握，针对样本点客户

开展培训和管理，确保营销数据采集高

效、及时、准确。培养零售客户信息化建

设，为零售终端个性化指导，推广网上订

货、网上配货、网上结算和网上营销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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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网”营销模式，方便零售客户日常

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率。

■开展烟草稽查　创新市场监管模式，
组织开展打假打。市局对宝山区局卷烟

市场净化率综合评定为９８４％（上半年
度考核成绩），全年查获各类违法卷烟

５８０３６２条，其中真品卷烟 ４７３２７２条，
假冒卷烟２８０６条，走私烟７９０３条，总价
值８４３万元。破获 ５万元以上案件 ３７
起，抓获案件嫌疑人４２名，其中刑事拘
留５名、取保候审１０名、逮捕７名、判刑
４名。破获制售假烟、走私烟国标网络
案件３起，即“４·２４”销售走私烟、假烟
网络案、“９·１”运销假烟、走私烟网络
案、“１２·１４”运销假烟、走私烟网络案。
破获真烟市标网络案件２起。完成“烟
草专卖行政处罚案件”数１２６起，移送工
商无证经营卷烟案件４２起，工商处罚反
馈３６起。每月重点监管户问题查实率
水平控制在６７％～８３８％区间内，波幅
１６８％，月平均值７６８％，高于市局规定
的每月问题查实率４５％的目标值、５％
的卓越值。

■烟草专卖管理　建立健全评查机制，
自评行政许可卷宗４６８份、行政处罚卷
宗１４０份（含８份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案卷），
无不合格案卷，行政执法错案发生数为

０。迎接市专卖处、法规处行政处罚案卷
专项评查两次，案卷质量全市区局第五

位。制定行政许可“１＋３”管理新模式，
即优化一个合理布局方案和细化三方面

工作。合理布局方面，新增宝山区域内

卷烟批发销售数据，提升零售点布局的

合理性和实效性。行政许可方面，完善

窗口软硬件服务设施，率先完成工信部

３７号令的信息公示，配发《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办证服务指南》，推行“首问负

责”制，减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证等

待时间（目前为 ６天）。“１２３１３“方面，
区局举报数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消费

者举报响应时间平均保持在２４小时左
右。区局“１２３１３”平台通过接听率、处置
率、反馈率、平台综合满意度四个

１００％，最终实现平台运行效率 １００％。
年内，平台共受理各类举报１１件，受理
各类咨询、来访３２７人次，

■开展“十送”工程和“五悦”活动　年
内，公司工会落实职工关爱措施，持续围

绕企业发展新趋势、职工期待新需求和

各项工作新要求，创新深化“十送”（送

知识、送技能、送健康、送温暖、送清凉、

送保障、送法律、送平台、送和谐、送安

全）工程和“五悦”（悦读、悦曲、悦动、悦

影、悦心）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打造群众

满意工程。如发放电影卡，让广大职工

在工作之余享受文化大餐，丰富业余生

活；更新职工书屋书目，开展“舒心———

悦生活”班组活动，组织插花、中点西点

制作等技能培训，成功创建三星级爱心

妈咪小屋，邀请中医医生免费为员工把

脉问诊，开展“陶艺聚心意，永结师徒

情”活动等。

■破获“４·２４”销售走私烟、假烟网络
案　该案共查获各类违法卷烟合计
６３３８条，涉案金额１０９３４万元。其中：
假烟 ６０３条，案值 １５７２万元；走私烟
２９１５条，案值４２９６万元；真烟２８２０条，
案值５０６６万元。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３名，其中逮捕１名、判刑４名。查获藏
匿“假、非、私”烟仓库７个，查扣违法车

辆２辆。

■破获“９·１”运销假烟、走私烟网络案
　该案共查获各类违法卷烟合计 ７８９４
条，涉案金额合计 １１８８６万元。其中：
假烟１２７７条，案值 ２０６５万元；走私烟
２３０５条，案值３３７万元；真烟４３１２条，
案值６４５１万元。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
６名，其中判刑２名、逮捕１名。查获藏
匿“假、非、私”烟仓库５个，查扣违法车
辆２辆。

■破获“１２·１４”运销假烟、走私烟网络
案　该案累计捣毁“假、非、私”烟仓库
共５个，查获违法卷烟总计１４１２７条，总
案值１９７８２万元，其中涉及走私烟４２４０
条，价值６４０８万元，假烟 ２２３条，价值
４１０万元，真烟９６６４条，价值１２９６４万
元，抓获嫌疑人６名，其中已判刑４名、
逮捕１名、行政处罚１名，暂扣涉烟车辆
１台。 （王　健）

市场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商品交易市场
１３５家，比上年减少６家，其中农副产品
市场９４家，其他消费品市场１家，工业
消费品市场２５家，工业生产资料市场１５
家。细分市场类型：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８家，茶叶市场２家，花鸟市场２家，水
产市场２家，食品市场１家；工业消费品
综合市场 ５家，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１０
家，日用工业品市场 ４家，家具市场 ３
家，服饰市场３家；钢材市场４家，木材
市场２家，机动车配件市场４家，建材市
场２家，陶瓷石材市场１家，机电设备市
场１家，旧机动车市场１家。 （刘　茵）

表２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场内
经营
户数

经济性
质（国
有集体）

经济
性质
（私营）

属地

１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盘古路市场
分公司

盘古路４９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９ √ 友谊路街道

２ 上海淞宝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永乐路３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５ — √ 友谊路街道

３ 上海宝山青鲜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支路２６５号～２７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０ √ 友谊路街道

４ 上海宝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密山路１０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２ — √ 友谊路街道

５ 上海宝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宝杨路市场分
公司

宝杨路２５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９９ √ 友谊路街道

６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盘古路市场
分公司

盘古路４８６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６ √ 友谊路街道

７ 上海宝林二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林二村１０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１ √ 友谊路街道

８ 上海北翼商业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５９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５０１ √ 友谊路街道

９ 上海华贸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００１号～１０８１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具市场 ７ √ 友谊路街道

３５１

市　场



（续表）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场内
经营
户数

经济性
质（国
有集体）

经济
性质
（私营）

属地

１０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团结路分
公司

团结路４号～６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２ √ 友谊路街道

１１ 上海海滨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济支路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０ √ 吴淞街道

１２ 上海东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路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０ √ 吴淞街道

１３ 上海西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济路２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６ √ 吴淞街道

１４ 上海全而廉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泗东路３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０ √ 吴淞街道

１５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６３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２ √ 吴淞街道

１６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同泰北路市
场分公司

同泰北路４４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７ √ 吴淞街道

１７ 上海吴淞环岛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８９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市场 ９９ √ 吴淞街道

１８ 上海隆生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６３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２０ √ 吴淞街道

１９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１０２ √ 吴淞街道

２０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沪客隆服饰市场分公司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服饰市场 １２３ √ 吴淞街道

２１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步云农副产
品市场经营管理分公司

永清路２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３１ √ 吴淞街道

２２ 上海新星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虎林路２３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５０ √ 张庙街道

２３ 上海呼玛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呼玛二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９８ √ 张庙街道

２４ 上海共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１０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０ √ 张庙街道

２５ 上海宝山泗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辉路５９９弄内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１５ √ 张庙街道

２６ 上海爱辉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辉路６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１ √ 张庙街道

２７ 上海上房绿建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辉路３５８号～５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鱼虫市场 ８４ √ 张庙街道

２８ 上海呼兰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呼兰路５２５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旧机动车市场 １３ √ 张庙街道

２９ 上海翼通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４１１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２ √ 张庙街道

３０ 上海野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泉路１４５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４０ √ 庙行镇

３１ 上海庙行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北路３６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５ √ 庙行镇

３２ 上海共康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８００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６７４ √ 庙行镇

３３ 上海长临建材装饰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８８９号～９５７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 ５８ √ 庙行镇

３４ 上海国江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权北路６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４７ √ 高境镇

３５ 上海和佳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权北路８２９弄１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８ √ 高境镇

３６ 上海苏特仑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４７０１弄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２ √ 高境镇

３７ 上海岭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岭南路１０２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１ √ 高境镇

３８ 上海三门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门路４９７号２幢１层 ～２层、４
幢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６ √ 高境镇

３９ 上海飞洪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和新路 ４８５６号、４８６８号 ４７３１
号、４７３３号、４７３５号、４７３７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 ２１ √ 高境镇

４０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逸仙路分
公司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支弄１号～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 √ 高境镇

４１ 上海宝山好百年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殷高西路７００号１层～４层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具市场 １６３ √ 高境镇

４２ 上海大不同新江湾茶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逸仙路１８０８号１层～６层 其他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 １３８ √ 高境镇

４３ 上海高跃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高境路５６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２ √ 高境镇

４４ 上海振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二路１１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６ √ 淞南镇

４５ 上海大昌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５７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６１ √ 淞南镇

４６ 上海淞发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发路６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６ √ 淞南镇

４７ 上海淞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良路７０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１１ √ 淞南镇

４８ 上海华浜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路３９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５ √ 淞南镇

４９ 上海建配龙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逸路９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２２８ √ 淞南镇

５０ 上海江杨钢材现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杨南路１５１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７３ √ 淞南镇

５１ 上海云峰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西路７７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５０ √ 淞南镇

５２ 上海弘皇建材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发路９３６号～９５０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８０ √ 淞南镇

４５１

商业·旅游



（续表）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场内
经营
户数

经济性
质（国
有集体）

经济
性质
（私营）

属地

５３ 上海乾中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南大路１５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０ √ 大场镇

５４ 上海宴芸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市台路５１５弄５２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０ √ 大场镇

５５ 上海环镇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环镇北路７８９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３ √ 大场镇

５６ 上海场联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联路１３９号１层～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９５ √ 大场镇

５７ 上海宝山聚丰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聚丰园路３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０ √ 大场镇

５８ 上海锦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锦秋路８０９弄１１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５ √ 大场镇

５９ 上海祁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锦秋路１３６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２ √ 大场镇

６０ 上海龙珠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知路２５１弄６１号～６４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５ √ 大场镇

６１ 上海大华二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沪路３２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５ √ 大场镇

６２ 上海真华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知路８３３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９ √ 大场镇

６３ 上海鑫力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沪路４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１ √ 大场镇

６４ 上海虹腾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６３３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４０ √ 大场镇

６５ 上海乾溪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联路１４２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 ３０ √ 大场镇

６６ 上海东方国贸新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９９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５３０ √ 大场镇

６７ 上海霓虹儿童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大华路５１８号第１层～１５层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服饰市场 ７０ √ 大场镇

６８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１８０１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６２１ √ 大场镇

６９ 上海凯红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中路３１５５号 其他消费品市场 食品市场 １３７ √ 大场镇

７０ 上海福人林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６９５号～２６９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木材红木
家具市场

８１ √ 大场镇

７１ 上海联东石材陶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１９８号～３２２３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其他工业生产
资料专业市场

５２ √ 大场镇

７２ 上海场南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０１９弄５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木材市场 ５４ √ 大场镇

７３ 上海京沪汽车配件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２５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
配件市场

８２ √ 大场镇

７４ 上海华和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真大路３６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５ √ 大场镇

７５ 上海江杨农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杨北路９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５０ √ 杨行镇

７６ 上海杨行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松兰路８４６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６ √ 杨行镇

７７ 上海振宝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富锦路１５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２ √ 杨行镇

７８ 上海邦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峰路２０４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９ √ 杨行镇

７９ 上海天馨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西路２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０ √ 杨行镇

８０ 上海杨鑫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杨泰路２５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４ √ 杨行镇

８１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湄浦路分
公司

湄浦路２８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４ √ 杨行镇

８２ 上海翼杨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梅林路７６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４ √ 杨行镇

８３ 上海香逸湾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５ √ 杨行镇

８４ 上海万远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盘古路１８４８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７ √ 杨行镇

８５ 上海江杨水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城路１５５５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水产市场 ９９７ √ 杨行镇

８６ 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泰和路１７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水产市场 １３０４ √ 杨行镇

８７ 上海建名美饰家建筑装饰材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杨路２２３１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１２３ √ 杨行镇

８８ 上海美仑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１６３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建筑材料市场 ２２０ √ 杨行镇

８９ 上海中唐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山路１０７１号～１０７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３６ √ 杨行镇

９０ 上海东智钢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５０２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１６ √ 杨行镇

９１ 上海金阳光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路１６９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
配件市场

８４ √ 杨行镇

９２ 上海宝山吴淞国际汽车配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５００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
配件市场

８８ √ 杨行镇

９３ 上海亿海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路 １８９９弄 ５８号 ２０５室 ～
２０７室２层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茶叶市场 ２４ √ 杨行镇

９４ 上海东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镇新路３７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３ √ 杨行镇

５５１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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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上海红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红林路５２８弄３７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０ √ 杨行镇

９６ 上海宝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７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２ √ 月浦镇

９７ 上海庆安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绥化路５２弄６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７ √ 月浦镇

９８ 上海宝山勤宇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８８８弄２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５ √ 月浦镇

９９ 上海月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村圆和路１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０ √ 月浦镇

１００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月浦三村市
场分公司

月浦三村４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２ √ 月浦镇

１０１ 上海盛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古莲路３２８号２０１室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５４ √ 月浦镇

１０２ 上海宝山鱼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德都路２５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９５ √ 月浦镇

１０３ 上海月盛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春雷路农副产品
市场分公司

春雷路４４５号－１室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３ √ 月浦镇

１０４ 上海月浦蔬菜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２７６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９０ √ 月浦镇

１０５ 上海月盛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龙镇路５３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 １４９ √ 月浦镇

１０６ 上海月浦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４０５１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
配件市场

３３ √ 月浦镇

１０７ 上海富弘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富路５６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９ √ 顾村镇

１０８ 上海富弘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泰和西
路市场分公司

泰和西路３３８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９ √ 顾村镇

１０９ 上海富弘农副产品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顾北东
路市场分公司

顾北东路５７５弄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６ √ 顾村镇

１１０ 上海绿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菊太集贸市场经营管理分
公司

菊太路３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５ √ 顾村镇

１１１ 上海共富副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富路３０５弄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３ √ 顾村镇

１１２ 上海顾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太路３５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０５ √ 顾村镇

１１３ 上海润通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西路９３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７ √ 顾村镇

１１４ 上海顾北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荻路３３２号～３４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３ √ 顾村镇

１１５ 上海文宝苑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联路１６９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３ √ 顾村镇

１１６ 上海东明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４３０１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具市场 ２５９ √ 顾村镇

１１７ 上海兴明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４３３２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建筑材料市场 ５２３ √ 顾村镇

１１８ 上海翼家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盛路８８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４ √ 顾村镇

１１９ 上海众宝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杨路１３０９号１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１ √ 顾村镇

１２０ 上海广大机电设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５７８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电设备市场 １６ √ 顾村镇

１２１ 上海绿饰汇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太路９８号－６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１２２ √ 顾村镇

１２２ 上海弘保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杨路１０５２、１０５４号１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５ √ 顾村镇

１２３ 上海罗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东太路２３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４６ √ 罗店镇

１２４ 上海金罗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街２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５ √ 罗店镇

１２５ 上海罗溪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罗溪路８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７ √ 罗店镇

１２６ 上海祁北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祁北东路８５弄１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９ √ 罗店镇

１２７ 上海罗店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塘西街１６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１３２ √ 罗店镇

１２８ 上海金罗店装饰材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３７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６５ √ 罗店镇

１２９ 上海宝罗居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７２６６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９９ √ 罗店镇

１３０ 上海佰旺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１１１６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２３ √ 罗店镇

１３１ 上海罗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５００号３幢至１２幢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１０３ √ 罗店镇

１３２ 上海罗安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７６９０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
材料市场

６０ √ 罗店镇

１３３ 上海佳易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潘新路９６号～１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３ √ 罗泾镇

１３４ 上海罗泾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镇路１５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３６ √ 罗泾镇

１３５ 上海远航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川沙路５１２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服饰市场 ３２ √ 罗泾镇

（刘　茵）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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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

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发展新理念，一手

抓深化改革，一手抓经济发展，加快拓展

新兴业务增长点，加快调整传统业务结

构，加快重点难点工作突破，完成第五届

社员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

务。区供销社加强分析研判，着力在盘

整内部资源、推进结构调整、拓展新兴产

业等方面下功夫，形成合力促进经济平稳

增长。全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１３３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８１％；实现合并净利
润４１８２万元，完成区集资委下达任务指
标的１０２％；缴纳税金５７０６万元，与上年
度基本持平；资产保值增值率１０５１３％，
净资产收益率４８６％，实现预定保值增
值目标。至年末，区供销社有全资企业５
个，绝对控股企业６个，相对控股企业３
个，参股企业８个；在编人数８７６人，减少
２０人。年内，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获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供销合作系统综合业
绩考核优胜单位特等奖，上海市社区、企

事业单位献血工作考核优秀集体称号。

下属北翼（集团）有限公司获全国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南
方冶金炉料公司在２０１５年度中国再生
资源百强企业排行榜排第 ３２位；北翼
（集团）有限公司、北翼大酒店、北翼国

大医药公司菊盛店获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度“上海商业优质服务先进集体”称号。

■推进重点项目落地　以形成核心竞争
力为目标，区供销社全年有６３８万平方
米商业项目交付使用。１１月２３日，“翼
生活广场”商业部分正式开业，总建筑面

积２８万平方米，聚焦社区商业服务，以
万达影城为主力店，成功与星巴克、巴黎

贝甜、肯德基、网鱼网咖等一批知名品牌

合作签约；“美罗湾花园配套项目”总建

筑面积１６万平方米，在新建影院项目结
构封顶基础上，启动原罗店轧花厂旧厂房

维修改造，配套新建影院，打造具有文化

创意元素园区，促进商业与文化的互动。

■开展农药补贴销售　６月起，区供销
社下属宝山区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获

全区粮食绿化蔬菜补贴化肥农药供应经

营权，１１月成功中标成为２０１７年区农委
农资集中购买采购服务项目唯一供应

商，经营过程中做到销售规范、服务良

好、监管严密，成为区供销社“为农服

务”一扇窗口。

■“睦邻小镇”对外开业　８月，区供销
社与罗泾镇政府共同开发的“社镇合

作”新项目“睦邻小镇”对外开业，面积

约５６００平方米，引进新加坡“邻里中心”
社区商业理念，将社区事务服务、商业购

物、文化体验等融于一体，为居民生活提

供便利。

■提供典当金融服务　８月，“北翼典当公
司”对外开业，全年累计发放当款１１７亿
元，典当余额８０２８万元，典当收入１３３８０
万元，对象涵盖黄金民品、商品房、土地厂

房、商铺、写字楼、股权等多种形式。

■开展靠港邮轮配送服务　区供销社成
为邮轮供应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为吴淞

国际邮轮港靠港邮轮提供配套服务，全

年为“歌诗达”邮轮配送鸡蛋超 １００万
只。领办的联农果蔬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做强单位客户配送和农产品直销业务，

开展社区郊菜推介活动。 （熊　悦）

长江口投控集团
■概况　上海长江口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口投控集

团”）于２０１６年５月成立，注册资本１亿
元，是由区国资委投资（改制）成立的国

有独资公司，下设一级子公司５家，托管
企业１家，主要经营业务包括传统商品
经营、商业资产经营、现代物资贸易等。

长江口投控集团的前身上海长江口商城

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长江口投控集团一级

子公司，下设二级经营管理性公司６家。
至年末，长江口投控集团职工人数 ７７０
人，托管单位宝通资产公司职工人数９７
人；集团总资产１０１８亿元，全年营业收
入１５１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７８亿
元，利润总额９０９４万元，上缴税金５０８８
万元，资产保值增值率１１４１５％。

■实施集团化改革　公司以组建长江口
投控集团为目标，制定综合改革方案，对

公司出资关系、组织架构等作出调整和

界定，年内先后完成长江口股份国有法

人股权划转、各级下属法人企业清理、长

江口投控集团组建等工作。结合集团成

立契机，公司联系自身发展实际，按照区

国资委有关部署，通过上下结合、听取意

见等，研究制定集团“十三五”发展规

划，确立“将通过改革转制与创新转型的

‘双轮驱动’，以提质增效为目标，找长

板、补短板、降成本、提效益为重点，全面

提高企业活力和整体竞争力”的“十三

五”发展目标。

■推进商业项目拓展　年内推进社区生
活广场、居民生活中心模式发展，聚焦区

内重点商业项目规划布局，加强落实民

生类项目。万尚生活广场罗南店引进品

牌商户２４家，实现项目招商率９９％。万
尚生活广场沈巷店引进品牌商户５家，
实现项目招商率 ９７％。公司将罗店大
居二期项目列入重点拓展目标，做好调

研分析及跟踪，扩大发展规模。加强与

区转型办接洽，做好托管企业土地规划

定位和引进工作。做好淞浦码头清理整

顿，对闲置季家桥码头采取“以租代管”

模式降本增效。推进雪峰冷饮厂收储项

目，加强与区土地储备中心、友谊路街道

洽谈，完成签约。

■实施企业托管整合　深化托管企业改
革，整合兼并。推进人力资源整合，降本减

亏，股权挂牌。完成中集宝检股权转让，推

进北部物流、北部检测股权转让工作。完

成北洋公司股权转让，仓储公司兼并改制。

推进宝通资产７家到期租户清退等。妥善
做好钢贸案处置工作，采取标的锁定，债权

转让办法处理钢贸诉讼案件。

■改革传统业态　零售实体业保持稳定。
长江口股份作为投控集团旗下一级子公

司，积极稳定主营，主动寻求创新，转变营

销模式，强化品牌合作，突破短板瓶颈，稳

定业务规模。百货业加强营销调整，开展

营销活动３０次，新增ＶＩＰ客户５２４人，扩
编品牌库６０个，调整品牌面积８２３平方
米。医药批发业在公立医疗机构采购推

行“两票制”（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

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开一次

发票）和医院集团采购推行大环境下，拓

宽渠道，实现营销增长。医药零售业推

进门店调整，新增品牌专柜１０家，通过
深化品牌倍增计划，优化双推考核，稳步

扩大销售规模，年内加入上海药店联盟，

第五次入围全国零售药企百强。资产经

营业以稳定收益，着力管控、降低风险为

重点，在坚持品牌化、组团式合作同时，

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定位，确保收益

稳定。实施机制体制再造，健全长效激

励机制。长江口控集团实施业态整合，

百货分公司和绿叶菜市场合署办公，一

德大药房加强调整、深化品牌合作，宝远

公司并入经营公司。 （张　芸）

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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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业
■编辑　吴思敏

罗泾镇乡村风貌 区农委／提供

综合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参加农村收益分
配的行政村有１０４个，村民小组７３６个，
农户３８０６７户，人口数８８９０９人，劳动力
５４８２６人，农民人均收入２９５７９元，比上
年增长８２％，劳均收入４７９６７元，增长
９１％。农用地总面积 ３２１３４公顷，其
中农业耕地面积 ３０５４公顷。全区农村
经济总收入（含增值税）为 ３９３１５５亿
元，比上年减少１１％。其中：第一产业
１１９亿元，占总收入的 ００３％；第二产
业１１３７６９亿元，占总收入的 ２８９４％；
第三产业 ２７９２６７亿元，占总收入的
７１０３％。全年可分配净收入总额为
３４９５８亿元，增长 １２６％，其中国家税
金１０５４亿元，增长１７９％，占可分配净
收入总额的３０１５％。

■推进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根
据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的总体要求，年内村级产权制度改革任

务基本完成。至年末，全区完成产权制

度改革的村为 ９４个，占全区总村数的
９０４％。探索研究镇级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产权制度改革，罗泾镇和罗店镇作为

镇级改革试点单位，其中罗泾镇完成镇

级改革工作。

■开展村经分账管理工作　根据市、区
对村经分账管理的要求，在农村集体“三

资”（资产、资源、资金）监管平台中，对

完成村级产权制度改革的村进行账套分

设，设置村委会和村社区经济合作社 ２
个不同的账套，进行独立核算。至年末，

全区有６１个村进行分账管理，其中享受
区级基本运转经费保障的３０个村完成
分账管理工作。

■提高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运行
水平　各镇按照《宝山区农村集体“三

资”监管平台实施运行规则（暂行）》要

求，从管理职责、监管内容、信息传输、数

据更新等方面，对农村集体“三资”监管

平台进行管理，保证“三资”数据录入的

全面、及时、准确。按照市农委要求，完

成改制村对资产、股权及分配等数据的

录入工作。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在２０１５年
基础上，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扫尾工作，梳理未签字农户数，加强

政策宣传，化解矛盾，提高确权登记签字

率。至２０１６年年末，原剩余１６４户未签
字的农户中有１２３户农户完成确权登记
签字工作，全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农户累计８１７５户，农户签字率达
９９５１％。年内变更土地承包合同 １２３
户，权证变更７６本，注销合同及收回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４１本。全区承包
地全部纳入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信息管理系统，进入该系统的农用土地

流转总面积 ２０６２６２公顷，流转合同

３２８份。

■开展涉农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开展农
村财会人员和村级财务监督人员培训，

培训范围涉及９个镇和宝山城市工业园
区，培训农村财会人员８１８人、村级财务
监督人员３１２人，共培训１１３０人次。

（朱爱平）

■种植业执法管理　全年出动种植业执
法人员９４６人次，开展执法检查１９５次。
检查农资经营单位、超市、商店 ７３０个
次，检疫监测调查７０５人次，约谈５家农
药经营企业，责令６家农资经营单位、５
家农产品生产基地整改违法违规行为，

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１５张，办结案件２
起，重点立案查处经营未标注“过期农

药”字样的超过产品质量保证期的农药

产品案。检查各类农机具１２６台（套），
累计发放“农机安全生产告知书”２００
份。开展蔬菜、西甜瓜安全生产大检查，

涉及罗泾、罗店、月浦、杨行４个涉农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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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乡村风貌 区农委／提供

的４０家次蔬菜生产基地、１１５户蔬菜散
户和２３户西甜瓜种植户的田间生产档
案、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库存农药和水

溶性肥料标签情况。开展种子市场专项

检查２次，共检查种子经营门店 ４１家
次，手插种子标签６６１个，其中合格标签
６２８个，合格率９５０％，要求８家种子经
营门店限期整改。开展农药、水溶肥料

市场专项整治２次，卫生杀虫剂、转基因
食用油专项检查１次，抽查农药标签３２４
个，合格标签３０２个，合格率９３２１％；水
溶肥料标签５８个，合格率９１３８％；检查
农药、肥料源头企业５家次，抽查农药标
签２０２个，合格率９１３８％；检查８家超
市、８家综合商店，总检查卫生杀虫剂标
签４８个，合格率９３７５％；检查食用油品
种１１８个，其中非转基因标识８０个，转
基因标识３８个。开展百草枯水剂农药
检查与清缴专项工作，累计发放宣传材

料５０７份，清缴百草枯水剂农药８２瓶。
为辖区内农资经营单位统一制作和发放

高毒、限用农药标牌，并开展规范记录购

销情况指导，结合市场检查开展高毒、限

用农药专柜的专档实施情况检查。与蔬

菜生产基地、蔬菜散户、草莓和西甜瓜种

植户签订“生产环节农业投入品使用承

诺书”，累计发放、签订告知书、承诺书

３４７份。向全区蔬菜、草莓生产基地和
村委、种植户下发《禁限用农药名录》

２４１份。全年回收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
１２４８３吨。抽检蔬菜 １１６个、草莓 ４０
个、西甜瓜２３个，食用菌２个，共计１８１

个样品，经有机磷、菊酯类５８种农药残
留检测，蔬菜合格率 ９９１％，草莓合格
率９７５％，西甜瓜合格率１００％，食用菌
合格率１００％。配合市农委抽检草莓样
品１２个、蔬菜１３个、土壤３个、灌溉水１
个。对上海旺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草莓检测出农残烯酰吗啉农药超标问

题进行相应处理。农资经营单位检查覆

盖率１００％，种植业生产基地生产安全
检查覆盖率 １００％，种植户生产安全检
查覆盖率达 ７０％以上。全年举办植物
检疫员培训１期，培训人员２０人；农资
营销员培训１次，培训人员２７人次；食
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培训 ８期，３２０
个蔬菜种植户及农资人员参加培训，发

放各类告知书７０７份，签订承诺书、责任
书５８８份。组织开展“植物检疫宣传月”
“３·１５放心农资下乡宣传周”等各类宣
传咨询活动 １１次，悬挂标语横幅 １５１
条，展出宣传展板３５块，发放各类宣传
资料３９００余份、优质玉米种子、肥料６００
包，发布信息３０条。与区内宝果生物技
术中心、宝常良种繁育场、上海兴绿蔬菜

种苗研究所、上海晟棚种业有限公司和

上海宝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５家
种子种苗生产经营企业结对，主动上门

提供植物检疫服务。

■林业执法管理　建立健全监管机制，
加强林业行政许可和执法工作。全年查

处林政稽查案件２起，均为未经许可迁
移林木案件，共涉及林木１２８４６株、林地

１９４亩，责令还林２９１２亩。完成２起林
木迁移，共１８２株林地。加强林业投诉
与网络化管理，全年处理“１２３４５”市民热
线及热心市民来电共计２６件，处理野生
动物种类及事件 １６件，其中涉及国家
一、二级野生动物３件，分别为懒猴、鹰
及红隼，均送往动物园，其他救助并放

生野生动物１３件。３月、７月，对辖区内
花鸟市场开展排查，未发现非法出售蛇

蛙类现象。全区产地检疫６家，受检面
积１３５０亩，产地检疫合格率１００％。全
年检疫木材５０１７３２立方米，开具林业植
物调运检疫证 ２８７０６份，木材运输证
２８０１５份，做到单证零差错，服务零投
诉。开展绿化工程复检复查工作，全年

共复检６６家，合计绿化面积１２０万平方
米，其中补检 １家，证书规范程度比
例５４％。

■畜牧执法管理　全年开展流通领域延
伸监管检查１２９次，共出动执法人员５４５
人次，检查企业２２家，发放宣传资料２２
套，签订承诺书、责任书２２份。全年查
处案件４起（办结 ４起），罚没款 ５６２９０
元。处理“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平台的热线
求助１５起，配合杨行镇整治非法宰羊点
２处。洋桥道口全年共检查装运动物及
其产品的车辆１９８０５辆，检查动物（牛、
猪、羊）１１０１头、禽１０６３４８羽、动物产品
８９万吨，查处违章和不符合入沪要求
的车辆 ３７８辆次。全年产地检疫生猪
１０１１１头、信鸽 １０７羽、牛 ６３１头、犬 ３９
条、猫１４只、实验鼠９５９只，完成屠宰检
疫牛１４３０头。对动物产品经营单位检
疫换证猪胴体７７９００６头、动物产品９５
万吨，其中猪产品２９万吨，牛产品８２６８
吨，羊产品 ６８５０吨，禽产品 ５１５万吨，
共签发回收查验产品检疫证明６９１７万
张。年内突出强调宰前“瘦肉精”尿样

检测，对每头待宰牛只全部快速筛选检

测，发现问题，及时送区疫控中心实验室

检测。完成违禁药物“瘦肉精”监测８０
家次、５４批次、３２１份生猪尿样监测，检
测结果全为阴性。抽检饲养环节使用兽

药７批次和饲料 ７批次，生鲜乳 ２０批
次，检测结果均为合格。全年向各养殖

单位、个人、动物诊疗机构、相关动物产

品经营单位、饲料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发放告知书、签订承诺书１２０份。推
进落实畜禽养殖档案监管工作，以奶牛

数码影像为抓手，建立奶牛身份养殖档

案２５３２份。对奶牛场、生猪饲养场、散
养户等，就无害化处理、自我封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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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运、强制免疫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３５家次。对全区养殖场户开展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兽药饲料整治、生鲜乳

质量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和监督检查，

发放动物疫病防控及投入品安全宣传

告知书和签订承诺书 １２０份。组织开
展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和与检疫相关人

员的为期两天的《动物防疫法》及“预

防职务犯罪”知识培训和考试，共９２人
参加。

■渔政执法管理　全年核发捕捞许可证
４１张，其中鳗苗捕捞临时许可证３６张，
刀鲚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５张。开展执
法检查２１１次，出动执法人员４４７人次。
在长江禁渔期间组织开展对渔场的联合

检查，共查处违规案件１０起，罚款５９００
元，驱赶船只 ６５艘次，清除深水网 ２５
顶、鳗鱼网具３８顶、浮具 ３２２只。参加
农业部长江办、市政府、市农委及渔政处

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５次，共１５天，驱
赶非法捕捞渔船１５艘，清除违规网具２０
余顶、浮具３５０余只。组织地产养殖水
产品安全质量监管检查７７次，出动执法
人员１７２人次，发放告知书３４份，签订
安全生产责任书１７份，检查生产经营主
体７７次，举办对生产经营主体培训２期
共４９人次，完成农业部、市水产办、渔政
处地产水产品抽检２２次４９个样品。开
展清理取缔涉渔“三无”（无船名船号、

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船舶专项行动，

共劝离和处置非法捕捞渔船４２４艘，在
宝山区各渔船聚集地张贴、发放通告

８１９份，并在每处渔船聚集地设专人负
责统计、登记船舶信息。落实与各街镇

的信息共享，发放《关于严厉打击涉渔

“三无”船舶非法航行作业，切实加强沿

江沿海地区社会治安管理的通告》４８０
份，并当场让渔民填写告知回执，编写

《宝山区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专项

行动工作动态》８期。与区水产技术推
广站联合开展内陆天然水域水生生物和

渔业资源调查，为科学增殖放流提供技

术支持。在区级河道开展两次增殖放流

活动，第一次放流鳙、鲢、鲤、鲫、草鱼鱼

苗共计７００万尾，第二次放流鳙、鲢、鲤、
鲫、草鱼鱼种共计 ２０万尾、螺蛳 ２００００
公斤。组织开展宣传咨询活动２次，悬
挂标语横幅１６条，展出宣传展板２６块，
发放宣传资料２８０份，接受电视台采访２
次。参加执法业务培训２１人次，报送渔
政简报５１份。

■农业规模经营　至年末，全区共有５７
家规模经营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

经营面积１９７８１４公顷，其中粮田面积
７９７４５公顷、林果面积７２４９７顷、蔬菜
面积３８１９３公顷，水产７３７９公顷。吸
纳宝山区农民就业１６８１人，全年规模经
营职工平均年收入 ３１６万元。全区全
年共补贴规模经营土地流转费 ３０２４３
万元、职工工资１４９１９５万元。

■开展农业专业化技术培训　以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为培训对象，完成专业农民

培训１００人，行业示范培训３５４人，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１００人，新型职业农民继
续教育培训４０人，发放新型农民培训证
书 ２０７人，从业农民农业持证率为
６６９％。参加市农委组织的郊区农民师
资培训、管理人员培训班９期，培训教师
１９人，农业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５５
人。对全区的水稻、蔬菜种植户、农机

手、养殖户，开展葡萄、梨树化肥、农药安

全使用、蔬菜用药安全、植保栽培及档案

渔业、养殖水产品监督管理培训等专题

培训。农业执法人员上门至专业合作社

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上海市农药

经营使用管理规定》《宝山区农业投入

品管理制度》和《宝山区农业产品管理

制度》，提高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监管

者的质量安全意识。通过各种形式共开

展农民培训３９期，培训农民３０５２人次，
发放各类技术资料５４５０份，现场技术咨
询３７０人次。

■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发挥宝山区
农业网的窗口作用，及时发布区农业最

新动态，全年发布信息 １０００余条。上
报为农信息服务平台信息９００条、上海
农业技术网 ３００条。上海 １２３１６“三
农”服务热线宝山分中心针对农民关心

的热点问题，与科技入户专家队伍相衔

接，加强解决问题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组织市、区两级组成的农业专家 ８０余
人次到现场为村民解答问题，累计发放

宣传资料 ５０００余份，各类科普材料
３５００余份，３６００余名农民参加互动咨
询。做好“农民一点通”设备的更新工

作，确保“农民一点通”正常运转，并加

强对监管平台的宣传工作，扩大影响

力，提高利用率。

■农业科技入场指导　年内选派５０名
中高级农业科技人员到各个农场、合作

社担任技术副场长和指导员，比上年增

加２２名。在科技入场入户指导中，采取
与项目实施相结合，提高示范效果，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通过科技入户，开展“蔬

菜移栽、收获机械试验”“测土配方肥普

及”“病虫害统防统治行动”等科技工

作。全区粮食生产全部实行集体规模种

植，全年水稻平均亩产达到６０４公斤，再
次刷新高产记录，实现“七连增”。主要

种植宝山区培育的罗麦系列小麦，小麦

单产２４９２公斤。顾村硕育粮食专业合
作社小麦示范方连续７年获市小麦示范
方建设一等奖。

■立案查处农药产品案　３月，区农业
委员会执法大队在市场检查中发现，上

海德诚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第三十一分

公司存在经营“过期农药”产品的行为。

经调查，当事人经营超过产品质量保证

期的农药，且未注明“过期农药”字样，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违反《农药

管理条例》。鉴于该公司配合调查，主动

上交涉案产品，如实提供相关材料，且未

造成危害后果，给予其从轻处罚。４月
２６日，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对该企业作出予以警告，并罚款１０００元
的处罚决定。 （张晓鸣）

种植业
■概况　全年实现种植业产值２１８９８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６％。粮食播种面
积１２２７８公顷，减少３８１２７公顷，减少
２３６９％，总产值２５８８６万元。其中：小
麦４５０９公顷，减少３２９８％；水稻７７６９
公顷，减少２０５％。粮食总产量８７２９７
吨，减少 ３１７７５吨，减少 ２６６８％。其
中：夏粮１６８５１吨，减少５１２２％，产值
３９７７万 元；秋 粮 ７０４４６吨，减 少
１６６６％，产值 ２１９０９万元。全区蔬菜
面积 ５９１３３公顷，减少 ５２公顷，减少
８％；全年上市蔬菜 ５２２万吨，减少
５９％；蔬菜产值１１２亿元，增长１８％。
食用菌总上市量 ９６９４吨，产值 ０１１７
亿元，下降 ８７９４％。果树面积 ２９８９７
公顷，水果总产量 ４８０２７吨，减少
２１１１％；总产值 ６２３０１万元，减少
９１７％。西甜瓜等经济作物面积 ４１１
公顷，总产量 １５５３６吨，产值 ７０９７
万元。

■农业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优良品种
示范推广。粮食作物新品种覆盖率超过

９５％，良种覆盖率１００％。完成全区杂交
水稻种植任务，推广高产优质杂交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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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花优 １４”，引进试种“甬优 ５３８”
“甬优１５２０”。推广各类新优蔬菜品种
１２８个。（２）新技术示范推广。全年建
立１０个小麦丰产方，面积２３００亩，占全
区小麦面积的３４％，平均亩产２８９５公
斤，比区平均亩产增产４０３５公斤，增产
率１６１７％。建立１６个水稻丰产方，面
积共 ４９４５亩，占 全 区 水 稻 面 积 的
４２４％，水稻平均亩产６４５５公斤，比区
平均亩产增加６０５公斤，增长１０３％。
罗泾镇沪宝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推广

池塘生态养殖，形成水产养殖特色，在

第十届“王宝和杯”全国河蟹大赛评比

中再次获“金蟹奖”。（３）蔬菜品种结
构。全区全年种植蔬菜 １６９９９公顷，
复种指数２８７。叶菜类蔬菜种植面积
９７５公 顷，占 总 种 植 蔬 菜 面 积 的
５７４％。（４）农产品认证。至年末，全
区有３９５个产品（其中果品２４个，蔬菜
３２６个，粮食３７个，食用菌７个，水产１
个）获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比上

年增加 １５个产品。（５）新农药、新肥
料、新材料推广使用。为有效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全区推广使用商品有机肥

６０００吨，应用面积２７万亩次；配方肥
７７１５７吨，应用面积 １７万亩次；缓释
肥３０吨，应用面积０１２万亩次。推广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面积６６
万亩次；绿色防控技术 ０５万亩次，水
肥一体化技术０１５万亩次。

■病虫预测预报　开展麦子水稻和主要
经济作物的主要病虫测报工作，建立全

区病虫测报网络，全年麦子、水稻病虫预

报准确率超９６％，各种作物病虫草害防
治面积２５９万亩次。开展蔬菜病虫害
预测预报工作，收集病虫害测报信息

３５００条，发布蔬菜病虫情报１４期。开展
春季农田灭鼠工作，培训６８５人次，印发
资料２６０份，投鼠人员累计２８２人次，鼠
药覆盖面积 ２６万余亩，灭鼠效果
５０２％，保苗效果９１％。

■开展植物检疫执法　对全区种子企业
进行种子检疫证编号检查，调查种子门

店１６家、种子生产企业１家，检查种子
标签１６０个，合格率９８７５％。全年签发
蔬菜种子产地检疫合格证 １７张，开具
“农作物种子（苗）繁育基地检疫证明”

１９份，调运蔬菜种子１２个批次共５９９公
斤，包括甘蓝、青菜、芹菜、花菜 ４种作
物。设置有害生物监测点５３个，监测面
积２０５３６亩次，调查国家检疫性有害生
物３２种，上海市补充检疫对象４种，调
查重点有害生物１３种；调查检疫性有害
生物面积２１９１７亩次，花卉５８１６０株，瓜
果２２３００公斤；取样检验生物样品共２０４
个，种子抽样检测水稻６万公斤、小麦９
万公斤。全年查见有害生物葡萄根瘤蚜

４２亩，豚草１亩，捕获瓜实蝇３头、桔小
实蝇３０８头。 （张晓鸣）

养殖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７个规模畜牧
场。全生猪出栏０３５９４万头，比上年减少
５４３８％；鲜奶产量１４２６１吨，增长１７５％。
全年畜牧产值０７１８１亿元，减少２５９％。
水产养殖面积１４２０亩，渔业船舶３艘。
全年水产品总量２７９吨，下降１１４％；水
产品产值０１１６１亿元，下降４３６％。

■动物免疫　全年共免疫生猪口蹄疫
４１６２头次，猪高致病性蓝耳病 ２３１０头
次，奶牛三价口蹄疫８２８０头次，羊双价
口蹄疫５０５头次。禽流感免疫６８９６１羽
次。猪瘟免疫 ２６９４头次，鸡新城疫
４５６４０羽次，牛炭疽２６２５头，羊小反刍兽
疫３３４头次。免疫犬２４６万条，其中控
养犬２１３万条，农村犬０３３万条，城镇
犬免疫数继续保持全市领先。

■动物疫病监测　全年共监测重大动物
疫病免疫抗体２７１批次、３７０３份样品，完
成上下半年Ｈ７禽流感疫情动态风险评
估工作。监测牛结核病５４８３头次，结果
全部为阴性；牛布氏杆菌病３８７６头次，
阴性数３８７１头，阳性数５头，全部作无
害化处理。开展宠物病原学检测，累计

检测犬猫弓形虫等各类疫病 １３０批次
６０９份样品。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全年共收集来
病死猪１４０６头１３２７０公斤，染疫奶牛４９
头２６３７０公斤，统一送交处理站进行无
害化处理。

■违禁药物检测　全年共检测３１０９份
样品，其中盐酸克伦特罗８０３份样品，莱
克多巴胺６０９份样品，沙丁胺醇６０９份
样品，齐帕特罗和赛庚啶１０８８份样品，
阴性率均为１００％。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全面监管区
内持有养殖证的９４６７公顷水面，年内
共进行４次渔业环境水质监测，监测水
样分析９项指标，常规检测指标全部在
《淡水养殖水质管理指标》以下，总体情

况较好。印发《水产养殖禁用药物清

单》《常用渔药及使用方法》等宣传资料

４３７份。组织实施淡水养殖专题培训７
期，培训２００人次。全年鱼病现场出诊
８３次，分析病情，确定治疗方案，指导正
确用药，降低水产病害的发生率，减少养

殖户经济损失。 （张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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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业·房地产业
■编辑　吴思敏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参建的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上海宝冶／提供

建筑业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实现建筑业增加
值６５３８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８％。区域
内三级资质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

业总产值６１６５５亿元，下降４１％，其中
在外省市完成产值 ４１２０６亿元，下降
３７％；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３３２３万平方
米，下降 ２８７％；竣工面积 ６７３万平方
米，下降２５５％。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上
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宝冶”）合同签约额５０９亿元，营业收入
２４０亿元，利润总额８２亿元，经营业绩
位居中冶施工企业首位，连续两年获中

冶集团年度突出贡献奖、全面完成预算

奖、市场开发奖以及科技创新先进单位

等荣誉。上海宝冶发布《“四五”战略规

划》和《合创之道》文化手册，以成为“综

合实力最强、品牌形象最佳、发展质量最

优、幸福指数最高”的建筑企业集团为愿

景，向“最具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建筑企业

集团”前进。

年内，公司以市场为导向，聚焦总承

包业务、专业业务、投融资三大领域，完

善并增强投融资职能，巩固及拓展海外

业务，整合拳头产业，打造宝冶钢构旗舰

版，推进与中冶东方的整合及业务重组，

打造冶金 ＥＰＣ全产业链优势。全年上
海宝冶合同签约额５０９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４９亿元，增幅达４１４％。调整经营
思路，在“大”上下功夫。围绕“大区域、

大客户、大订单”理念，从经营项目向经

营大区域、经营城市转变，围绕城市基建

和开发做文章，先后中标贵州新蒲综合

管廊及标准厂房项目、黔东南州“十三

五”农村公路等项目；经营小项目向经营

５个亿以上大项目转变，全年规模５０亿
元以上项目２项，１０亿 ～５０亿元项目６

项，５亿～１０亿元项目９项；坚持走中高
端路线，承接的长春龙翔国际、扬州京华

城、南京蜂巢酒店、东方龙之谷（国内最

大室内主题乐园）等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当地新地标和城市新名片，实现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双丰收；坚持开发、维护优

质战略客户，先后与徐州金鹰、大马钢

铁、保定万博、武汉天马等１３家战略客
户开展合作，形成稳定客户群体，并成功

开发华昌集团、恒大集团、大生农业集团

等优质战略客户。调整经营模式，在

“新”上做文章。重点聚焦“五大城市

群”（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三大城

市群、京津翼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目

标市场，持续围绕经济发展热点大区域，

搭建政企战略合作大平台，向城市轨道

交通、机场等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转型发

展。年内先后中标长 ４０００米、宽 ４５米
的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场道等

３个机场场道项目、全长１３公里设有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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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车站的贵阳地铁２号线；探索新型业
务模式，整合国内各大银行、基金、设计、

运营等资源，相继中标南京浦口新市镇、

宁国城北新区综合开发等 ＰＰＰ项目，促
进产融结合；依托中冶集团与各地政府

搭建的框架协议平台，引入社会资源和

社会资本，做好政府项目的前期营销策

划，先后与遵义市、贵阳市、铜仁市、许昌

市、濮阳市、禹州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框

架协议，并促成贵州新蒲综合管廊、标准

厂房项目、贵阳龙洞堡机场等项目落

地。年内，上海宝冶 １９个在建直管项
目以及２６２个二级单位自行管理项目
组织有序，承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郑

州乐海水世界正式开园，湛江二号高炉

提前点火投产成功，最大的海外项目越

南河静钢厂交付使用，２７２米高的长春
龙翔国际商务中心开工建设。全年获

国家级质量项１８项，省部级质量奖３０
项。参建的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

建工程（Ｔ２航站楼、综合交通换乘中心
及塔台小区）、哈尔滨大剧院、北京雁栖

湖国际会展中心３项工程获中国建筑
工程鲁班奖。“毛琪钦焊接创新工作

室”被上海市总工会授予首批５０个“上
海市技师创新工作室”称号，毛琪钦被

评为首届“上海工匠”。全年实施重点

技术开发项目５１项，完成结题验收４６
项，技术开发项目计划完成率达９０％；
完成１２项科技成果鉴定，其中 ７项成
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 １５项；部级工法 ５项；授权专利
１３２项，其中发明专利２３项，软件著作
权１７项。

表１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工程情况

工程名称 获奖名称 奖项级别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Ｔ２航站楼、综合交通换乘中心及塔台小区）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级

哈尔滨大剧院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级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级

无锡市轨道交通１号线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国家级

马鞍山市体育中心———会展中心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家级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二期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奖 国家级

北京金雁饭店重建工程 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国家级

邯郸客运中心主站钢结构工程（制作、安装） 中国钢结构金奖（国家优质工程） 国家级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二期建设项目综合交通换乘中心（ＧＴＣ）钢结构及金属屋面钢结
构工程（ＧＴＣＳＧ－０３标段）钢结构工程（制作、安装） 中国钢结构金奖（国家优质工程） 国家级

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钢结构工程（总包、制作、安装） 中国钢结构金奖（国家优质工程） 国家级

新疆库尔勒纺纱项目钢结构工程（总包、制作、安装） 中国钢结构金奖（国家优质工程） 国家级

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主场馆钢结构工程（制作、安装） 中国钢结构金奖（国家优质工程） 国家级

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场馆钢结构工程（总包、制作、安装） 中国钢结构金奖（国家优质工程） 国家级

天津忠旺铝业有限公司特大高精铝及铝合金加工材项目—１＃线热轧车间生产线建
筑安装工程

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中国安装之星） 国家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一期滨海图书馆 全国优秀焊接工程一等奖 国家级

大连维多利亚广场Ｂ塔楼钢结构工程 全国优秀焊接工程一等奖 国家级

中国医科大学新校区体育中心体育馆工程 第三届金属围护系统工程“金禹奖” 国家级

珠海十字门国际会展中心 第三届金属围护系统工程“金禹奖” 国家级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一期工程Ｂ２地块１０＃ 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市优质工程） 省部级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一期工程Ｂ２地块４＃ 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市优质工程） 省部级

上海中国博览会会展综合体（北块）工程 上海市“金钢奖”特等奖 省部级

上海中国博览会会展（北块）二标段Ｆ２小展厅通道工程 上海市“金钢奖” 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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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程名称 获奖名称 奖项级别

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工程 上海市“金钢奖”特等奖 省部级

衡阳市新一代多普勒天气雷达塔楼工程 上海市“金钢奖” 省部级

天津中旺１＃热轧车间生产线建筑安装工程 上海市“申安杯” 省部级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经济适用房一期工程Ｂ３地块８号楼安装工程 上海市“申安杯” 省部级

埃马克金坛新建工厂项目安装工程 上海市“申安杯” 省部级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新建配套附属用房工程 江苏省“扬子杯” 省部级

镇江体育会展中心项目 江苏省“扬子杯” 省部级

无锡市惠山区ＸＤＧ－２０１２－３９号地块型经济创业中心一期Ａ地块（裙房） 江苏省“扬子杯” 省部级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公寓式酒店工程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省部级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喜来登酒店工程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省部级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国际会议中心工程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省部级

深圳投行大厦（第一创业大厦） 广东省建设工程优质奖 省部级

珠海十字门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公寓式酒店工程 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省部级

天津中旺１＃冷轧车间工程 天津市建筑工程“结构海河杯”奖 省部级

天津中旺２＃冷轧车间工程 天津市建筑工程“结构海河杯”奖 省部级

郑州和新郑卷烟厂联合易地技术改造项目联合工房Ⅰ－Ⅳ工程工程 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奖 省部级

上海绿谷（本溪）制药有限公司新建９７１提取车间Ａ 辽宁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 省部级

上海绿谷（本溪）制药有限公司新建ＧＭＰ培训中心 辽宁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 省部级

沈阳华府新天地（二期北区）Ａ１＃楼 辽宁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 省部级

阜新宝地太阳广场２＃楼 辽宁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 省部级

阜新宝地太阳广场５＃楼 辽宁省建设工程优质结构 省部级

湖南娄底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原料工程一标段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马鞍山市体育中心———会展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炼铁工程（１＃高炉）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省部级

宝山区月浦镇沈巷社区Ｃ－１地块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设计二等奖 省部级

表２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获 奖 项 目 获奖名称 颁奖机关 备注

大型板带轧机在线整体校正技术研究与应用 科技成果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科技创新奖 一等奖

大型转炉三点球面支承装置在线快速更换技术 科技成果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科技创新奖 二等奖

医药行业生物型洁净室优化设计及施工技术研究 科技成果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科技创新奖 二等奖

小夹角斜交裸露钢管混凝土柱超高层结构设计、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科技成果 上海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在建地下结构周边建筑动态监测与安全风险评估技术 科技成果 上海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建筑隔震技术研究及复合材质组合式隔震支座开发应用 科技成果 中冶集团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大型热态智能湿法喷涂装置及工艺研究与应用 科技成果 中国钢铁协会冶金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大型高炉技改建造综合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科技成果 中国建设工程施工技术创新成果奖 三等奖

圆管杆件与复杂节点承载力及弯管成型技术研究 科技成果 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超大跨度椭球形钢桁架弦支穹顶组合网壳结构 施工关键技术 科技成果 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大型高炉技改建造综合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科技成果 中国建设工程施工技术创新成果奖 三等奖

圆管杆件与复杂节点承载力及弯管成型技术研究 科技成果 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超大跨度椭球形钢桁架弦支穹顶组合网壳结构 施工关键技术 科技成果 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大跨度桁架式结构组装与提升关键技术 科技成果 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巨型网格—弦支索系组合钢结构绿色信息化建造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科技成果 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

（许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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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６年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奖重要工程项目

序 号 获奖项目 奖项名称

１ 南京光伏发电工程 上海市“申安杯”优质工程奖

２ 宣钢干熄焦及发电工程 上海市“申安杯”优质工程奖

３ 松江佘山项目１０＃、１１＃两栋楼 松江区“茸城杯”优质结构奖

４ 华菱安赛米塔尔汽车板主体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

５ 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炼焦及煤精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

６ 太钢硅钢冷连轧改造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

７ 厦门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一期）１＃（地下室）、２＃、４＃
（地下室）

厦门市结构优质工程奖

８ 炼铁厂烧结节能环保配套原料场改造工程 上海市建设工程金属结构“金钢奖”

９ 厦门国贸金融中心工程 上海市建设工程金属结构“金钢奖”

１０ 宝钢湛江钢铁基地２０３０冷轧二标工程 上海市建设工程金属结构“金钢奖”

１１ ?山温泉度假村项目 镇江市“金山杯”优质工程奖

１２ 宝之云ＩＤＣ三期２号楼机电暖通安装工程第一步 上海市“申安杯”优质工程奖

１３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炼焦及煤精工程 上海市“申安杯”优质工程奖

（任　意）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上海统一企业饮料生产线项目效果图 摄影／熊　伟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五冶集团上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冶”）是

世界５００强上市企业中国中冶的成员
单位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核心子公

司，注册资本１０亿元，总资产６６９１亿
元。拥有冶炼、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等１０项壹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等７项贰级资质，具有地基与
基础、钢结构、机电设备安装、炉窑工程

等多项专业承包资质，拥有甲级建筑工

程设计、检测机构、房地产开发及多项

特种资质。至年末，公司在册职工２７８３
人，专业技术人员１７３８人，具有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超过５０％。上海五冶贯彻落实
“冶金建设国家队，基本建设主力军、新

兴产业领跑者”新战略，以“转型、提升、

扩张发展”为主线，围绕“项目投资、工程

总承包、钢结构及装备制造、房地产开

发”四大主业，打造“装配式建筑、城市停

车场、城市综合管廊、医疗康养项目、海绵

城市、智慧城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八

类新兴产品，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７１２７亿
元，利润总额１６７亿元。年内获各级省、
市优质工程奖１３项，各级优秀 ＱＣ管理
成果奖２１篇。获国家授权专利１２７项，
其中第十八届中国专利奖１项，省部级工
法８篇。获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
技创新先进企业”，继续蝉联“上海市施

工企业３０强”“上海市百强企业”以及
“上海市建筑业诚信企业”和“上海市诚

信创建企业”等称号，获“国家ＡＡＡ级安
全文明工地”“第四批全国建筑业绿色施

工示范工程”等各类标化建设及绿色施

工奖２８项。２人分别当选宝山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另有多个集体和个人获

“全国建筑企业优秀项目经理”“上海市

平安示范单位”“上海市工人先锋号”“上

海市建交系统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优秀

共青团员”“四川省优秀企业家”“建设工

程质量检测行业先进个人”等称号。

（任　意）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二十
冶建设有限公司隶属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是由中国二十冶集

团全资控股，以承建大型工业与民用工

程为主的国有综合性大型施工总承包企

业。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冶金、机电施工总承包等一级资质

及钢结构、地基基础、消防设施工专业承

包一级资质。２０１６年，公司相继组建西
北、华中、南京、海峡区域公司，扩大区域

覆盖面，优化区域布局。至年末，公司累

计新签合同１９５项，合同金额２５２亿元。
单项合同额超过亿元以上的共计３５项，
合同金额达２４１亿元，占合同总金额的
９６％。年内申报专利 １１１件，其中发明
专利５８件。“特大型空分装备利旧建造
新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冶金科技进步一

等奖，２项科技成果获中国施工企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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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上海大悦城一期西北地块商业项目（上图）、
　上海宝地东花园９号楼工程（下图） 摄影／熊　伟

表４ ２０１６年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工程及科技成果

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颁奖单位

中山医院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
优质工程）

中国建筑业协会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连铸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烧结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原料二标工程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制氧工程 全国优秀焊接工程一等奖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费列罗食品（杭州）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程 上海市金钢奖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中环线浦东段１１标项目 上海市金钢奖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烧结工程 上海市申安杯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连铸工程 上海市申安杯 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

超大跨度场馆类钢结构成套施工关键技术 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自流态超早强混凝土浇筑料的研究与应用 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特大型空分工程冷箱装置建造成套技术研
究及应用

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城市土岩地质超大深基坑整体逆作新技术 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冯杨杰）

一等奖，２项获二等奖，２项科技成果获上
海市级科技奖，４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２０１６年获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
综合实力排名３０强第１２名。年内，公司
大幅改善订单质量，全面修订管理制度，

逐步夯实管理基础；深入项目巡检，稳步

推进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借助财务共享中

心、采购中心和项目信息 ＰＭ系统，对分
包、采购、招标、结算和付款等关键环节实

现全流程监管。结合公司转型，加快“四

支人才”（项目经理、经营、技术、财务人

才）队伍建设，启用青年骨干，拓宽人力

资源渠道，发挥薪酬激励和导向作用，实

现企业加速发展。 （冯杨杰）

土地储备与供应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土地储备中心完成
土地储备 １１幅，总面积 ３４２公顷。其
中：经营性用地９幅，总面积２２０６公顷；
配套商品房用地２幅，总面积 １２１４公
顷。完成市政、公建类国有土地划拨１４
幅，土地面积７５２公顷。全年完成土地
出让１２幅（含动迁安置房、工业用地），
面积 ５８９公顷，成交总额 １５６５８１３亿
元。其中：经营性用地５幅（商办类３幅，
住宅或含住宅类２幅），土地面积３０５８
公顷，出让金额１４３１３６亿元；动迁安置
房用地３幅，土地面积１４７８３公顷，出让
金额１２１２１５亿元；工业用地４幅，土地
面积１３５５公顷，出让金额１３２３８亿元。

■土地储备与出让　 （１）科学合理编制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三年土地储备规划。按
照“符合规划、确保重点、稳定库容、合理

可行”原则，年内会同相关部门综合考虑

宏观政策、指标调控、资金平衡、动拆迁

等多方因素，完成《宝山区土地储备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和《２０１６年土地储备计
划》的编制工作。（２）贯彻落实土地储
备成本认定工作机制，年内召开２次土地
储备成本工作小组会议，共有２幅土地
储备成本认定、４幅审计价格决算、２幅
出让底价和出让方案通过会议审议。

（３）强化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全
生命周期管理工作是土地管理中一项全

新的工作，年内边学习边研究，广泛听取

相关部门意见，制定《土地出让全生命周

期实施意见》。加强与土地出让后续管

理相关部门的工作衔接，主动沟通协调，

掌握项目建设进度，逐步落实全生命周

期管理要素管理的日常监管，为土地出

让后续管理中取得阶段性进展提供

保障。 （黄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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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经营性用地、动迁安置、工业用地出让地块情况

分
类

序
号

地块名称
面　积

公顷 亩
容积率 规划用途

竞得价
（亿元）

单价
（万元／亩）

楼面价
（元／平方米） 备　注

经
营
性
用
地

１ 淞南镇Ｎ１２－０１０２单元０４－
０１地块 ５．２１６９９ ７８．３ ２．０ 商业商务

办公
７．３６６ ９４１ ７０６０ ２月２日，阳明凯峡有限公司

２ 宝山新城顾村 Ａ单元 １０－
０３、１０－０５地块 １０．６３６９２ １５９．５５ １．５

１．０ 住宅商业 ５８．０５ ３６３８ ３６９６２ ６月１日，上海坤安投资有限
公司

３ 罗店大居半带商办地块 ３．０１８５１ ４５．２８ １．５ 商办 １．８１ ４００ ３９９８ ７月７日，上海旭技实业有限
公司

４ 宝杨码头圈围 Ｂ－３、Ｂ－４
地块

４．６８８４３ ７０．３３ ３．５
３．０ 商办 ８．０１ １１３９ ５０４６ ７月１３日，绿地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５ 顾村镇Ｎ１２－１１０１单元０６－
０１地块 ７．０２１０４ １０５．３ １．８ 住宅 ６７．９ ６４４８ ５３７２７

８月１７日，厦门建呈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兴悦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

小　计 ３０．５８１８９ ４５８．７６ １４３．１３６

动
迁
安
置
房
用
地

６ 大场镇祁连社区 Ｗ１２１６０１单
元Ａ３－０４地块 ２．００４４４ ３０．０７ １．８３ 住宅 １．２７６８ ４２５ ３４８１ ４月１１日，上海宝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７ 宝山新城杨行东社区 ＢＳＰ０－
０８０１单元０９－０１、０４－０２地块 ５．２８４７ ７９．２７ １．６ 住宅 ３．８０６４ ４８０ ４５０２ ６月２日，上海宝山西城区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８ 顾村镇刘行社区ＢＳＰＯ－１３０２
单元Ｆ－４地块 ７．４９３８６ １１２．４１ ２．３ 住宅 ７．０３８３ ６２６ ４０８４ １２月５日，上海住保北程置业

有限公司

小　计 １４．７８３ ２２１．７５ １２．１２１５

工
业
用
地

９ 宝山工业园区南区块２０１４０８
号地块

１．３６４０５ ２０．５ ２．０ 工业 ０．１９０６ ９３．２ ６９９ ２月４日，上海国缆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

１０ 宝 山 工 业 园 区 北 区 块
２０１４０１Ａ号地块 ５．５０１９ ８２．５ ２．０ 研发总部

用地
０．５１１７ ６２ ４６５ ３月２２日，上海金讯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１１ 宝 山 工 业 园 区 北 区 块
２０１４０１Ｂ号地块 ５．２３９５３ ７８．６ ２．０ 研发总部

用地
０．４８７３ ６２ ４６５

１２ 宝 山 工 业 园 区 北 区 块
２０１４０１Ｃ号地块 １．４４２０７ ２１．６ ２．０ 研发总部

用地
０．１３４２ ６２ ４６５

小　计 １３．５５ ２０３．２ １．３２３８

合　计： ５８．９１２４４ ８８３．６８９ １５６．５８１３

（黄杰夫）

住宅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以下简称“区房管局”）重点抓好住

宅配套设施建设任务，抓质量打造住宅民

心工程，推进节能省地型住宅建设。全年

新开工住宅面积１０８１２万平方米，其中
保障性住房３８５１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保
障住房１３７３万平方米、市属配套商品房
５９９万平方米、区属配套商品房１６２８万
平方米，配建保障房２５万平方米）；住宅
竣工面积１６７９３万平方米，其中保障性
住房７２万平方米（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１６２１万平方米、市属配套商品房２３１４
万平方米、区属配套商品房２９９５万平方
米，配建保障房０１５万平方米）。全年完
成居住区绿化面积４０３７万平方米，围墙

透绿长度１７９万米。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全年实现住宅公
建配套新开工面积６０３１万平方米，竣
工公建６８０８万平方米。征收城市基础
设施配套费１３９２９７７万元（含轨道交通
费，其中缴纳至区财政配套费共８７３８７９
万元，缴纳至市财政配套费共 ５１９０９８
万元）。征收罗店大居建设分摊费

２７００７１万元，征收南大地区建设分摊
费１４２９４８３万元。安排城市基础设施
配套费投资建设市政、公用、公建配套设

施资金 ２１８７５２３万元，其中市政、公用
配套建设资金１４７９２１９万元，公建建设
资金７０８３０４万元。完成丰皓路、祁康
路、瑞丰南路、规划路、白荡河路相关前

期工作。电台路、苏家浜路、宝荻路、规

划二路、规划四路、规划六路、绿龙路基

本建设完成，共宝路、联汇路、共富路、联

杨路、大场路、走马塘路、规三路完成施

工、监理招投标。推进南大整治区相关

道路建设工作，其中汇丰路、丰鰑路一

期、鄂尔多斯路开展建设，鄂尔多斯路二

期基本完工。

■加快住宅全装修进程　加快新建住宅
产业化进程，明确年内出让的住宅用地

全装修比例为中心城内６０％、中心城外
３０％，并要求在出让文件等资料中予以
注明。全年全装修住宅竣工面积 ２２３
万平方米。

■推进装配式住宅建设　根据《关于开
展２０１５年装配式建筑年度落实情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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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编制２０１６年度实施计划方案的通
知》要求，住宅用地１００％实施装配式建
筑。拟在计划出让的经营性用地１０３９１
万平方米住宅用地中落实１００％装配式
住宅要求，在保障性用地中落实１８０万平
方米装配式住宅，确保新出让住宅地块装

配式比例要求。全年在出让地块中落实

装配式住宅项目２个，建筑面积２８６万
平方米，其中装配式建筑面积２８６万平
方米，达到１００％要求。 （吴　瑶）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房管局共核发“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２７张，批准预售面积
９３５７万平方米；核发“商品房销售方案
备案证明”４０张，建筑面积８１９万平方
米；核发“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２３
张，建筑面积１６７９３万平方米。

■指导开展动拆迁管理　年内派出工作
人员驻扎基地，指导街镇依法依规开展房

屋征收（拆迁）工作。全年共完成削减２
个存量基地，动迁居民 ２２８户，企业 １０
家；作出行政裁决 １５件，经调解签约 ３
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１０户，强迁３户。
拆除房屋工地备案１９个，拆除旧房３２万
平方米，做到安全无事故。推进南大地区

国有企业剩余地块征收签约，签约５５个
单位地块，２６个单位地块交地；启动轨交
１５号线南大路站居民征收相关工作。

■开展房产测绘　完成罗店大居、大场
南大地块等经适房和动迁安置房交付实

测。全年共完成房产测绘 １７８项。其
中：单位发证测量７５项，测量房屋建筑
面积 １２２５万平方米；商品房预测 ４７
项，房屋建筑面积２２１８万平方米；商品
房实测５６项，房屋建筑面积２７２９万平
方米。全年收费８９５万元。

■加强房地产档案管理　全年接收各类
档案 １９２６３０件。其中：文书档案 １３４４
件，成果档案 １００件，财务档案 ６００件，
拆迁许可证５８件，拆迁裁决２４０件，预
售许可证３２件，销售方案备案３２件；住
宅交付使用３４件，维修资金开户２０件，
维修资金划转２０件；房地产权证８１１１４
件，其他权利登记１０９０３６件。全年提供
对外查阅档案 １３７６２１人次 １３９６２１件，
完成全文扫描６５１９６件，共４６３７２１３页。

■推进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全年完成１０２户售后公房出售，面积

５５５００８平方米，实收房款 １６９９５１４元。
有限产权接轨５６户，建筑面积３５８５７８
平方米。公房租赁凭证换发１９８户（系
统公房），外地退休职工以及军人配偶在

沪住房证明４９户。抵押房屋核查３户。

■加强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组织做
好“三审”（审核、审价、审计）工作，全

年归集维修资金 ２５１亿元，其中归集
开发企业项目 ３９个，金额 １４８亿元。
维修资金专户划转至１６个业主大会账
户，共划转资金１５２亿元。审核２３个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审价６３
个项目，审核资金 ２０７２７９万元，核减
１８６８２万元。完成３２个业委会换届审
计工作。

■开展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检查　
做好辖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

检查。至年末，在宝山备案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共 １１０家，其中一级 ３家、二级 １１
家、三级１２家、暂定８４家。受理房地产
经纪企业备案申请新增６家、注销５家，
梳理超过有效期房地产经纪企业，全区全

年等级备案房地产经纪企业共３３６家。
（吴　瑶）

住房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房管局做好保障性
住房建设与配套同步推进工作，落实“四

位一体”（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廉租房、

公租房、动迁安置房）住房保障体系，实

现“住有所居”目标。推进廉租住房工

作，推动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管理工

作，继续推进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加强廉租房管理　按照廉租政策，应
保尽保，完成受理审核及廉租租金发放

工作。全年共享受补贴租金户１７８７户，
发放租金补贴１６２７４７万元。上半年实
物配租新增签约住户１８户，下半年启动
新一轮实物配租工作，６０６户家庭参加
摇号，其中３８３户参加选房。

■推进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　完成
２０１４年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２３２３户
选房家庭签约工作，共签约住房 ２２６８
套。完成２０１６年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
房申请受理工作，共受理３４３１户。

■加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全年共有
７２户单身申请人或申请家庭通过审核、
核定，并取得公共租赁住房准入资格确

认书，租房签约由申请房源所在项目运

营机构统一办理。年内新增 ２３４套公
租房。完成制定《宝山区公共租赁住房

管理办法》和修订《宝山区人才公寓租

赁资助与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推进

宝山工业园区公租房项目竣工验收和

顾村镇 Ｄ－６地块公租房项目收购
工作。

■推进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年内签订
大场镇祁连社区１２１６０１单元Ｂ３－０３地
块、大场镇 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０８－０２、３８－
０２地块、杨行镇 ＹＨ－Ｂ－１单元 １９－
０２、２０－０１、２１－０１地块等４个保障性住
房配建项目，共计配建２４０９５４８平方米
３６８套房屋。

■加快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　至年
末，区属动迁安置房开工３７万平方米，
基本建成６５万平方米。累计开工建筑
面积８８７８７万平方米，竣工交付建筑面
积７７６９２万平方米，入网销售 ７３６３９
万平方米。安置在外过渡动迁居民１４０９
户，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年度安置任务。

按照“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解决在外过渡动迁
居民安置实施计划”，核减在外过渡动迁

居民５５０８户。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至年末，
１９６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房建成１４９万平
方米，交付保障性住房 ２１万套。其
中，年内实现竣工４９万平方米，交付２１
万平方米，２８８０户居民年内陆续入住。
按照“一带两组团”（一带是沿美兰湖

大道规划的各类公建设施，以美兰湖大

道为界，将整个罗店大居公建设施功能

分布为南北两组团）公建城市设计，竣

工交付２０条道路、１所小学、１所初中、
３所幼托、４个菜场及１２条水系、１３个
绿化项目、污水泵站等。启动美兰湖路

沿街４５万平方米商业设施开发，７月
份挂牌出让。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顾村大型
居住社区由顾村新选址二号、顾村原选

址基地、馨佳园基地和顾村拓展基地组

成，竣工２５３万平方米，入住人口约 １０
万人。年内，顾村拓展区动迁腾地、土

地出让及住宅开发建设全面启动。土

地征收采取“实征实转”及“征转延时”

同步实施方式，“实征实转”批次全部下

达征地批文，“征转延时”１２个批次获
批４个。推进动迁工作，动迁腾地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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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工作相继展开。完成重点聚焦的５
块市属保障房地块法人主体招标，２个
开工地块开展方案报批。道路、河道、

绿化等市政设施同步实施，１０条道路等
施工许可证完成。邻里中心、幼儿园等

公建按需配建。初步确定优质教育资

源招商意向，推进南区产业园落地。完

成顾村原选址基地４号地块１７万平方
米施工许可证。

■市属经适房基地建设　祁连、胜通、共
康等市属共有产权房基地保障房约１００
万平方米。其中，庙行共康基地３２万平
方米全部交付使用，１所学校竣工开办，
南?藻路竣工备案；高境胜通基地２６万
平方米基本竣工，２所学校竣工开办；大
场祁连基地４０万平方米交付３４万平方
米，２所学校竣工开学，瑞丰路竣工
开通。 （吴　瑶）

老镇旧区改造
■概况　老镇旧区改造工作是解决百姓
“急难愁”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实

事工程，区房管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

进老镇旧区改造工作，主要涉及住宅修

缮、成套改造、旧里改造、老镇改造和城

中村改造。

■住宅修缮　全年住宅修缮工程共竣工
２３个项目１０１５万平方米。年内共出动
４２８人次对在建工地开展全覆盖检查，
发出整改通知单５４份并落实整改。完
成２０１６年工作考核目标的 ３１４８万平
方米老旧住房安全隐患处置工作，对有

安全隐患的城镇私房共发放“私有房屋

安全自查通知”２６５张。

■居民成套住房改造　全年共开工２幢
约０５万平方米，竣工４幢约１２万平
方米。桃园新村１５号～１６号房屋完工。
八棉二纺完成规划方案公示，并取得规

划方案批复，共４０２户居民签约２６６户。
泗塘二村１６号 ～１７号开工建设。海滨
新村１幢房屋开工在建。向阳新村西块
扩初评审及审图完成，规划许可获审批。

泗塘一村南块竣工１幢房屋，北块２号
“改”地块一期房屋居民开展签约工作。

长江路 ４１０弄 ８号 ～１３号居民回搬
入住。

■吴淞旧里改造　吴淞西块９０号地块
累计签约３３４证，尚余１９证。回搬安置

房开工建设，９１号地块累计签约３２０证，
剩余待动迁居民６３证。吴淞东块针对
基地内住房安全问题，聘请专业单位进

行危房鉴定，对鉴定为危房的聘请有资

质加固单位进行结构性加固，确保住房

安全防台渡汛。制定紧急情况人员疏散

等工作预案，确保紧急情况发生时居民

人身安全。针对基地环境问题，吴淞街

道每月安排清洁公司进行保洁和垃圾清

运，确保基地居民正常生活。

■老镇改造　大场老镇：动迁还剩余居
农民５户。加快推进二期商业项目建
设，分２个组团开工实施。罗店老镇：新
汽车站规划方案获批复，进入施工图设

计阶段，宝山寺祗园项目宝塔施工到第

４层，启动祁北路拓宽延伸居民动迁工
作。顾村老镇：将顾村老集镇纳入城中

村改造以推动老镇改造，改造方案通过

市级评审。启动民房与企业签约工作。

杨行老镇：以“城中村”改造模式推动杨

行老集镇改造，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完成，

并通过市级评审。

■城中村改造　全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共有４个，分别为庙行镇康家村、顾村镇
杨邢宅及

"

藻浜沿线，大场镇联东村、葑

村村、丰收村、丰明村“城中村”改造以及

大场镇场中村地块。４个“城中村”规划
调整报批和动迁工作按节点推进，庙行镇

康家村控详规划调整获批，大场联东村居

农民动迁基本完成。推进庙行镇康家村

剩余拆迁补偿工作以及顾村杨邢宅城中

村规划调整和上报。完成大场联东村、场

中村地块控规调整。 （吴　瑶）

房产交易
■概况　全年共实现各类商品房销售面
积２５０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１２８４％；销
售金额４９０亿元，增长２４４７％；平均单价
１９５８９元／平方米，增长 １０３％。存量房
成交面积３０６万平方米，增长１７８６％；成
交金额７００亿元，增长４１７８％；平均单价
２２９０８元／平方米，增长２０３％。

■房地产交易登记　全年共受理各类房
地产交易登记１４５９９３件，颁发房地产权
证８１１１４件，完成房地产抵押登记５７４３５
件。接待房地产登记信息查询９９５０３人
次，出具房地产登记簿 １２６０６１份，出具
房屋信息状况“查询结果”６５１７１件。

（吴　瑶）

物业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物业小区
７４０个，总建筑面积６０７４１１万平方米。
６０６个小区组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
会），组建率９５％。２３７个业主大会（业
主委员会）备案，其中新建１１３个，换届
９７个，变更２７个。发放２０１５年下半年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
资金４０５３万元。全年完成２０个物业管
理公开招投标项目、８个协议选聘项目，
完成业主共有产认定证明４４个。

■物业企业资质管理　加强对物业企业
的资质管理，全年办理１６家物业企业资
质申请，其中三级暂定资质９家，三级资
质２家，一级资质初审１家；办理物业资
质变更４家。至年末，注册宝山区的物
业企业１３６家，注册外区在宝山区从事
物业管理服务的企业８７家。

■房屋应急维修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呼叫中
心全年共受理案件１１１７６件，其中报修
８３７１件，投诉 ２８０５件；处置案件 １０８０６
件，其中报修８２２７件，投诉２５７９件。呼
叫中心负责转派的“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物
业报修案件４４０１件，投诉案件５５８６件，
均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反馈。房屋维修应

急中心共接报应急维修１１件，受理离休
老干部应急维修１２件，均处置完成。

■开展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全年接到各
类违法案件投诉５８４９件，扣除重复和非
区房管局受理范围的实际受理案件４９４１
件，其中违法搭建类６６３件，“群租”４１１４
件，其他１６０件。解除房屋登记７６２件，
拆除违法建筑６０４７９３平方米。行政处
罚１１件，罚款 ５６１万元。上报区政府
强制执行５件，上报法院执行６件，其余
均立案处理，立案率、及时率、处置率均

达１００％。

■开展“群租”整治　全年接到“群租”
信访投诉 ４８７１件，实际受理案件 ４１１４
件，发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４１０８
份。参与“群租”集中整治２０７次，拆除
分割群租房屋 ４０６１间（处），代为改正
３９４３户，自行改正 １１８户。新创建“无
群租小区”１２６个。开展“无群租小区”
回头看和“区级无群租示范小区”评定

工作。宝山区第一个“无群租大居”在

罗店大居挂牌。 （吴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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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

项目名称 面积、金额 比上年增减（％）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２６９．４１亿元 １２．４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１０８．１１万平方米 －３９．５８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１６７．９２万平方米 －３９．９４

商品房预售批准 ９３．５７万平方米 －３８．０２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２４９．９７万平方米 １２．８４

商品房销售金额 ４８９．６７亿元 ２４．４７

商品房平均单价 １９５８９元／平方米 １０．３

存量房成交面积 ３０５．５３万平方米 １７．８５

存量房成交金额 ６９９．３亿元 ４１．６６

存量房平均单价 ２２８８８元／平方米 ２０．１９

表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楼盘名称 套数 面积（平方米） 均价（元／平方米） 所属板块

信达北苑 １１８９ ９９８２４．０９ ２２７００ 罗泾镇

美兰湖中华园 ３６１ ８７６０３．１５ ３３９００ 罗店镇

紫辰苑 ７９０ ７８２４５．８７ ３５０００ 杨行镇

中铁建青秀苑 ８０７ ７７３２５．４９ ３９９００ 顾村镇

融创紫荆园 ５５４ ６７６５２．１４ ５１５００ 顾村镇

金地云锦苑 ５２２ ６４９３８．８９ ４１２００ 顾村镇

滨河华城 ４３９ ４５９２０．８ ５７４００ 大场镇

宝悦华庭 ４２５ ３７３８９．３８ ４５２００ 杨行镇

经纬城市绿洲家园 ３４７ ３５１７２．４２ ５２０００ 大场镇

远洋博悦花园 １５０ ３１６１０．７８ ３５６００ 罗店镇

　注：数据来源“网上房地产”

表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等级 企业名称

一级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二级

上海月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罗店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罗南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住联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凯通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房产经营公司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昌鑫（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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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质等级 企业名称

三级

上海新竹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海康德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庙行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祁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锦和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远正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保集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神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安居晟坤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表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房地产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序号 预售证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区域 批准日期
批准面积
（平方米）

１ ２０１５－００００７６４ 中铁房地产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 中铁建青秀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６．０１．０６ ３０１９６．６６

２ ２０１５－００００７６５ 上海融绿汇谊置业有限公司 融创紫荆园 顾村镇 ２０１６．０１．０６ ３８５８１．２６

３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０１７ 上海恒青房地产有限公司 宝山龙湖天街商业中心 顾村镇 ２０１６．０１．１５ ２９１０４．８６

４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０１８ 上海恒青房地产有限公司 宝山龙湖天街商业中心 顾村镇 ２０１６．０１．１５ ４２１１５．７７

５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０３２ 上海乾嵘置业有限公司 上坤购物广场 罗店镇 ２０１６．０２．０２ ２１６９０．９８

６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０５７ 上海景月置业有限公司 景瑞站前大楼 高境镇 ２０１６．０３．０８ ５９１８．９５

７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１３７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６．０４．１８ ４８５４３．０４

８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１７１ 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锦秋花园 大场镇 ２０１６．０４．２９ ２６２７６．７７

９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１７２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紫辰苑 杨行镇 ２０１６．０４．２９ ４３３６３．５９

１０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２０４ 上海中冶联杨置业有限公司 美罗家园宝欣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６．０５．１３ ８１６８９．００

１１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２０５ 上海宝山信达银晟置业有限公司 信达北苑 罗泾镇 ２０１６．０５．１３ ３６３４９．９６

１２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２７８ 上海安富鑫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金地云锦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６．０６．２３ ３５５７９．１８

１３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２８０ 上海新瞡储置业有限公司 瞡储佳苑 罗泾镇 ２０１６．０６．２４ ８７８３．９８

１４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３００ 上海上坤淞发置业有限公司 上坤淞南商都 淞南镇 ２０１６．０７．０４ ２９７３．６３

１５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３１３ 上海恒青房地产有限公司 宝山龙湖天街商业中心 顾村镇 ２０１６．０７．１３ ６９０８４．５６

１６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３１４ 上海恒青房地产有限公司 宝山龙湖天街商业中心 顾村镇 ２０１６．０７．１３ ２６３６９．６９

１７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３２８ 上海招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文景华庭 大场镇 ２０１６．０７．２２ ３２７７０．１７

１８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３４３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家园 大场镇 ２０１６．０８．０９ ２９３７０．４６

１９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３５２ 中铁房地产集团华东有限公司 中铁建青秀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６．０８．１１ ３１２６８．１９

２０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４０２ 永耀（上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嘉翠雅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６．０９．０８ ３６３８５．２３

２１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４２８ 上海宝山信达银晟置业有限公司 信达北苑 罗泾镇 ２０１６．０９．２７ ３７８８４．４６

２２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４４８ 上海康德利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中环国际公寓 庙行镇 ２０１６．１０．０９ ３４２３４．７５

２３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４４９ 正荣御园（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正荣美兰观庭 罗店镇 ２０１６．１０．０９ ４５６８１．６６

２４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４５８ 上海宝顺置业有限公司 美罗家园慧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６．１０．１０ ５５２６３．８０

２５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５１６ 上海招商宝欣置业有限公司 宝悦华庭 杨行镇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３３３１３．２９

２６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５３７ 上海安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美兰湖花园 罗店镇 ２０１６．１２．０９ ７９８４．５

２７ 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５８５ 上海中铁宝丰置业有限公司 中铁北辰时代中心 杨行镇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４４８９８．９９

（吴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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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审计
■编辑　吴思敏

财政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１４１６２３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４５％；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５０６２７９万元，增长
１４３２％。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呈现
三大特点：财政收入呈现平稳增长，全年

增幅基本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第二产业

对财政收入增长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全

区第二产业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２０％；
财政收入中存在一次性影响因素，其中

宝钢集团资产重组一次性缴纳区级契税

３６亿元。财政支出结构向社会事业、
重点项目、公共安全等领域倾斜，年内新

增支出安排老年综合津贴２３３亿万元，
落实镇保转社保补缴交费６９亿元。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压缩一

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制定《宝

山区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明确政府

购买服务范围，实现对政府购买服务目

录管理，使政府购买服务逐步成为政府

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之一。完善因

公出国（境）费用、车辆购置经费的预算

管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１１项，梳理出
５大类３３项行政权力清单和１３５项行政
责任清单并发至各部门，同时向社会

公开。

■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全年区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１４１６２３８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４５％，完成调整预算的 １０１３１％，加
上市对区补助收入８２６６５８万元，市对区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３３００００万
元，全区可安排使用的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总计为２５７２８９６万元。全年区一般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２５０６２７９万 元，增 长
１４３２％，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９９４％，加上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３００００万元，当
年结余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６６１７万
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２５７２８９６
万元。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全年区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４３００９万元，比上
年 增 长 １５６０％，完 成 调 整 预 算
１０３７０％，加上市对区税收返还和专项
补助收入８２６６５８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
券转贷收入３３００００万元，减去区对镇税
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１１６５３７万元，区
本级可安排使用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

计为１８８３１３０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１８１６８７０万元，增长 １６４８％，完
成调整预算的９９９４％，加上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还本３００００万元，当年结余安排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６２６０万元，区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１８８３１３０万元。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全年区政府
性基金收入 １３１８０３９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１０４７３％，加上市对区基金补助收
入８９７５７万元，以及市对区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转贷收入１０亿元，全区可以安排
使用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１５０７７９６万
元。全年区政府性基金支出１３０４４４１万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４４９％。区政府性
基金结转下年支出 ２０３３５５万元。区本
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９１１７６４万元，比上年
增长２９５％，完成调整预算的９８８４％，
加上市对区基金补助收入８９６９１万元，
以及市对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１０亿元，区本级可以安排使用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总计１１０１４５５万元。区本级政
府性 基 金 支 出 ８９８１００万 元，增 长
３１７０％，完成调整预算的 ８５９８％。区
本级政府性基金结转下年支出 ２０３３５５
万元。

■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支　区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１０亿元，其中
用于安排轨道交通 １５号线、１８号线宝
山段前期相关费用１０亿元（说明：预算
执行中，根据《预算法》的规定，区财政

局编制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提交区七

届人大常委会议审查批准。主要是市财

政转贷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１０亿元，全部为新增债券，主要用于
重大公益性项目支出，以及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增长，相应增加安排政府性基

金预算支出）。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全
年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１７２４万
元，比上年增长 ３１４０％，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８４％，加上历年结转收入 １１０万
元，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１８３４
万元。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１５５６
万元，完成预算的９６０５％。其中：资本
性支出５６７万元，主要用于公益性设施
投资等支出；费用性支出 ７６６万元，主
要用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历史

遗留问题等支出；其他支出 ２２３万元，
主要用于国资监管等方面的支出。区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结转下年度支

出２７８万元。

■区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区对镇财
政转移支付 １３８５９０万元，完成预算的
１２０３０％。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８２３０１
万元，占比６０％；专项转移支付５６２８９万
元，占比 ４０％。主要用于加强镇级教
育、“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医疗卫

生和计划生育、社会保障、文化体育、城

乡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均衡保障，促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落实国家和
上海市各类“减税降费”政策。５月１日
起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

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全区

新增试点企业１８万余户。２月１日起
将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免征范

围扩大到按月纳税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

不超过１０万元的纳税人，降低中小企业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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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聚焦科创中
心重要功能区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改革财政科技资金管理，优化创

新创业服务体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

加力增效，出台《加快创新创业人才集聚

的实施意见》《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若

干扶持办法》。加快构建新型的政策性

融资担保机制，出资８７００万元参与设立
总规模为５０亿元的“上海中小微企业政
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缓解中小微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优化完善财政

扶持政策，制定《盘活低效存量工业用地

实施意见》，提高土地利用水平。

■推进区与镇增值税收入划分　按保持区
与镇收入格局总体稳定的原则，制订“全面

推开营改增试点后完善区与镇增值税收入

划分方案”，调动镇级积极性、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２０１６年镇级财力达到
６８９８亿元，比上年增加４６５亿元。

■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　适应深化政府
债务管理改革的新要求，制订出台“加强

宝山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通知”，加快建

立规范化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试

编中期财政规划，注重与区“十三五”规

划相衔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益

收缴范围，逐步提高收益收缴比例。将

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试编范

围由区本级延伸扩大到全部９个镇。

■推进财政信息公开　按规定时限做好
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预算、决算、三公

经费预决算公开。区本级所有预算主管

部门和单位除涉密单位外均按规定对外

公开本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

其中部门机构设置、机关运行经费、部门

政府采购、资产情况首次对外公开，３０
个民生和重大实事项目进行联动公开。

首次全面公开区级政府举借债券情况。

部门预决算在原按财政拨款预算支出公

开的基础上，细化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　预算绩效目标编
制向镇级延伸，加大教育、卫生等重点支

出的绩效评价力度，推进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和专项资金政策评价。（１）重
点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系统建设，全年区

本级在系统内完成２０１７年部门预算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 ２７０９个，资金量
５２９５亿元，基本实现绩效目标申报
１００％的目标。（２）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机制，通过政府采购建立区第三方绩效

评价机构库。（３）拓展绩效评价范围，继
续推进专项资金政策评价和部门整体支

出绩效评价。全年重点开展的绩效评价

项目２７个，总资金量５３７４亿元。

■提升国资经营预算管理水平　扩大国
资预算收益收缴范围，建立覆盖全部国有

企业、分级管理的国资预算管理制度，全

年国资预算收入１７２４万元，比上年增长
３１４０％，完成年初预算１００８４％。国有
资本收益收缴比例提高到１５％ ～２０％，
将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全部纳入预算管

理范围。完善国资经营预算草案编制，增

加反映国资收入明细报表，统筹安排

２０１７年国资经营预算支出，安排部分国
资经营预算支出补充区级社会保障资金。

■规范政府债务管理　规范地方政府债
务和政府债券管理，严格控制政府性债

务，制定《宝山区地方债务管理办法》，

下发“关于加强宝山区地方债券核算管

理的通知”，与市级财政签订债务转贷协

议，与镇、园区签订债券转贷协议，落实

全年新增债券资金４０亿元相关项目，完
成３亿元置换债券的库款垫付工作，规
范政府债券会计核算。

■加强库款和国库现金管理　结合预算
执行情况，合理测算国库资金收支情况，

在确保库款支付安全的前提下，力争库

款保障率和库款相对水平保持在较低水

平。完善国库现金管理，开展对镇级财

政资金安全重点检查，做好财政专户清

理工作，区级账户由原有１６个专户精简
为６个，镇级专户从 １１８个精简为 ３５
个。深化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探索扩大

街道、园区以及差额单位纳入国库单一

账户和公务卡改革的体系。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清理财政专
户，实施国库现金管理。继续完善结转

结余资金定期清理和统筹使用长效机

制，多筹并举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梳理

区财政存量资金规模，制定下发“关于盘

活部门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全年收

回部门财政存量资金１８亿元，房地局
２５亿元，化解存量资金１０亿元以上，对
盘活的财政存量资金，统筹用于改善民

生等重点领域。

■加强会计管理基础建设　落实预算单
位财务管理和内控规范的建设，健全预

算单位财务会计管理，开展预算单位财

政财务人员专题培训，全区各镇、街道、

园区和行政事业单位计１００余名财务人
员参加培训。组织开展《会计法》问卷

调查，共有９９６人参加调查问卷。落实
会计人才培养规划，推荐优秀人才和总

会计师参加专题培训。贯彻落实《会计

档案管理办法》，平稳做好新旧《会计档

案管理办法》转换衔接。加强小微企业

财务会计培训咨询基地建设，开设１７期
培训班，提供公益性的专业培训 ２４７９
人，咨询服务１１３次。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以建设“宜居、宜
业、宜游”村庄为导向，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投入１１５３万元推进村庄改造
工程和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完成 ３７４
户市级村庄改造项目。支持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７００万元支持月浦、罗泾镇
５４３户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工程，有
效减少农村点源污染。

■落实农业产业化支持政策　扶持具有
区域特色农产品发展，投入１２００万元支
持全区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完成球根

花卉种球生产基地、超大食用菌（三期）

等项目建设。落实区“１＋９”产业化配
套政策，对全区２７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给
予财政扶持。加强政策引导，４家企业
通过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评

审，超大牌香菇获第十四届国家农产品

交易会金奖，长江口大闸蟹蝉联２０１６年
全国河蟹大赛“金蟹奖”，“宝农３４”在上
海优质稻米评选中实现六连冠。

■加大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　区本级教
育支出３５０８１８万元。主要用于教育管
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１５３４６４
万元，区教师进修学院等项目以及各类

教育教学活动、教育教学仪器设备购置

等支出 ４２３１０万元；教育费附加支出
１２５１００万元，市拨大型居住社区教育设
施项目建设和教育发展专项支出１８２６０
万元；地方教育费附加支出５１００万元。
支持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落实义务

教育绩效工资改革。区本级科学技术支

出５２７１９万元。主要用于科学技术等管
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１１８１
万元，科普经费、科技发展基金、人才发

展资金以及支持先进制造业、节能减排、

危化企业调整等产业扶持等专项支出

４６５４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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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文化体育与传媒事业发展　区本
级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２５３６８万元。主
要用于文化、体育、广播电视等管理部门

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１０２９８万元；
区文化馆修缮、通河市民健身活动中心

大修等经费１９６７万元；支持公共文化事
业、群众体育活动等支出７９５４万元。支
持村居（社区）综合文化活动室创建、公

共文化资源配送平台建设。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支持优秀作品创作。推动全面

健身战略，加大全民健身设施投入，做好

各项赛事的经费保障，促进体育产业

发展。

■加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区本级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４７８６５万元。主要
用于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

基本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社保缴费

等基本支出１３６９８万元；张庙、淞南等养
老设施建设支出３６０４万元；促进就业补
助支出４６０７３万元；各类生活保障救助
支出３５３３３万元；养老机构日常运行、老
年津贴等老年福利支出２９６１９万元；退
役士兵安置、军队离退休人员、双拥活动

等支出１６５４７万元。完善区级创业带动
就业政策，重点支持困难人群就业帮扶。

拓宽地方教育费附加使用范围，加大职

业技能培训。实施老年综合津贴新政，

落实全区 ２１万名老年人的津贴发放。
安排资金６９亿元落实被征地人员社会
保险制度的调整。推进养老设施建设，

扩大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

■推进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改革　区本
级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１３９７２６万
元。主要用于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及

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

职工医保缴费等基本支出５７６２８万元；
罗店医院、市一医院宝山分院等医疗卫

生机构建设１２６２０万元；社区公共卫生
服务、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补贴等支

出２７１７６万元；卫生医疗设备更新、信息
化建设等支出１４８９５万元；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生

育等经费支出１９７９７万元。持续推进社
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

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明确财政补偿标准，

完善以评价结果为依据的公立医院财政

补偿机制。

■城乡社区支出近３６亿元　区本级城
乡社区支出３５９３４２万元。主要用于城
乡社区管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

出１９６７１万元；市政道路、管道、桥梁修
复养护等支出１００７０万元；市容绿化养
护等支出１１５４５万元；城乡社区环境卫
生等支出 ３９８４７万元；轨道交通 １５号
线、富长路改建和 Ｓ７新建工程 ２３３７００
万元；老公房燃气内管改造、公共自行车

服务网点建设维护、售后房物业管理费

补贴等支出１１８１７万元；街道社区管理
等支出１４８３３万元。

■增加农、林、水务支出　区本级农林水
支出１４１３７０万元。主要用于农林水管
理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９８８９
万元；农业规模经营、生态公益林、美丽

乡村建设等支出８７３１万元；骨干河道整
治、农田水利建设、防汛等支出２５１９２万
元；排水系统改造６６３００万元、水环境整
治启动经费１００００万元；农业技术应用
推广实训基地建设２０００万元。

■落实扶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强化“１
＋９”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执行，监管落
实财政专项资金审核、拨付及绩效管理。

拨付各类扶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３３７５０
万元，包括预算内安排３３１５６万元，转拨
中央、市级资金５９４万元。其中：先进制
造业专项资金３３２６万元；节能减排专项
资金１１９９万元；服务业引导资金 ３８２１
万元，金融服务业引导资金２９４５万元，
文化创意专项资金１９２３万元，配套资金
６６０５万元。 （胡　军）

税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税务分局（以下简
称“区局”）设１０个职能科室和机关党
委办公室，设置１个副处级非全职能稽
查局，稽查局内设机构为综合科（举报中

心）和案件审理科。下设基层税务所２１
个，其中１４个征收管理所（含一所办税
服务厅和十八所房产交易办税服务厅），

１个涉税事项审批所，１个风险管理所，２
个评估所，３个检查所。区局设有一所
办税服务厅与十八所房产交易办税服务

厅，其中一所办税服务厅分为东部和西

部两个机构，即：一所铁山路办税服务

厅、一所沪太路办税服务厅。区局年内

以组织收入、体制改革、“互联网 ＋”、依
法治税、纳税服务、队伍建设为抓手，发

挥税收职能作用，推动各项税收工作有

序开展。组织完成新一轮等级税务员评

定工作，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评

选一级税务员 ５０人、二级税务员 １３５
人。全年查办信访举报件６件（其中重

复件４件），核实均为失实举报。依托税
务学会平台，开展税收调研工作，全年形

成调研课题１６篇。在上海市税务学会、
上海市国际税收研究会２０１５年税收课
题优秀论文评选中，区税务学会课题组

的“税会差异与企业所得税管理的对策

研究”获市学会、市研究会立项课题优秀

论文二等奖。区局组织绩效年度总成绩

在上海税务系统征管分局中排名第三

位，分档位列第一段。区局团委获２０１５
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委标兵”称号，

第一税务所、第十二税务所、第十八税务

所获“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青年文明
号”称号，第一税务所获“上海市青年五

四奖章集体”称号。在市局执法督察项

目评审中，上报的“案头分析锁重点，指

标关联防风险———房产税征收管理督察

项目”获一等奖。全年有２８篇新闻稿被
各级媒体录用，其中《新民晚报》《解放

日报》各１篇、《中国税务报》３篇。

■税收总收入增加１４９亿元　全年完
成税收总收入３５４１０亿元，比上年增收
１４９０亿元，增幅 ４４０％。区级税收完
成１２６８０亿元，增收 １２９０亿元，增幅
１１３０％。六大支柱行业（工业、建筑业、
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商务服务

业、交运仓储邮政业）“五增一减”（工

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租赁

商务服务业增收，交运仓储邮政业减

收），共计完成税收收入１１４３０亿元，占
税收总量的９０１０％，增收１１２０亿元，
增幅１０８０％。

■区级税收特点　（１）区级收入增幅较
高，快于中央、市级两级收入。全年税收

总收入增长４４０％，其中区级收入增长
１１３０％，中央级收入下跌１６０％，市级
收入增长５７０％。（２）收入运行前高后
低。上半年区级税收增幅２０１０％，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６３４０％，其中一季度完
成全年收入任务的３４％，３月单月完成
２０亿元，增幅高达７９％，上半年进度达
到历史高位。下半年区级税收基本与同

期持平。（３）多税种呈个位数增长，地
方小税种增幅有所回落。主体税种中，

增值税和营业税总体增幅 ６％，企业所
得税在部分行业利润下滑和减免优惠双

重影响下增幅为５５０％，个人所得税则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增幅达１７９０％。地
方小税种中，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

税增幅均在５％左右，土地增值税、契税
增幅较高，分别为 ２０２０％、３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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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二、第三产业增幅差距缩窄，第三
产业占比基本持平。第二产业整体增幅

８１０％，第三产业增幅１０５０％，第二、第
三产业税收增幅趋近，差距由上年的１０
多个百分点缩窄至 ２４０个百分点。从
占比来看，第二产业区级税收占比

２２７０％、第三产业占比７３８０％，第三产
业占比较同期基本持平。５月“营改增”
全覆盖后，预算级次调整是第二、第三产

业增幅、占比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５）重点税源增长放缓，区级税收贡献
持续下降。２１００户重点税源企业实现
区级税收 ８０８０亿，增收 ２７０亿元，增
幅３４０％，区级税收贡献 ６３７０％。从
区级税收贡献看，２１００户重点税源企业
区级税收贡献为 ６３７０％，比上年下降
４９０个百分点。由于重点税源企业中
房产企业较多，其税收产出周期对区级

税收贡献产生一定影响。

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宝山区税务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共同开展志愿
服务 摄影／赵剑松

■推进税收法治建设　规范税务行政处
罚流程。区局每季度开展行政处罚案卷

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梳理金税三

期上线后税务行政处罚与原综合征管系

统的业务差异点，明确金税三期上线后

税务行政处罚办理流程，再次重申正确

行使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税

务行政处罚文书的制发工作。推进行政

审批改革，及时将税务行政许可事项清

单在区局子网站及区政府网站对外公布

并定期更新，向社会公布的事项清单与

市局公布内容保持一致。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加强行政审批管理、落实审批

时限“零超时”的通知要求，细化各个流

程的审批时限，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

效率。每月定期抽取行政许可事项的办

结情况，对临近办理时限的事项进行分类

处理，强化事中事后监督，确保行政审批

时限“零超时”。提炼法治工作成果，组

织撰写的“积极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

全面营造‘新常态 新税风’”论文被评为

区普法优秀论文；“首推法制员岗，有力

推进基层税务机关税收执法规范化”被

评为上海市依法行政示范项目；组织选

送的案例“推陈出新丰富方法，综合发力

推展深度”获区依法治理优秀案例鼓励

奖；组织选送的课题“从依申请公开探索

税务基础工作的风险管理”获区民主法

治课题特别奖、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设课

题入围成果奖。区局向市局法规处报送

的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入选市局选编的上

海市行政复议案例库。通过法定途径分

类处理信访投诉工作，全年共收到来信

来访６１项，受理纳税人投诉和咨询共计
１０５条，均按照时间节点办结完毕。

■加强税种管理　（１）所得税管理。依
托“互联网＋”技术，制作９段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培训视频，通过“宝税之窗”

微信公众号向纳税人推送，同时开发“电

子签到”模块，让纳税人体验“住家式”

培训。２０１５年度，全区参加居民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的企业共有５９３６１户，比
２０１４年度增加 ８１６５户，增长 １５９５％；
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６００６亿元，增
加１５８亿元，增幅２７０％。（２）流转税
管理。全面推进“营改增”税制改革，拟

定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开展系列培训

和税控设备发行工作，实现试点纳税人

正常开票和顺利申报，完成市局下发的

金融业税负分析、典型案例上报和效应

分析工作。细化、规范出口退（免）税管

理工作，制订“出口退税无纸化管理试点

实施方案”，全年审核出口退税１１６０亿
元。推进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全年有

２８１７２户小微企业享受增值税减免５５０８
万元。办理福利企业、软件企业、资源综

合利用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合计 ９０２４
万元。（３）财产行为税管理。开展房土
信息核查工作，运用第三方信息加强比

对分析，补缴房产税１２３５万元，补缴城
镇土地使用税２５７５万元，查增应税土地
面积２００万平方米。开展土地增值税清
算项目“回头看”核查，依托集约化联动

平台，采取交叉核查方式，完成７６个项
目核查，查补土地增值税共计 ３９４亿
元，存在问题的项目占比近５０％。

■加强纳税服务　（１）立足纳税人学
堂，全年开设实体课堂２２期８１场，参加
培训近１６０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２万
余份。将培训课件和视频上传微信平

台，方便纳税人自助学习。作为上海市

首家纳税人学堂，第１００期纳税人学堂
被东广新闻宣传报道。（２）突出品牌宣
传，依托税收宣传月，开展税法“六进”

（进机关、进广场、进学校、进社区、进企

业、进楼宇）系列活动。在全市率先试点

税法咨询进社区服务中心，打通纳税服

务最后一公里，上海新闻综合频道予以

现场报道。制作１分钟动漫短片《税小
宝助您轻松办税》，以说唱形式宣传“互

联网＋税务”创新服务举措。在《宝山
报》开辟３期税务宣传专版，进行“营改
增、金税三期”等热点政策宣传。（３）开
展分类化服务，提供“一门式”纳税服务，

辅导新办企业通过网上办税服务厅开展

一般纳税人认定、票种核定等四项涉税流

程，并开通预约服务，全年共服务新办企

业逾１９０万户。细化纳税信用评价与管
理工作，依托纳税信用管理系统，从后台

抽取数据，形成纳税人初步评分与评级。

参与２０１５年度纳税信用评价企业共有
３５０万余户，其中Ａ类纳税人为１３００余
户，占比３９４％。（４）聚焦纳税人诉求，
通过１２３６６系统统一受理、处理、答复纳
税人诉求。１２３６６纳税服务热线全年呼
入总量１８９万余个，增长８１７３％；人工
接听量１５３０万余个，增长８２１４％，全年
接听率８１２０％，满意率９９％。（５）化解
窗口高峰期。面对营改增、金税三期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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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全力以赴应对窗

口高峰，保证营改增和金税三期上线首日

操作顺利。７月至８月高峰期间，办税服
务厅日均叫号量达５０００余人次，窗口人
员人均加班１２０小时以上。

■加大税收征管力度　１月，正式启动
金税三期工程上线前各项准备工作。５
月，试行新旧系统间的双轨、单轨运行，

做好测试、培训、实操等工作。期间，共

组织完成数据清理近６万条，业务测试
超７万笔，录入双轨数据近１０万项。７
月，对税务登记的注销、跨区迁移、外埠

报验，行政处罚的实施，日常检查的运

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从严管理等工作

做出再规范、再强调，承接总局、市局任

务，集中开展数据治理工作２批，确保金
税三期系统内数据准确。提升网上办事

水平。９月，成立局工作领导小组、项目
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联合

信息部门，开发辅助查询系统网上办税

推进工作情况实时查询模块，依托信息

技术，锁定工作目标。至年末，区局单月

网上办税服务厅办理量达到４７２８７笔，
网上办理比例８５７０％。提升风险管理
成效，按照市局“强化风险管理预防重案

票案”要求，研究开发包含１９个虚开指
标和２个虚受指标的风险管理模型。全
年共开展市、区两级风控项目１６个，分
７０个批次下发，合计１６０２５户，合计补税
及滞纳金入库 ２２６亿元，调减留抵
１０４９９７万元，调增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
得８９２亿元。其中增值税风险项目１７
个批次，风险企业１７６２户，有问题１７４９
户，无问题１３户，识别准确率达９９２６％，
共计查补税款及滞纳金１６５０万元。

■加强大企业税收管理　依托大数据，
做好大企业管理与服务。开展千户集团

及其成员企业数据采集工作和名册核实

工作，按时完成所辖千户集团及其成员

企业的名册核实工作，共计４４６户。完
成所辖２户融资性担保企业的风险评估
报告，对所辖企业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期间
的股票减持工作进行风险应对。

■加强国际税收管理　逐户核实“走出
去”企业名单，确保基础信息真实准确。

核查间接股权转让，由区局反避税小组

实行逐案核查，全年非居民间接股权转

让所得累计入库税金 ２７４２４万。开展
转让定价调查，完成对一户德资企业的

转让定价调查，合计查补税收及利息

７７２２６万元。

■开展税务稽查　年内以深化稽查改革
创新和加大涉税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为重

点，组织稽查 ５７７户，查补收入 ３７６亿
元。聚焦稽查核心业务，重点推进虚开

增值税发票专项打击工作，查处一批总

局级、市局级虚开案件，打掉虚开团伙６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７６人。重点推进重
点税源企业随机抽查工作，运用审计型、

信息化与调研式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检

查，查补收入５６００万元。提升稽查工作
质量，做好“一案双查”和分析工作，完

善风险管理闭合机制，撰写“２０１６年宝山
区虚开发票情况分析报告”。提高促进

稽查创新发展，以全面勾画资金网络的

“资金回流”查证法，突破虚开案件的查

处瓶颈。充实“稽查案件疑点特征库”，

完善钢贸行业、建筑行业行业选案模型。

打造有特色的实战型案例，选送的案例

“创新方法　突破瓶颈　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税务稽查典
型案例特等奖”。区局在全市打击发票

违法犯罪评比活动中综合排名第一名。

■推进税务信息化建设　衔接配套金税
三期系统，做好自有系统的对接和优化

工作。上线网络监控系统，对计算机网

络系统实行２４小时实时监测。根据市
局终端安全软件升级工作要求，升级覆

盖所有内网办公计算机、自助办税终端

和简易ＡＲＭ机，全局共完成终端升级安
装９９６台，安装率１００％。 （徐一凡）

审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审计局开展审计和审
计调查项目３１项，延伸审计１２９个所属单
位和部门。查出主要问题金额６１６８２万
元。推动相关部门建章立制１２项，制定整
改措施６２项。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１１
篇。年内，区审计局被市审计局评为全市

审计机关审计信息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区

农委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获上海市审计系统

区县组优秀审计项目二等奖；“关于党风廉

政视角下政府审计工作机制的探索”论文

获市审计机关思研会优秀奖。

■公共财政审计　推进全口径预算审
计。突出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和国有

资本经营等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审计，

促进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和执行效率。督

促加强征缴管理，收缴国库耕地开垦费

６８８２８０万元。督促理顺委托监管企业

产权关系和国资收益分配关系，夯实国

资经营预算管理基础。督促区财政扩大

公务卡使用覆盖面，实现预算单位全覆

盖；加快推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

作，修订全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会同

相关部门拟定全区产业引导基金管理办

法，规范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推进部门

依法行政，对７个单位开展２０１５年度部
门预算执行情况审计，持续关注“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收支两条线管

理、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集中采购、公务

卡使用等规定执行情况，促进厉行节约、

依法理财、依法行政。

■经济责任审计　围绕政府换届工作，
扩大街镇审计覆盖面，完成对１３个单位
（含７个街镇）３０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围绕政府目标管

理，拓展审计新领域，及时将相关政府实

事项目、街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环境

治理、节能减排、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责

任、建设用地减量化目标任务完成等情

况纳入审计重点，客观反映领导干部履

行目标管理及资源环境责任情况。围绕

审计成果运用，加强审计综合分析，从完

善重大经济决策、建设项目管理、资产资

金资源管理、内部控制机制等方面提出

对策建议，对加强源头管理，促进党风廉

政建设积极发挥审计建设性作用。围绕

推进工作成效，建立完善审计制度，制定

《区管领导干部（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

计整改工作办法》，通过实行“问题清

单”“整改清单”“督查清单”对账销号机

制，推进审计整改落到实处。制定《经济

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组织办法》和

《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规则》，明确联席

会议及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加强和

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推进审计结果运用。

■政府投资审计　对区重点区域５个重
大政府投资项目开展跟踪审计或竣工决

算审计。开展中小型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竣工决算审计集中管理，节减政府投资。

■专项审计调查　围绕稳增长等措施落
实情况，开展跟踪审计，重点关注相关财

税、产业、民生等政策落实和实施效果。

围绕区政府目标管理及政府实事项目，

开展对文化创意产业、集建区外建设用

地减量化、生态补偿、公共自行车网点建

设和设施维护等４项审计调查，提出对
策建议３３条，促进相关部门修订５项制
度，完善１５项工作机制。 （张秀敏）

７７１

审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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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融
■编辑　金　毅

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区金融办组织“远离非法金融　构建和谐宝山”宣传周活动 区金融办／提供

综述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有银行２４家，
小额贷款公司５家，担保公司１家。本
外币存款余额 ３００７７５亿元，比年初新
增３０５３７亿元，增长１１３％；贷款余额
１６５９１７亿元，新增 ２６２５２亿元，增长
１８８％。区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１０３７１
亿元，占区总增加值的 ９８９％，占第三
产业 增 加 值 的 １４３０％，可 比 增 长
１０６０％。年内围绕金融发展、金融服
务、金融管理、金融稳定、金融创新五个

方面，推进金融服务工作，对接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区建设，实践基金

与基地“融合”发展模式，支持产业金融

对接、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推动直接融

资，促进金融创新、金融合作，加强金融

监管。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区企业直接

融资取得新突破，年内有３７家企业成功
上市、挂牌，比上年增长 ８５％。提升中
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效率，全年为中

小微企业完成１２６次共计２６亿元贷款
服务。搭建各类金融服务平台，全年召

开１５场不同形式投融资对接会、宣传会
和推介会，有针对地服务成长性企业数

百家。参加上海市第十届中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洽谈会，成为全市唯一一个承办

主题论坛的区县。举办创新中国 ２０１６
国际论坛，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三星电子

集团以及沙特基础工业等世界５００强企
业参会，论坛上发布上海第一支新材料

创投基金。加强政银合作，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上海市

农商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大非法

金融打击力度，参加或者组织打击非法

金融或整治摸底会议５１个，对辖区内２８
栋商务楼宇、１８个产业园区以及主要商
业路段共 ３５２５家企业进行走访排查。
“宝山金融”微信平台发布宝山区金融

信息与产业信息，营造金融发展良好

氛围。

■发挥中小微融资服务平台作用　宝山
区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坚持政府引

导、市场化运作方式，拓展中小微企业融

资渠道，实现职能部门、市场化机构通力

合作运营模式。平台自成立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底，累计为区内中小微企业提供
３１６次贷款服务，金额合计为４０４亿元，
缓解中小微企业贷款困难。

■营造银企对接投融资环境　宝山区全
年累计召开各种形式的对接、宣传和推

介会１５场，累计对接培训有融资需求企
业上百家。基本形成每月一次线下对

接、每季度一次线下培训对接制度，为区

内各企业与金融机构创造面对面交流机

会。运用“宝山金融”微信公众号，实时

线上发布各类政策信息，开设“宝山区已

挂牌企业微信群”“宝山拟挂牌上市企

业微信群”“科创板在宝山微信群”，实

现银企线上互动，企业线上咨询，线上连

接线下、实时精准服务目的。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宝山区对接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主动承接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制度创新，结合

宝山实际，推动政策落地。修改《宝山区

“调结构、促转型”金融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促进宝山区金融服务业集聚发展，

发挥金融服务业对全区经济增长贡献作

用，以“１＋９”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吸
引企业落户，鼓励原有企业创新。

■区政府与两家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４月１４日，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签署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围绕信贷资金支持、宝山

区重点地区调整转型建设配套金融服

务、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街镇改造金融

支持力度、为区属国企及个人提供优质

金融服务、企业融资平台建设、招商引

资、咨询等领域开展合作。５月６日，宝

９７１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银行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友谊路１５１８弄４号

２ 中国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淞滨路３１８号

３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同济路１３１号２２楼

４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宝杨路１００８号

５ 中国建设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

６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淞滨路１３８号～１４６号

７ 浦发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３号

８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９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１９８号

１０ 中国光大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８号

１１ 招商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安信商业广场Ａ区３楼

１２ 中国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

１３ 中信银行宝钢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８号

１４ 华夏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３８号

１５ 兴业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８５号

１６ 广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

１７ 平安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０８１号

１８ 北京银行宝山支行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２楼

１９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支行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楼１５楼

２０ 温州银行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航运大厦１楼、２楼

２１ 江苏银行宝山支行 淞宝路１５５弄２号星月国际广场底楼

２２ 富民村镇银行宝山支行 宝林路４６０号

２３ 泰隆银行宝山支行 友谊路１５８８号

２４ 宁波银行宝山支行 淞滨路６００号１层～２层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地　址

１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双城路８０３弄７号１０１室

２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牡丹江路１２８８号

３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漠河路６００弄（东鼎国际广场）Ｂ座２０１室

４ 上海宝山华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高跃路１７６号９０４室～９０６室

５ 上海宝山庙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共和新路５１９９号骏利财富大厦９楼Ａ室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担保公司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地　址

１ 上海晋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川路１８００－６号４０６室

（王　浩）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３日，宝山区承办“金融资本助力老工业区转型发展论坛” 区金融办／提供

山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农商银行签署“上

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上海农商银行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围绕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城市功能转型、城乡一体化建

设等领域开展合作。

■举办各类论坛活动　年内主动参与举
办各类论坛活动，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３月 ２５日“科技领先，创
新无限———科创板走进宝山”专题培训

活动在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举办，成

为全市第一个开展科创板专题讲座和培

训区县。６月 ２２日 ～２５日，“第十届
（２０１６）上海中小企业金融洽谈会”在上
海世贸商城举行，宝山区连续第六年参

加，其中由宝山区承办“金融资本助力老

工业区转型发展”主题论坛，成为全市唯

一一个承办主题论坛区县。１０月１４日，
“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在上海美兰
湖假日酒店举办，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三

星电子集团以及沙特基础工业等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参会，论坛上发布上海第一
支新材料创投基金，也是第一支由上海

市区级政府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合作成立
基金，新华社、央广网、上海电台等媒体

对论坛情况进行报道。

■开展互联网金融整治活动　建立健全
宝山区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领导工作小组

工作机制，全年召开摸底会议５１个，对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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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２８栋商务楼宇、１８个产业园区以及
主要商业路段共３５２５家企业进行走访排
查。及时做好打击非法金融宣传工作。１
月２８日，在宝山区政府机关大院开展打
击非法金融宣传进机关活动，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３００余份。２月３日，在宝山区文
化馆开展打击非法金融宣传进社区活动，

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４月２５日
～２９日，在宝山万达广场开展防范和打
击非法金融宣传周活动，区域内共２５家
银行和券商参与接待宣传，设置宣传展板

８块，设立接待咨询台１０个，分发各类宣
传材料逾４０００份。５月１５日，参与公安
宝山分局在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举行的

“防范风险　护航发展”———“５·１５”打击
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王　浩）

企业上市
■概况　通过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提升和激发存量企业活力，帮助扩大

宝山区企业市场影响力。２０１６年，宝山
区共有３７家企业成功上市、挂牌，其中１
家企业香港上市、１家企业创业板上市、
２３家企业新三板挂牌、３家企业挂牌上
海科创板、９家企业成功在股托中心 Ｅ
板挂牌。至年末，宝山区累计共有上市

挂牌企业７５家，其中上市企业６家、科
创板企业６家、新三板挂牌企业３０家、
股托中心Ｅ板挂牌企业３３家。

■颐海（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颐海（上
海）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并

销售海底捞火锅底料、蘸料、复合调味料

系列产品为主的综合性食品公司，是国

内餐饮品牌海底捞火锅底料授权供应

商。公司秉承“专业、便捷、创造”核心

理念，致力于成为餐饮火锅底料和家庭

厨房便捷美味解决方案提供者。该公司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全年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１０８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８４％；净

利润１８７亿元，增长５０％。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研

究、生产、销售高科技制造中使用材料和

特种化学品的专业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总部和研发中心座落于宝山区美兰

湖畔，在安徽省安庆市、广东省惠州市建

有大规模生产基地，并在天津、成都、杭

州、深圳，以及美国旧金山、亚特兰大，韩

国首尔、印度班加罗尔等地设有办事机

构或联络点，构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国内

外销售服务网络。作为中国最大光纤光

缆涂覆材料供应商，飞凯材料打破国外

企业对紫外固化光纤光缆涂覆材料技术

垄断，逐步树立公司在紫外固化光纤光

缆涂覆材料行业的领先地位。该公司在

深圳主板上市，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９１亿元，比上年下降 ９５％；净利润
０６８亿元，下降３５％。 （王　浩）

表４ 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情况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时间 募集资金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时间 募集资金

１ 香港联交所 海隆控股 ２０１１年 ９．５４（亿港元）

２ 创业板 上海钢联 ２０１１年 ２．３（亿元）

３ 主板 新通联 ２０１５年 ２．８６（亿元）

４ 主板 宝钢包装 ２０１５年 ６．０３（亿元）

５ 香港联交所 颐海食品 ２０１６年 ８．５８（亿港元）

６ 主板 飞凯材料 ２０１６年 ３．６３（亿元）

表５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牌情况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街镇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街镇

１ 新三板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杨行镇

２ 新三板 上海安畅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庙行镇

３ 新三板 上海猫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大场镇

４ 新三板 上海新世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顾村镇

５ 新三板 上海爱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大场镇

６ 新三板 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城市园区

７ 新三板 上海乐宝日化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城市园区

８ 新三板 上海春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月浦镇

９ 新三板 上海响当当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月浦镇

１０ 新三板 上海赛若福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月浦镇

１１ 新三板 上海超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月浦镇

１２ 新三板 上海汉神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杨行镇

１３ 新三板 赛赫智能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投促中心

１４ 新三板 上海宝信建设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投促中心

１５ 新三板 上海腾达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投促中心

１６ 新三板 上海北裕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投促中心

１７ 新三板 上海决策者经济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淞南镇

１８ 新三板 璞勒仕建筑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淞南镇

１９ 新三板 上海创旗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淞南镇

２０ 新三板 上海朗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庙行镇

２１ 新三板 上海锦元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罗泾镇

２２ 新三板 上海鼎尚中式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罗店镇

２３ 新三板 上海立峰汽车传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罗店镇

２４ 新三板 上海宏图尚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顾村镇

２５ 新三板 上海酷武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高境镇

２６ 新三板 上海际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高境镇

２７ 新三板 上海乐蜀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大场镇

２８ 新三板 上海方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城市园区

２９ 新三板 上海圣丹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城市园区

３０ 新三板 上海大牧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城市园区

３１ 科创板 上海英弗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城市园区

３２ 科创板 上海宝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罗泾镇

３３ 科创板 上海亨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罗泾镇

３４ 科创板 上海品兴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罗泾镇

３５ 科创板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公司 ２０１６年 顾村镇

３６ 科创板 博频（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高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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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上股交Ｅ板挂牌情况

序号 上市板块 企业名称 上市年度 街镇

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安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 张庙街道

２ 上股交Ｅ板 协同共享企业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顾村镇

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肯米特唐华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大场镇

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肶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罗泾镇

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博龙智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 高境镇

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纬和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庙行镇

７ 上股交Ｅ板 上海千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罗泾镇

８ 上股交Ｅ板 上海兆祥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罗泾镇

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尚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高境镇

１０ 上股交Ｅ板 上海皓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源盛汽车销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月浦镇

１２ 上股交Ｅ板 万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月浦镇

１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林海生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月浦镇

１４ 上股交Ｅ板 皆爱西（上海）节能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 高境镇

１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奥佳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迁入 航运发展区

１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海笠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顾村镇

１７ 上股交Ｅ板 上海玉屋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大场镇

１８ 上股交Ｅ板 上海昊车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大场镇

１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博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淞南镇

２０ 上股交Ｅ板 上海豫翠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高境镇

２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同顺食品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２ 上股交Ｅ板 上海英泰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罗泾镇

２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元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罗泾镇

２４ 上股交Ｅ板 上海圣峰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罗店镇

２５ 上股交Ｅ板 上海宝文市政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月浦镇

２６ 上股交Ｅ板 上海星达影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月浦镇

２７ 上股交Ｅ板 上海业凯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杨行镇

２８ 上股交Ｅ板 上海申雁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杨行镇

２９ 上股交Ｅ板 上海醇情百年文化创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淞南镇

３０ 上股交Ｅ板 上海罗金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罗泾镇

３１ 上股交Ｅ板 上海恒粹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高境镇

３２ 上股交Ｅ板 上海宇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高境镇

３３ 上股交Ｅ板 上海正辉康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 高境镇

（王　浩）

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
行　２０１６年，该支行下设１２个二级支行
营业网点，员工２４７人，其中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 ２４４人，占９８７８％。至年末，该
支行人民币储蓄存款６５２，７０６万元，比
上年增加 １４８７％；外币储蓄存款 １６，
８０９万美元，增加 ３３３２％；人民币企业
存款５０２，２２２万元，增加１２４４％；外币

企业存款９，３７７万美元，增加５４６１％；
人民币公司贷款 ６７６，８８５万元，增
加１５７２％。

年内，该支行扩大资产规模，优化客

户结构，提高定价水平，增加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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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６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友谊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５５号 ６６７８６５３４

２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３３３号 ３６３２７６２５

３ 灵石路支行 华灵路６号 ６６３５２７１４

４ 通河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７７７号～１７７９号 ６６２１７８５５

５ 大华支行 真华路１１０６号－１ ６６３６０３１７

６ 祁连山路支行 聚丰园路１６５号 ５６１３１６５２

７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９９号 ５６３９０５８６

８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６０９号 ３６５８０１９１

９ 大华新村支行 大华二路２０１、２０３、２０５号 ３６３９５２２７

１０ 顾北路支行 顾北路５８０号１０２－１０６室 ６６６３０２６５

１１ 共康支行 一二八纪念路８７８弄１号～３号 ６６２８１２６２

１２ 庙行支行 纪?路３２０弄３号 ５５１５０９１１

（梁　洪）

拓展核心存款，通过自贸区账户及各类

自贸区产品，以及保函、信用证、银票等

存款带动型产品覆盖，提升存款沉淀。

加强与基金券商等合作，利用资本市场

热点拓展基金销售，维护客户关系，提升

客户忠诚度，带动中间业务收入贡献。

促进网点转型，注重专业能力提升和基

础客户群建设，建立网格化和立体化营

销体系，通过与条线联动提升大客户拓

展能力，提高各网点在所属区域内品牌

影响力。促进业务转型，对于新型业务

和产品，加强培训和带教，并积极营销存

量客户，提升在拓展新客户过程中业务

宽度和产品丰富度。发挥青年员工创造

力，带动业务转型发展。强管理，重合

规，建立高效稳定的运营体系。形成以

内部控制委员会为管理决策和资源统筹

平台、合规教育为基础、人员管理为核

心、监督检查为抓手、考核问责为保障的

日常内控管理运营机制，做好六项规定

动作，抓好重点领域风险控制。建立人

员选拔机制和分类培养机制，分为基层

干部培养、后备干部培养、专业队伍培养

和新进员工培养四个序列，提升各级队

伍专业能力，帮助年轻员工快速适应新

岗位要求。 （梁　洪）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２０１６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
２７家，其中二级支行２５家、分理处２家；
员工５４８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人员占
８３％。至年末，支行人民币贷款期末余
额２２４９亿元，较年初增长 ４７２亿元。
其中：非小企业公司贷款期末余额１０３２
亿元，较年初增长１２１亿元；小企业贷
款期末余额１３２亿元；个人贷款期末余
额７７２亿元，较年初新增 １７８亿元。
人民币存款期末余额３９３３亿元，比年
初增长１０１亿元。其中：储蓄存款期末
余额２９０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４亿；对公
存款期末余额１０３３３亿元，比年初增加
９６亿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４７５亿元。

支行坚持“城乡并举”发展思路，围

绕宝山行业产业特点，以经营转型为主

线，以创新整合为驱动，支持区域经济发

展，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业务推进中，率

先以存贷日均有效增长、中间业务创新

增收、不良资产清收压降为突破口，推进

存款、贷款、中间业务三大核心业务联动

发展。结合宝山区域人口导入特点，聚

焦顾村、罗店、大场等新兴城市化区域，

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推动“大零售发展战

略”。围绕“存量、流量、增量”资金，注

重创新产品推广，实现储蓄存款稳存增

存，推动个人金融资产明显增长。开展

源头营销，强化拓户增容，以法人理财产

品、结构性存款等产品为抓手，挖掘存量

客户资源，提升对公日均规模。加大互

联网金融创新推广力度，实现身边银行

向掌上银行转型。强化渠道建设，加速

推进网点智能化转型，全面完成智能银

行服务模式全覆盖，优化劳动组合，释放

柜面压力，提高网点运营效能。支行结

合宏观经济形势和信贷政策变化情况，

调整经营策略，加快信贷结构调整，重点

投向优质国有企业、跨国企业和行业龙

头，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支持。持续跟

踪区域内重点项目，支持旧区改造和城

中村改造项目，推动区域基础建设和经

济发展。成立总行级“小微融资中心”，

举办宝山区工商联小微融资接洽会、推

介会，坚持优中选优原则，为区域优质小

微客户群提供融资业务。推进信贷业务

创新，围绕产业结构调整，拓展境内外并

购项目和内保外贷业务，促进业务新的

增长点。支行坚持“业务拓展和企业文

化建设”两手抓，注重以人为本，加强员

工队伍建设，激发员工的认同感和责任

感。加强服务日常管理，组织开展温馨

大堂设计布置大赛，美化网点环境，提升

服务品质，为区域居民和企业提供多方

位的金融服务。推进星级网点创建工

作，支行营业厅获总行五星级网点称号，

“由点带面”推动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

（周惠云）

表８ ２０１６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工行宝山支行营业厅 淞滨路３１８号 ５６８４５８５８

２ 工行大华支行 华灵路６８８号 ６６３９１２７５

３ 工行宝钢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０１号 ５６６０９５６７

４ 工行共康支行 共康路５５５号 ６６６９０５１１

５ 工行长江支行 长江南路５２８号 ３６１４０５４０

６ 工行月浦支行 龙镇路８５号 ６６６８０８１５

７ 工行杨行支行 杨鑫路４４７号 ３６０２０２３９

８ 工行大场支行 洛场路１０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７０

９ 工行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４３１号 ５６９９３３３２

１０ 工行行知路支行 行知路２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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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１ 工行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２２９３号 ３６３５３９０９

１２ 工行共江路支行 共江路１１６８号 ３６０９０１４４

１３ 工行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０７号 ５６７６６３８５

１４ 工行永清路支行 永清路３８７号 ６６６５０１４４

１５ 工行罗店支行 罗溪路２２号 ３６１３０６２９

１６ 工行友谊路支行 友谊支路２０５号 ３６１００３７９

１７ 工行工业园区支行 真陈路１０００号 ３６１６０７４２

１８ 工行沪太路支行 纬地路９０号 ６０９４０００９

１９ 工行真华路支行 真华路１８１１号～１８１３号 ３６３２４７０９

２０ 工行殷高西路支行 殷高西路３１９号 ３６３２２８１８

２１ 工行新村路支行 新村路６８１号 ３６５２５６１８

２２ 工行水产西路支行 水产西路１０４１号 ３６４００５７７

２３ 工行高境支行 吉浦路５２１号 ６５２０１６０９

２４ 工行顾村支行 菊盛路８９５号 ６６０１７０５９

２５ 工行顾村公园支行（临时歇业） 镜泊湖路６３５号 ６６７８６２１９

２６ 工行场中分理处 场中路２９２２号 ６６６９１２５９

２７ 工行共富分理处 共富路３５５号 ３６１９０６３９

（周惠云）

２０１６年４月，宝山农行志愿者参加区“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周活动 农业银行宝山支行／提供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２０１６年，该支行设职能管理部
门８个，下设营业网点２８个，其中非管
辖支行２０个、分理处６个、储蓄所２个、
设对公营销团队 ３个、个贷中心 １个。
在册员工４２７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占
８７５％。至年末，该支行人民币各项核
心存款余额５７４亿元，其中人民币个人
核心存款余额３１７亿元，人民币对公核
心存款余额２５７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
余额 ２２４６６亿元，实现中间业务收入
２２９亿元，实现拨备前利润１０１亿元。
作为区财政的国库行，农行宝山支行财

政零余额账户代理发放区域内各类财政

性补贴资金包括万人就业、征地养老、新

农保农民养老基金、计生委补助资金等。

年内，该支行秉承“诚信立业、稳健行

远”企业核心价值观，围绕区“十三五”

规划，把握“巩固地区主流银行地位”工

作主线，配合政府转型发展要求，参与政

府实事工程项目建设，参与南大化工区

环境整治项目、罗店大型社区建设项目、

罗店老镇风貌保护、顾村旧区改造等政

府重大项目。开展“宝山公共自行车 ＩＣ
联名卡”发卡和推广工作，至年底累计发

卡１２９８１张。坚持开展“贴心服务进万
家”志愿者活动，专门成立贴心农行志愿

者服务队，定期进入社区、企业、部队、机

关等开展银行理财知识讲座，现场接受

群众对于银行业务的各类咨询，加强社

会公众金融知识普及。开展青年突击队

行动，参与“三进”（进社区、进园区、进

企业）等大型志愿者活动。组织员工参

加“３５学雷锋”“蓝天下的至爱”“金融
知识进万家宣传服务月”“反洗钱、反假

币宣传”“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等活动。
加强与共建单位联系协作，与驻地部队、

吴淞街道、吴淞敬老院共同开展慰问官

兵、社区义务清扫、重阳节联谊等活动，

践行社会责任。 （李　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２０１６年，该支行下辖网点２９
个，各类员工６２９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６０５人，占９６％。至年末，支行本外
币一般性存款时点余额７０７２１亿元，新
增１０６９９亿元，区域份额３８７３％；本外
币一般性存款日均余额６６５１０亿元，新
增９９１９亿元，区域份额３８３５％；本外
币各项贷款余额４５１０７亿元，比年初新
增８０２５亿元，区域份额４２８５％。实现
拨备前利润１６７亿元，年度计划完成率
１１０５２％，增幅１７８４％。共实现中间业
务收入６５７亿元，同增幅１９７３％，完成
率１０３４３％。年内被评为上海市金融系
统“两优一先”最具影响力先进基层党

组织。

年内，宝钢宝山支行全面落实“提

比、进位、上份额”发展要求，各项主要

业务牢牢占据区域同业第一地位，并扩

大领先优势，在市分行名列前茅，开创

健康、均衡、全面的良好发展态势。支

行推进转型创新，强化公司业务，贴近

市场，推动个人金融发展。加强内部管

理，倡导合规文化，严格执纪，提升风险

防控化解水平。加强人文关怀，维护员

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工作环境。

（宝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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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１６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共富路支行 共富路３７３号 ３６５１８３７７

２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３９９号 ５６８０２４１３／
５６８０２０５２

３ 盛桥分理处 古莲路１８７号 ５６１５０２２４

４ 罗店支行 集贤路６１８号 ３６３０９５６２

５ 刘行分理处 菊泉街６３８号 ５６０２００７９

６ 宝山工业区支行 锦秋路１２５０号 ５６１３３４１９

７ 水产路分理处 牡丹江路３５９号 ５６５６１２００

８ 庙行支行 纪?路５０号 ３３８７３７４９

９ 宝德路分理处 共和新路４７１７号 ５６８８１２０９

１０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１８２号 ５６９９３５８４

１１ 真华路支行 真华路１０９９号 ６６６７０３３８

１２ 长江南路储蓄所 长江南路６８５号 ５６８２８８４３

１３ 市一路支行 市一路２５１号 ５６８６３０７５

１４ 友谊支行 友谊路１３４号 ５６６０６２１９
／５６６９５１４２

１５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７８号 ５６６４６９１６／
５６６４６２４８

１６ 罗泾支行 陈行街２５号 ５６８７１１５４

１７ 罗南分理处 南东路６５弄９号 ５６０１１９５５

１８ 顾村支行 电台路５００号 ５６０４１７２８

１９ 大场支行 场联路１８８号 ５６６８０１１５

２０ 高境支行 三门路５１７号 ６５９１７７５９

２１ 淞南支行 淞南路３５０号 ６６１５４４６８／
６６１４４０６７

２２ 大华支行 华灵路１０８８号 ６６３７５３０８

２３ 宝山支行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９２９６／
５６６７３９３３

２４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 １２３８号
Ｂ区１０１—１０４室

５６１２９２２６／
５６１２９３６６

２５ 顾新路储蓄所 顾新路１７号 ５６０４３５５４

２６ 顾村公园支行 陆翔路１３３号 ３６６２００８１

（李　薇）

表１０ ２０１６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钢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３９８号１楼 ５６１２５６１２
５１０８

２ 海江路支行 海江路３６８号 ５６１０５２４６

３ 东林路支行 东林路２６３号 ５６１１３５２９

４ 团结路支行 团结路４１号 ５６６９８７７７

５ 双城路支行 双城路３７４号 ５６５６３３４０

６ 吴淞支行 淞滨路１３７号 ５６６７１３４８

７ 淞南支行 长江南路５３８号 ５６１４９２１４

８ 长逸路支行 长逸路３７３号～３７５号 ６６１４０５６０

９ 三门路支行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９号 ５５０３４４９０

１０ 共康路支行 共康东路３３３号 ３６１２００２７

１１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３０１号 ３６３３１７２８

１２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６９号 ５６８６４８６６

１３ 顾新路支行 顾新路３号 ５６０４７２３０

１４ 陆翔路支行
陆翔路 １１１弄 ６号 １０４、
１０５室 ５６７３０６７１

１５ 杨行支行 杨桃路１５５号 ５６８０２８２３

１６ 华灵路支行 华灵路１６８８号 ６６３５８６２４

１７ 真华路支行 大华二路３１６号 ６６４００８８１

１８ 大华支行 新沪路４５１号 ６６４０６５０７

１９ 华和路支行 华和路２５８号 ６５２１００１７

２０ 锦秋路支行 锦秋路７１７号 ６６１６１９９８

２１ 大场支行 环镇北路７０３号 ５６５０３０８８

２２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７６８号 ５６７３３０５１

２３ 呼玛路支行 呼玛路６９０号－１ ５６７４９２６５

２４ 庙行支行 共康路３２０号 ５６４８９９６７

２５ 宝山万达广场支行 一二八纪念路８７８弄５、６号 ５６９５０１２２

２６ 绥化路支行 绥化路１６０－１６４号 ３６３０１０７５

２７ 四元路支行 四元路３０７号 ５６９３８８５２

２８ 月浦支行 宝泉路３２号 ５６９３６１１２

２９ 浦电路支行 浦电路３７０号一楼建行 ６８４０３０３３

（宝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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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１６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 淞滨路１３８号～１４６号 ５６８４９６７０

２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５７７号底层 ５６６０８３９５

３ 真华路支行 大华二路２８１号～２９５号 ６６４０５８３７

４ 场中路支行 新市北路１５２９号 ６５６１５５８０

５ 三门路支行 三门路４８８号 ５５０６１７６３

６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２２３１号～２２３５号 ３３８７５７４１

７ 共康支行 共康路３４５号～３６３号 ５６４１３００３

８ 罗店支行 市一路１９９号１５０１室 ５６８６２７８５

９ 杨行支行 水产路２５６６号、２５６８号 ５６９３１０５１

１０ 顾村支行 顾北路６８３号、６８５号 ３６４１８９７６

１１ 大场支行 纬地路３２８号、３３８号 ６５８７１０８９

１２ 华灵社区支行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１号１０２室 ５６６１１００９

（谢慧丽）

表１２ ２０１６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２８３号 ５６１１１６６６（总机） ２０１９００

２ 牡丹江路支行 牡丹江路１７１８号 ５６８２６８０３ ２０１９００

３ 月浦支行 龙镇路９５号 ５６９３６５０７ ２００９４１

４ 高境支行 殷高西路２２５号 ５６１４０７９４ ２００４３９

５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９２９号 ５６９９０４８４ ２００４３１

６ 大华支行 武威东路９０号 ６６３６２６９２ ２００４４２

７ 顾村支行 顾北东路３７７号 ５６１１０２５９ ２０１９０６

８ 宝钢大厦支行 浦电路３７０号７０６、７０７室 ５０９００２６５ ２００１２２

９ 经纬绿洲社区支行 纬地路３３８号 ５６９８３１５９ ２００４４４

（金　帆）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１２家，即
宝山支行营业部、牡丹江路支行、场中路

支行、长江西路支行、共康支行、三门路支

行、真华路支行、罗店支行、顾村支行、大

场支行、杨行支行和华灵社区支行；在册

人员２５０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占比
９３２％，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占比２００８％。
人民币存款余额２１０６１亿元，比年初增
加１０８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１４７７５亿
元，比年初增加２１８亿元；实现国际结算
量１９６４亿美元。年内，支行被评为２０１６
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顾村支行获中

银协“千佳”网点称号；王海强被评为市

治安保卫先进个人。

该支行紧扣“三个确保”（确保支

行利润完成，确保存贷款规模在区域内

排名保持不变，确保不良贷款控制指

标），把握“三个坚持”（坚持把创新作

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抓落实补短板

作为工作着力点，坚持把优质项目转化

作为工作主线），完成实现各项指标。

该支行聚焦新兴业态发展动态，结合宝

山区“十三五”重大产业项目和重大板

块项目，拓展优质实体经济客户；聚焦

房地产市场，对接房地产行业百强及总

行名单客户，抢抓优质房地产项目；聚

焦创新融资结构，运用非信业务相对灵

活的业务特点，形成业务组合方案，实

现业务新增长点；聚焦政府市场，顺应

财政融资体制改革，关注政府购买服务

形式下金融服务需求，利用总行向分行

下发专项融资授权优势，紧抓旧改、城

中村改造等项目，专题推进，促进项目

落地；聚焦自贸区与跨境市场，重点关

注大型国有、知名民营企业跨境并购、

跨国经营业务需求，拓展自贸区客户和

业务；聚焦区域特色和资源条件，从政

府部门、商会、产业园区、贸易链条延伸

等着手，拓展优质授信客户。利用上海

市中小微企业担保基金的平台作用，对

现有存量结算客户中有授信意向的企

业需求进行对接；通过资产业务储备管

理，逐户跟踪储备客户，通过一户一策，

建立沟通反馈机制，推动储备项目尽早

落实，实现投放。

该支行作为宝山区金融业联合会

理事长单位，组织员工参加区发改委组

织的“远离非法金融，构建和谐宝山”防

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周活动；参加区公

安分局“防范风险、护航发展———５１５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向

居民普及金融知识，防控金融风险；参

与友谊路街道举办的“相聚在党旗

下———宝山区优秀党员志愿者颁奖仪

式暨‘为爱大声读’党员志愿者服务活

动”，宣传反假、杜绝非法集资、防范网

络电信金融诈骗等知识。每季度组织

志愿者到吴淞新城参加社区志愿者服

务日活动，进行电信诈骗防范和防范非

法集资等方面的宣传。作为区域内２３
家金融机构代表，该支行接受友谊路街

道金融专业委员会的授牌，发挥行业党

建优势，协助全面推进区域化大党建

工作。 （谢慧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　２０１６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９
个，共有在册员工１５７人，其中具有大专
以上学历人员１５５名，占９８６５％。至年
末，支行实现本外币一般存款规模１５３７
亿元，全年增长３３７亿元，增速２２％；本
外币贷款余额 １５５２７亿元，全年增长

８１９亿元，增速 ４７％；实现中间业务收
入 ３１４亿元；不良贷款率 ０１４％，较
２０１５年下降０３４％。年内获“上海银行
业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

位”称号、上海金融系统“先进职工之

家”称号，以及上海市治安保卫工作“先

进保卫组织”和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等

称号。

该支行本着“立足宝山、服务社会”

的经营理念，发扬“工匠”精神，提供贴

心服务。聚焦新经济、新模式，贯通投

行、金融市场和交易银行，创新构建大

型药企的私有化回归通途，为企业提供

从交易撮合、融智咨询、资金提供到跨

界融通、股权直投等全流程的金融服

务。实现大宗交易、定增、员工持股计

划投融资，并在跨境并购、自贸结算、绿

色金融等领域实现突破。推广公司债

投资、结构化融资、俱乐部贷款、ＦＴ融
资等创新业务品种，打造房地产专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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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银行品牌。加深与科技企业的战略

合作，抓住整体产业结构转型调整机

遇，对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加大信

贷投放。主打云监管产品，加强与区政

府合作。财富管理、移动金融、零售信

贷、私人银行等各项业务量及客户数稳

步增长，全年新增零售客户８１００余户，
金融资产规模突破 ２１０亿元。该支行
把“普惠金融，服务社会”作为职业信

条，每月定期开展“幸福一路普惠金融

进万家”主题三进活动，走进社区、园

区、企业，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理财知

识传播、反非法集资及防电讯诈骗宣

传，并组建志愿者队伍，开展学雷锋、３
·１５消费者权益保护、重阳敬老慰问等
志愿者活动，全年开展宣传活动 ４０余
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和风险防范能

力，践行社会责任。 （金　帆）

表１３ ２０１６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网点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区支行 友谊路１５１８弄４号 ５６７８６４１４

（张海艳）

表１４ ２０１６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 ５６１１３２８５

２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大华支行 大华路３５２号 ５６３１８３８７

（洪　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
行　２０１６年，该支行下设营业部１个，
在册职工 １９人，其中具有各类技术职
称的专业人员 １９人、具有大专以上学
历人员占９４％。至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８５３８６９ 万 元。各 项 贷 款 余 额

５４７６２４２万元。无不良资产。全年实
现利润 ３６万元，人均利润 １８９万元。
该支行坚持政策性银行办行方向，支持

“三农”领域企业发展，全面开展粮棉油

购、销、储业务，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业务，涉农国际业务及投资业务。发挥

政策性金融作用，支持粮油全产业链，

为上海市粮食产业建设和食品安全保

驾护航。 （张海艳）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
２个，社区支行１个；从业人员５０人，其
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占１００％。年末各
项存款余额 ２６亿元，比上年增加 ０８
亿；各项贷款余额 ４０亿元。该支行向
社会提供的服务包括：结算类、电子银

行类、理财类、对公业务类，在大华、月

浦、罗店、共康、吴淞、泗塘等区域设有

离行式 ＡＴＭ自助服务机 １５台。年内
开展“案防”年活动，组织开展防范打击

非法集资、反假币、反洗钱宣传教育活

动，将防范工作深入社区。该支行被上

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评为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洪　蕾）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至年
末，该支行在册员工４０１人，其中具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２９３人，占７３％；具有各类
金融业技术职称１４０人，占３５％。年末
各项存款余额４１０２１亿元，比上年增加
７５２６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６４３１亿元，
比上年增加３５１１亿元。该支行下设营
业网点３０个，共有包括ＣＤＭ存取款机、
ＡＴＭ取款机等各类自助设备１０８台，网
点及机具分布实现宝山区 ３个街道、９
个镇全覆盖。该支行践行社会责任，组

织开展以反洗钱、反假币、防范电信诈骗

为主题的社区金融知识宣传２６８次，协
同社区街道、事业单位、金融业联合会等

组织举办“５１５防范金融风险宣传日”
“３５学雷锋集中志愿宣传活动”“打击
非法金融宣传周”“绿化大篷车”等十余

次大型公益活动。年内，支行被评为市

“年度治安防范先进单位”“上海市平安

示范单位”。 （沈　龙）

表１５ ２０１６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 牡丹江路１１９８号 ５６６７５２１２

２ 吴淞支行 淞宝路７４号 ５６１７５６５４

３ 杨行支行 杨鑫路３２８号 ５６８０１３７０

４ 月浦支行 月罗路２５１号 ３６３８８６２５

５ 盛桥支行 鹤林路７８弄２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５

６ 罗泾支行 沪太路８８７７号 ５６８７５７００

７ 罗店支行 集贤路６０２号～６１２号 ６６７１１９６８

８ 罗南支行 东太路１１８号 ５６０１１９５１

９ 刘行支行 菊泉街６２８号 ５６０２３６６１

１０ 顾村支行 水产西路１０９８号 ３３７１８７４２

１１ 祁连支行 聚丰园路５８８号 ５６１３０２５０

１２ 大场支行 界华路８２号～９０号 ６６６２０１５２

１３ 庙行支行 共康路４３０号 ５６４８６１１２

１４ 淞南支行 淞南路３９９号 ３６１４０６１０

１５ 高境支行 殷高路６５号４幢１０４号、１０５室 ５６８２７６１７

１６ 顾新路分理处 顾新路１５号 ５６０４２８７９

１７ 友谊支行 友谊路１９１３号～１９１７号 ６６７５０５９１

１８ 华和路支行 华和路２８４号～２８６号 ３６３９７８８１

１９ 杏林分理处 菊太路１２２３号～１２２７号 ３６３８８６５３

２０ 市一分理处 市一路２５３号 ５６８６３６７１

２１ 陈行分理处 陈行街６６号 ５６８７１０３７

２２ 共富分理处 共富路３５３号 ３３７０９８９２

２３ 大华分理处 行知路３３９号 ５６７０３３２６

２４ 长江西路支行 长江西路１８１８号 ５６９９０９４３

２５ 长江南路分理处 长江南路６９５号 ６６７９９６２８

２６ 淞青路分理处 淞青路１８号 ３６５８６５２８

２７ 东方国贸商城支行 沪太路３６６３号 ５６５５１２０３

２８ 杨泰路分理处 镇新路１８８号 ６６０３７６７９

２９ 菊盛路分理处 菊盛路８６１号 ５６４５１５９１

３０ 四元路分理处 四元路１５１号 ６６９３００２１

（沈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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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山区支行　至年末，该支行内设５个
部门，下辖１个直属营业部、７个二级支
行，在业务管理上包括３０个代理网点。
年末在册员工１９０人，其中大专及以上
学历占７７８９％。该支行全年实现业务
收入１３３亿元。其中，储蓄余额４１４３
亿元，较年初净增２５１亿元，活期比例
３２９９％；公司存款时点余额８２３亿元；
零售类贷款结存余额１８７２亿元，不良
率１０２％，较年初有所下降，各类业务
继续保持“零案件”。支行在业务发展

的同时，重视普惠金融服务工作，服务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小微企业、

社区等，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宣传、反假币宣传、“金融知识进万家”

等活动。通过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渠道，

实现支行辖内所有网点提供代发养老

金服务，为离退休人员提供高效金融服

务，并根据老年客户的特殊要求，为有

需要的客户提供上门服务。 （刘园园）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２０１６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１０个，在
职员工１４７人。至年末，各项本外币存
款余额 １０４７３亿元，其中储蓄存款余
额５９８２亿元；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
４１８２亿元，其中个人贷款余额 １２６８
亿元。该支行以政府类业务为主攻方

向，多渠道保持对公负债业务的稳定，

在确保风险可控前提下，稳步发展对公

资产业务。探索新型业务发展方向，拓

展投行类业务、金融市场业务。以养老

金融、个人信用贷、信用卡分期等业务

和产品为方向，推进零售业务转型发

展。强化合规和案件防控工作，全年组

织合规培训 ３８次共 ３４７人次，案件风
险排查９８次。组队参加上海银行市北
分行组织的合规知识竞赛，获第一名。

支行营业部成功堵截一起 ５００万元变
造银行承兑汇票风险事件。完善流程

制度建设，制定《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１６年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办法》，对公
章和业务印章使用管理、员工出国境等

制度和流程进行修订。完善内部培养

机制，围绕网点转型、营销推进及新型

业务发展等，加大培养力度，创造员工

发挥才干空间。年内首次开展人才队

伍年度盘点工作，利用专业工具，梳理

分析支行中层干部、网点负责人与后备

人才三支队伍现状，识别和发现高潜力

人才，分层建立关键管理岗位人才梯

队，形成高潜力人才培训培养方案。

（王彦超）

表１６ ２０１６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区支行网点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营业网点名称 营业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自营） 牡丹江路１３１７号 ６６７９３１０１

２ 双庆路支行（自营） 双城路８０３弄９号楼１０１室 ６０９５２９８０

３ 塘西街支行（自营） 塘西街９０号 ５６８６２９０５

４ 美兰湖支行（自营） 罗芬路９８９弄３号 ３６６２２７２８

５ 泗塘支行（自营） 呼玛路６９０－２号 ６６２１６０５８

６ 罗泾支行（自营） 新川沙路５１６号 ５６８７５９１９

７ 月浦支行（自营） 德都路５２－４号 ６６９３１７９８

８ 锦秋路支行（自营） 锦秋路７６５号～７６９号 ５６５６９３３１

９ 宝林八村营业所（代理） 宝林八村８５号 ３６１００１５４

１０ 杨行营业所（代理） 影园路４３３号 ５６８００６１４

１１ 罗店营业所（代理） 市一路１６６号 ５６８６３０５４

１２ 南东路营业所（代理） 南东路６５弄１１号～１６号 ３６５１８９７９

１３ 大场营业所（代理）） 沪太支路１３１６号 ５６６８１４２９

１４ 高境营业所（代理） 殷高西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２３０１４

１５ 海滨营业所（代理） 青岗路１２号 ５６１７４３８０

１６ 吴淞营业所（代理） 淞滨路８１１号 ５６６７３５５４

１７ 盛桥营业所（代理） ?川路５５４２号 ５６１５７７７１

１８ 共康新村营业所（代理） 长临路５６８号 ５６４０２７５６

１９ 牡丹江路营业所（代理） 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 ５６６９２８４０

２０ 长江西路营业所（代理） 长江西路１５９９号 ５６６９８０８２

２１ 淞南路营业所（代理） 淞南路３５１号～３５３号 ５６８２６２１１

２２ 共富路营业所（代理） 共富路１７８号～１８０号 ３３７１１２６５

２３ 张庙营业所（代理） 长江西路１４５１号 ５６９９２２０５

２４ 永清路营业所（代理） 永清路２９１号 ５６１７６６０５

２５ 长江南路营业所（代理）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９２号～１９４号 ５６８２３３５９

２６ 潘沪路营业所（代理） 潘沪路２０５号 ５６１５０１８１

２７ 新贸路营业所（代理） 新贸路５号 ５６０４６０２４

２８ 聚丰园路营业所（代理） 聚丰园路１２７号 ３６１４０７２０

２９ 阳曲路营业所（代理） 阳曲路１０７３号 ５６７９６１０２

３０ 龙镇路营业所（代理） 龙镇路７１号 ５６１２３０６８

３１ 顾村营业所（代理）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３００号 ６６０４０１４１

３２ 杨泰路营业所（代理） 杨泰路１９８号 ５６８０８３２２

３３ 大华营业所（代理） 真华路１１０８号１楼 ６６３５２３４１

３４ 刘行营业所（代理） 菊泉街６１８号 ５６０２２０２８

３５ 大华二路营业所（代理） 大华二路１３９号 ６６３６７１２４

３６ 三门路营业所（代理） 三门路５０５弄５１５号～５１７号 ５５０３４１８１

３７ 庙行营业所（代理）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 ５６４１９２１２

３８ 馨佳园社区营业所（代理） 菊盛路８７７号一楼 ５６１２２０２１

（刘园园）

表１７ ２０１６年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网点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序号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联系电话

１ 宝山支行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５６１１６６６０

２ 吴淞支行 淞滨路１５３号 ５６６７５５００

３ 张庙支行 长江西路１５５５号 ５６７３２７３８

４ 月浦支行 德都路２号 ３６３０３１０６

５ 岭南路支行 岭南路１２５１号 ５６８１６０１８

６ 淞南支行 长逸路３７１号 ５１２７７５８８

７ 共康支行 共康路２８９号 ５６４０８２４５

８ 祁连支行 聚丰园路３５７号 ５６１３６７７１

９ 杨行支行 杨鑫路４４３号 ５６４９３６５９

１０ 顾村支行 菊联路２８号 ３６３８１１７１

（王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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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至
年末，该公司共发放贷款２７４笔，累计发
放金额４６４亿；贷款余额５５０８万元，累
计缴纳各项税收６３１万元。公司在职员
工４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３人，占
７５％。年内，公司本着“规范操作、诚信经
营、健康发展”原则，发挥“小额、分散”特

点，为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坚持“客户至

上，合作共赢”经营理念，确定服务“三

农”（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中小企业、

服务地方经济的经营宗旨，把公司定位为

银行业的必要补充。针对２０１３年后钢贸
风波，公司进行股权重组，引进新投资者，

增加抗风险能力，主要以信用、担保、抵押

贷款业务运作，提高经营管理者把握贷款

投向和风险控制能力，帮助区内小企业解

决发展所需资金难题。 （陈利华）

表１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网点名称 联系电话 经营地址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市华灵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３４７８０８ 华灵路８４９号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６７３５７７ 牡丹江路１１８８号宝信大厦１、２楼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团结路营业部 ５６６９８７０７ 团结路４１号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同济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８４１３４５ 同济路１３１号２楼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５６６４８０ 牡丹江路２６５号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７６１２２８ 共和新路５１９９号

华泰证券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１０６６６５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７５０９９７ 长江西路１７８８号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殷高西路证券营业部 ３６３２７７１１ 殷高西路６３８号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淞南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２２８６００ 淞南路４２７－１号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康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４３３８３０ 共康路３２８号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翔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０３５５５１ 陆翔路１１１弄２号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友谊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９３２７９９ 友谊路１５０６号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月罗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８７０８３３ 月罗路２５３号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秋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７８２２９０ 华秋路５８弄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同泰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６７１１８８ 同泰路８８号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长江南路证券营业部 ６６１８１８５０ 长江南路６８１号

招商证券牡丹江路营业部 ６６０２２３８８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光大证券牡丹江路营业部 ６６５９３８１１ 牡丹江路１２４８号

光大证券华和路营业部 ３６５２７８８８ 华和路２８０号

首创证券殷高路证券营业部 ６５６８８３９１ 殷高路６５号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一二八纪念路证券营业部 ５６８７０７５６ 一二八纪念路７８５号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跃路证券营业部 ６７３５１０２３ 高跃路１５１号

（王　浩）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至
年末，该公司在册员工７人，其中大专以
上学历占１００％。累计发放贷款３７１笔，
累计发放金额６４２亿元，贷款余额２４５０
万元，累计缴纳税收９７２８８万元。６月，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进行新一轮股权转让，

优化股权结构，拟于次年完成相关事宜。

公司以服务宝山区内“三农”（农业、农

村、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为宗旨，以

规范操作、诚信经营、健康发展为目标，完

善小额贷款公司金融模式，把握市场真实

需求，提供切实能帮助客户群体解决实际

问题的特色金融服务。公司客户组成多

样化，法人客户涉及制造业、建筑业、汽车

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业、服务业等多个

行业，个人客户贷款用途涵盖日常消费、

购房消费、房屋装潢等方面。 （梁　琪）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至年末，该公司累计发放贷款３２０笔，
金额５２７亿元，累计收回２７５笔，贷款余
额８８０３万元。公司累计贷款面向“三
农”（农业、农村、农民）和小企业贷款占

比较大，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贷款需

求，帮助解决部分宝山地区“三农”和小

企业融资难题。该公司结合宝山地区企

业实际，综合运用信用、抵押、质押、担保

等贷款方式，简化审批流程，在风险可控

情况下，从接洽—审批—发放等一系列

流程，一般一笔业务在一周以内完成。坚

持“小额、分散”原则，降低企业风险。作

为宝山区金融业联合会理事单位，加强与

银行业合作，积累一批优质客户群，在区

内中小企业中形成一定的知名度与口碑。

（陈　娓）

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２０１６年，该支公司内设总经
理室、综合部、团体业务一部、团体业务二

部、银行保险部、个险销售部五部一室，下

设罗店营业部、长兴营业部、水产路营销

服务部、德都路营销服务部、横沙新民镇

营销服务部５个营业网点。至年末，有从
业人数３７８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２４人、
签订劳务派遣合同１６人、签订保险代理
协议３３８人。全年完成总保费２１５４２万
元。该公司在发展业务同时，坚持依法合

规经营与诚信服务，坚持学习教育不放

松，注重风险防范和内控管理，严格职业

操守、坚持合法展业。组织全员签署“防

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承诺书”，开展反

洗钱宣传月、线上趣味反洗钱知识竞赛周

活动，增强员工反洗钱风险防范意识。

（倪琴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至年末，该支公司在编员
工６５人，内设机构有综合部、直销业务一

部至四部、车商业务部、兼业代理业务部、

经纪专业代理业务部。全年保费收入

２７１３１万余元，保费实收率９９９％；支付
各类赔款 ２１８３８万余元，简单赔付率
８０５％；支付各类手续费３３０１万余元，手
续费率１２２％；考核利润１５００万余元。

年内针对保险市场价格竞争、钢材

市场持续低迷，支公司坚持以突出业务合

规发展为主题、以强化管理和能力建设为

主线，以提升执行力为抓手，采取有效财

务、销售和激励考核政策，丰富企划内涵，

建立目标、路径、举措、重点、考核的闭环

管控机制。快速应对商车费改，制定预案

做好超前准备，抢抓费改前时间窗口，以

积极市场策略加快发展优质业务。多措

并举、挖潜拓新，推动非车险业务发展，成

功续保宝钢集团财产险项目及医责险传

统行业性业务。重视公司文化建设，举办

第十三届职工文化节，营造和谐企业、学习

型企业建设氛围。举办业务、合规、服务等

各类培训，秉承“做人民满意的保险公司”

宗旨，提升服务能力，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促进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 （雷晓燕）

证券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有各类证券分
支机构２３家。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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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
■编辑　王素炎

统计
■概述　２０１６年，区统计工作落实政府
系统目标管理、经济运行监测、新兴产业

统计体系和基本单位名录库等各项工作

任务，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

的统计信息服务。建立目标管理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操作办法》等规范性制

度，细化分解１３项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形成条目清晰、责任明确的管理体系。

■经济运行监测分析　完成２０１５年全
区经济运行和横向比较分析、街镇园区

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新兴产业发展

情况分析、年度统计公报等材料。开展

一季度、上半年、三季度等经济运行交流

分析，完成月度、季度经济运行分析和全

年指标预测等。

■建立新兴产业统计体系　夯实新兴产
业数据统计基础，梳理生产性服务业行

业范围，测算信息服务业、现代商贸业、

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邮轮旅游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六大新兴产业数

据，提供张江高科技园区数据信息，编制

宝山区“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统计工作方案。

■重点行业、企业统计检测　跟踪监测
重点行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掌握

全年投资计划安排。监控重点用能单

位，每季度做好市返增加值能耗考核数

据评估。对６０余家有项目的房地产企
业开展业务培训，提高房地产统计工作

质量。

■开展楼宇载体统计　完成２０１６年楼
宇载体统计工作，做好数据收集汇总和

定期评估，并撰写统计分析报告。审批

２０１７年新的楼宇制度，对新纳入统计的
载体开展走访调研、指导，完成楼宇载体

楼层数核查。

■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　完成市局下发
的 ２０１６年三批部门待处理单位共计
１１６２家单位核查，完成率、填表率良好。
做好调查单位增减变动月度及年度审核

确认工作，２０１６年月度新增、变更、退出
和迁入迁出等各类单位６２家，年度审核
单位８０３家。做好日常名录库管理系统
维护与更新，迁入迁出单位调整、单位地

址变更、行业代码变更等。组织区统计

局、街镇统计人员参加市局名录库业务

培训。

■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建设　制订 ２０１６
年度统计数据分析系统推进计划，落实

系统架构调整展示、首页内容调整等，完

成２０１６年定报制度、财务指标梳理和调
整，建立数据备份机制。

■完成统计年定报　完成工业、能源、交
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房

地产、建筑业、劳动工资、科技、物业中介

等１０多个条线共计２０００余家规模以上
单位年定报数据的采集、整理、汇总、审

核和上报工作，配合推进统计数据分析

系统建设，将专业统计数据导入系统，建

立专业日常分析表。

■开展专项调查　年内完成存量住房空
置情况调查，做好８３个物业小区调查数
据录入、汇总及上报和自查。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意向调查，做好４６家调查单位数
据录入、审核及上报工作。开展月度劳动

力调查，做好宝山区被抽中的９个小区共
１８０户调查户的每月数据采集、汇总和上
报。完成１％人口抽样调查收尾工作，涉
及全区９个街镇１０５５户调查户。

■开展统计执法检查　全年对３２家单
位开展执法检查，对４家不配合或者数

据有疑问单位开展法治协调、业务督导，

对３家未报单位发放统计报表催报单，
发放各类法律文书８份，及时处理专业
或者街镇反映的不良单位。创建检查反

馈制度，达到“深化推进、完善基础、跟踪

检查、巩固效果”预期，年内收到２０家检
查有问题单位的反馈情况。对４家存在
统计违法行为的单位进行立案查处，其

中１家责令改正、警告并罚款，２家责令
改正、警告，１家责令改正。

■统计信用体系建设　做到日常执法检
查与统计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在执法

中对存在不良统计行为单位发放信用管

理告知书７份。完成宝山区公共信用信
息归集工作，提供信用信息，完成行政许

可和行政处罚数据归集。

■开展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配合区妇儿
工委做好迎接市妇儿工委对宝山区“十

二五”终期工作评估检查，完成“十二

五”评估报告。向区委办提供街镇绩效

考核方案反馈意见，向区委组织部提供

各镇“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情况简析

材料，向区发改委、经信委、商务委、审计

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提供工业产值和

能耗、服务业发展、文创中心建设、固定

资产投资等各类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

（支宏愿）

市场监督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１５３４５５户，比上年增加 ３０７４３户；注
册资本 ７６３２８３亿元，增加 ２２１５３２亿
元。其中：企业１２１２４７户，增长２７５％，
注册资本 ７６１６０２亿元；个体工商户
３２１１１户，注册资本１５０１亿元；农民专
业合作社 ９７户，注册资本 １８０亿元。
年内，全区共新增企业 ３２９３６户，增长
５７１％，其中法人单位 ３１５５４户，增长
６０５％；新增企业注册资本 ２５２２２９亿

１９１



元，增长６１８％。迁入企业１３３５户，增
长３７５％，其中法人单位１３０４户，增长
３８７％；迁入企业注册资本 １０４４５亿
元，增长８５８％。年内，区市场监管局获
“２０１６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
序专项行动取得突出成绩单位”“２０１６
年度上海市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优秀单
位”“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工商和市场监管
系统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局

注册许可科获“全国工商、市场监管部门

企业登记工作成绩突出窗口单位”称号，

局综合执法大队青年办案组被团市委授

予“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青年文明
号”称号；３０余个（次）单位、个人分别获
“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等称号。

■推进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　１１月３
日，宝山区举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入职

宣誓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区领导周德勋、苏平、李峻、

袁罡、陈云彬，市城管局局长徐志虎、市

工商局副局长钟民、市质监局副局长季

晓烨、市食药监局党委副书记赵英、副巡

视员张予敏、市公务员局副局长庄炜、市

价检局党总支副书记李克出席仪式。副

区长周德勋介绍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

管理改革工作情况，区委组织部部长李

峻宣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任命决定。区

领导及市有关部门领导共同为行政执法

类公务员代表颁发任命书。

■服务转型发展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开发企
业经营范围查询系统，提升登记效率。

至年末，该系统收录４万余条经营范围。
设立“双创服务专岛”，为企业创业创新

决策提供参考。开通“直通车服务”，实

施“预约组团式服务”，提升企业满意度

和感受度。年内共新增市场主体３８９８０
户，注册资本２５２６３４亿元，比上年分别
增长５７１％和６１８％，存量企业数突破
１５万户大关，平均每月新设立企业２７００
余户，是商事制度改革前每月新设立企

业数的３倍。区局注册许可科被国家工
商总局授予“全国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企

业登记工作成绩突出窗口单位”称号。

■宝山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启动　６
月２８日，宝山区召开事中事后综合监管
系统建设工作推进会，区委副书记、区长

方世忠，市工商局副局长钟民出席会议并

共同启动宝山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

副区长袁罡出席会议。该系统“１０”版

本建设完毕，于７月１日起正式试运行，
归集４６个部门审批事项６０１项、处罚事
项４３０３项、监管事项７２４项；共归集１２
家单位３３项“双告知”信息，并实施“双
告知”功能的接收、反馈和查询。同时，

对接“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取检查

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检查情况

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监管工作，

在系统平台开通“双随机”功能模块，将

“监管事项清单”“抽查对象名录库”“执

法人员名录库”全部纳入该平台，并通过

事中事后监管平台的“双随机”功能，开

展活禽交易市场监管、合同格式条款、房

屋销售明码标价、广告企业监管等１３项
双随机检查，提升监管效率。

■推进质量强区建设　先后制定和发布
《宝山区质量发展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２０１６年质量发展行
动计划》等文件，《宝山区质量发展十三

五规划》纳入宝山区十三五专项规划体

系。牵头完成 ２０１６年度区县质量工作
考核，并取得Ａ类成绩，名次为全市第７
名，比上年１１名有明显提升。推动质量
强区建设，完成首届“区长质量奖”评选

颁奖，北斗、邮轮、文化、石油平台等领域

优秀组织和个人获评。加大质量宣传，

“质量大篷车”活动被市工商局授予

“２０１６年精神文明十佳工作案例”，是全
市各工商和市场监管条线中以质量工作

为主的首例。

■实施商标广告和名牌战略　至年末，
全区共有有效注册商标２５９０７件，比上
年增长３７７２％。其中，共有中国驰名商
标３件，上海市著名商标４５件。支持广
告业健康发展，全区新设广告经营单位

５５４９户，同比增加７７７４％。开展“上海
名牌”申报培训和指导，推动旅游服务和

环卫服务等行业企业首次申报成功，填补

人居质量领域名牌空白，全年共新申报上

海名牌１３项，至年末，共有３７家企业的
４０项产品及服务获“上海名牌”称号，２
家企业（个人）获“２０１５年度苏浙皖赣沪
质量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称号，１家企
业申报质量攻关科研奖获一等奖。

■开展标准化建设　首次汇总十年标准
化工作，编制《标准化工作汇编》。推进

标准化示范点建设工作，推荐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获批国家级标准化示范试点，

新增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田仔

蔬果专业合作社、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等６家市级标准化示范项目。指导月浦
镇为老服务中心、上海中冶环境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等７家单位标准化示范试点
项目通过市专家组验收。

■开展特种设备监察　组建成立宝山区
特种设备安全联席会议，制定《关于进一

步加强宝山区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若干

意见》，提出 ５个方面、２０条措施，完善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机制。优化关科

室－综合执法大队－基层市场所－专业
检验所“四位一体”的特种设备安全监

管网络，强化动态监管、智慧监管，提高

监管的覆盖面及问题发现率，全年共检

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和特种设备分别为

２５９３家和 ８２１０台，比上年分别增长
１４７倍和 ６４６７％；发现并排除隐患
２４７８个，同比增加４７倍，实现检查数与
问题发现处理数的双提升。全年共查处

特种设备违法案件 １０９起，罚没金额
３７８６８万元。完成 ４９７３６台（套）设备
及１１６公里压力管道的检验检测。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将食品药品安全
作为核心业务，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四个

最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四有

两责”（基层监管有责、有岗、有人、有手

段，落实日常监管和监督抽检责任）工作

要求，创新监管方式。发布“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二十五条措施”，以规范强指导，

以制度促发展，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率，

强化监管执法，快速处置安全隐患，确保

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全年共开展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日常监管４３５５４户次，比
上年增长４２９％，其中生产环节、流通环
节、餐饮环节均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分别

增长４５０％、４０２％、４２９％，累计问题
发现率为２０３％。

■强化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　坚
持“风险防范与过程控制”相结合，加大

对药品生产、流通、使用领域的监管力

度。至年末，全区有药品、化妆品、医疗

器械生产经营单位 １３８９户，其中药品
２９０户、化妆品生产企业１７户、医疗器械
１０８２户。全年监督检查４１７８户次，行政
处罚３９件，罚没款 ４５６万元。监督抽
检药品８６１件，合格率９７８％；药用包材
１５件，合格率 １００％；化妆品 ３７５件，合
格率 ９９３％；医疗器械 ６０件，合格率
９５４％。涉嫌违法犯罪立案８起。开展
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共收到药品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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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简称 ＡＤＲ）病例报告 ６４１８例，比上
年上升１４％，属新或严重的２００６例，占
３１％；化妆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４７例。

■开展无证照经营整治　按照“坚决遏
制增量、有效解决存量、确保减少总量”

的工作目标，加强排摸，完善“一户一

档”，制定无证照经营集中整治行动方

案，开展无证照经营整治工作。全年共

整治规范各类无证照经营６８１８户，比上
年增长３７％，面上无证照经营整治规范
数增长３７％。至年末，全区有无证照经
营１１４１８户，比年中整治基数下降１１％。
从案件查办情况看，立案查处无证照经

营６３７件，罚没款５２４７６万元。

■强化执法办案　围绕与百姓安全密切
相关的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执法办案

力度，全年共立案 ２０８０件，结案 １７９０
件，罚没款总额为３１４０９２万元，比上年
增长５２２６％。在市质监局举办的“质
检利剑”执法办案大比武中获团体和个

人一等奖；获评市质监局十佳案件、市食

药监局十佳案件入围奖等。区局查办的

某不锈钢有限公司使用压力管道未经定

期检验案被市质监局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优
秀案例。严格落实行刑衔接工作制度，

联合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

工作的意见》，形成工作合力，全年共移

送公安部门２５起涉嫌犯罪的违法案件。

■推进产品质量监管　开展儿童用品、
汽车配件、建材、学生用品、旅游纪念品、

能效标识、消防用品、计量器具产品、食

品用不锈钢产品等９项专项整治。完成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１４大类８１批次，各
级不合格后处理及风险监测后处理 ４７
家次，机动车安检机构监督检查 ４１家
次，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及现场观察

４家次，质量管理体系获证组织监督检
查及现场观察７０家次，食品农产品认证
符合性检查２家次（抽查１６批次），食品
相关产品许可证企业证后监管及现场观

察４８家次。全年合计检查总数１６７４家
次，发现问题 １２８处 （整改完成率
１００％），移送执法 １０件，会审案件 ２３
件，处理检验检测机构投诉举报１３件。
食品相关产品行政许可审批事项９件，
设立产品伤害与缺陷监测点３２个，组织
培训１次，培训企业５８家次。

■组织民生计量检查　开展重大节日期
间计量专项监督检查，以集贸市场、超市

卖场、快递行业等民生领域为重点，对计

量器具、商品净含量、法定计量单位等进

行监督检查，共检查企业４３２家，零售商
品７４８种，商品总批次１２６批次，检查计
量器具２４４６台。全年共检查企业１３４８
家次，检查计量器具８９５９台件，立案查
处２０起，罚没款金额２７７４万元。完成
３９７０６（台）件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及
检测。

■处置公众诉求　归并 １２３４５、１２３１５、
１２３６５、１２３３１、１２３５８等５条投诉热线，实
施归口接收、分派和反馈，提高调处效

率。全年共接到投（申）诉、举报、咨询、

意见建议等诉求件１２７２１件，比上年增
长１０２２７％，其中投（申）诉７０２３件，举
报５２５３件，咨询及意见建议４４５件。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８０４７４万余元，实
际解决率大幅提升。

■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完善
“两级政府”管理体系，逐级抓好责任落

实，区政府与区食药安委全体成员单位

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各街镇 １００％完
成与辖区村（居）委签订食品安全责任

书。推进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工作，１１６４
户企业完成食品安全信息上报。强化与

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的配合，向公安部

门移送６起涉及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的案件，区公安分局查办涉嫌危害食品

药品安全犯罪案件２２起。

■查处一起通过微信发布违法广告案　
当事人在“ＵＰＢＯＸ足球”公众微信号中
发布“朋友圈杯”中学生暑期足球赛相

关内容广告，其所宣传的部分内容违反

“广告不得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

或者服务”规定。该案件属于通过微信

发布广告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新类型

案件，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对当事人进行立案处罚。

（李金良）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上海名牌”项目

序号 品牌 名牌项目 企业名称 获批年份

１ 海隆 石油钻杆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２ ＭＳＰＤＲＩＬＥＸ 油气田井口装置及采油树设备 美钻石油钻采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３ ＫＦ 球阀 凯泰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４ 古鼎 紧固件 上海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５ ｈａｎｈｏｎｇ汉虹 单晶炉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６ ＢＫ 电子警察及智能卡口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７ ＹＴ 特高压，超高压换位导线 上海杨铜电气成套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８ ＪＡＨ 汽车线束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９ 三环牌 悬架弹簧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０ 钢之杰 金属建筑材料，钢结构围护产品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１ ＪＩＮＤＡ 环保型压敏胶复合材料－不干胶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２ 蜂花 檀香皂 上海制皂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３ 扇牌 洗衣皂 上海制皂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４ ＳＢＹ 钢制二片易拉罐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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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品牌 名牌项目 企业名称 获批年份

１５ ＳＢＹ 铝制二片易拉罐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６ 新通联 纸制品，木制品，塑料制品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７ 汉康 豆制品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８ 可元 羟苯磺酸钙胶囊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１９ 长江口股份 商业零售服务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２０ 图案
宁夏双飞五日游，厦门双飞四日游，武夷山
高铁三日游，桂林双飞四日游

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 ２０１６

２１ 百安居ＢＮＱ 装饰装修服务 上海百安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２２ 申丝 现代物流服务 上海申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２３ 安畅 混合云ＩａａＳ服务 上海安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２４ 蓝云 建构筑物清洗保洁 上海蓝云保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２５ 东晨市容 环卫保洁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２６ 海淞 环卫保洁 上海海淞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２７ ＢＳＩＴ 检验检测服务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２８ 图案 信息服务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２９ 搜搜钢 信息服务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０ ＹＥＳＨＯＮ 羽绒服装 上海雁皇羽绒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１ 相宜本草 相宜本草系列化妆品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２ 佰备 玻璃酸钠注射液 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３ 双海 扶正化瘀胶囊（片）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４ 图案 比卡鲁胺片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５ 三荣电梯 电梯 上海三荣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６ “工”字牌 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 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７ 图案 单螺杆空气压缩机 上海飞和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８ 图案 环保型易排废压敏胶标签材料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３９ 宝田牌 矿渣微粉 上海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４０ 申和 Ｎ型单晶硅棒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李金良）

安全生产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共发生生产安
全死亡事故１３起、死亡１６人，比上年死
亡事故数下降 ７１％，死亡人数上升
１４３％。严格事故查处，全年追究行政
责任８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５
人。全年共检查单位９９９家次，开具法
律文书５１０份，立案查处５９起，处罚金
额５３１２万元。

■落实各级安全监管责任　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要求，加强对各街

镇、园区、有关委办局贯彻落实《宝山区

关于贯彻〈上海市建立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的暂行规

定〉的实施意见》情况的跟踪督查。对

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进行修订，

形成《宝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

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规定》，明晰各自

职责。落实政府监管责任，２２个委办局
和１４个街镇园区与区政府签订安全生
产责任书，并作安全生产承诺，签约率达

到１００％。每月开展一次不同主题的
“以案说安”系列讲座，强化事故警示教

育。制定印发《宝山区关于执行〈安全

生产法〉第六十七条“停止供电”规定的

操作办法（试行）〉的通知》，规范相关制

度和操作流程。落实属地监管责任，指

导和督促各街镇、园区强化责任分解，实

行责任传递，各街镇园区与辖区１４５９家
村（居）、公司、重点单位签订责任书，签

约率达 １００％。督促各街镇、园区明确
区域内重点监管单位，加强日常检查，及

时治理隐患，开展安全生产专项工作。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下发《关于进一步推

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五落实五

到位规定的通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五落实五到位规定”专项行动。

制作并下发《宝山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

生产告知书》２２万本、“五落实五到位”
（落实“党政同责”要求，董事长、党组织

书记、总经理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共

同承担领导责任；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

责”，所有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范围内安

全生产工作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落实安

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成立安全生产委

员会，由董事长或总经理担任主任；落实

安全管理力量，依法设置安全管理机构，

配齐配强注册安全工程师等企业安全管

理人员；落实安全生产报告制度，定期向

董事会、业绩考核部门报告安全生产情

况，并向社会公示。安全责任到位、安全

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

位、应急救援到位）挂图２０００张、《安全
生产知识题集》１５００本、事故警示片
５０００盘、《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

４９１

行政管理



工作手册》１０００册。召开事故单位、重
大隐患挂牌督办单位、重大危险源单位、

“黑名单”管理单位集体警示约谈会，吸

取事故教训，及时整改事故隐患。

■开展高危企业风险排摸　吸取
“１·１３”志卓成套机械设备生产安全事
故教训，督促有关委办局和各街镇园区

对本行业领域和区域内高危企业进行排

摸，形成各自风险评估报告。经汇总梳

理出全区１０个行业领域高风险点位１９８
处（不含消防），各街镇园区区域高风险

点位１３０处，形成《宝山区安全生产领域
高风险情况报告》，对排查出的高风险点

定责任、定措施、定时间，加强风险防控

和隐患整改。

■开展专项安全检查　开展责任清单梳
理上报工作，共梳理２８９大项３９００小项
责任清单，推动依法治安。在危化和职

业健康领域继续推进第三方技术服务。

危化领域对５６家危化重点监管企业开
展专项检查，共发现和整改隐患６３７项。
职业健康领域对 ４０家用人单位开展
２０１６年度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性检测
工作，按１０％比例进行实地核查。对宝
山工业园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各５０家
重点企业实施第三方安全监管。

■强化重点监管　开展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１·１３”事故后，部署全区立即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行动，并组织开展２次督查。期间，全区
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９３４６４家次，发现
隐患６６８２１条，立即整改５３１３６条，开具
文书１２０９１份，处罚单位１０９家次，处罚
金额４６４１万元，停产停业 １２家，关闭
企业３８家。加大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
患整治力度。协调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和

全区安监系统，排查整治“五违”（违法

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

法居住）安全生产隐患，２０１６年任务清
单锁定１０５个地块中，共排查整治消除
安全隐患 ３９８０个。落实区级挂牌督办
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单位和安全生产“黑

名单”管理制度，确定９家区级挂牌督办
单位、５家“黑名单”管理单位，９家重大
隐患单位年内全部完成整治。实施“分

级监管、各有侧重”的监管模式，将 １０８

家高危、较大危险等企业列为区级重点

监管单位，指导督促街镇（园区）明确各

自重点监管单位４０５家。按照“四不两
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

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和

“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检查情况及查

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要求，相继开展

内部加油站和油库、持证上岗、有限空间

作业、粉尘防爆、汛期安全与防暑降温、

使用液氨冷库、职业病与职业中毒防治、

陶瓷生产和耐火材料制造企业粉尘危

害、事故单位“回头查”及“两会”、Ｇ２０
杭州峰会、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等

特殊时段专项检查。依法依规开展事故

调查处理，全年共牵头组织２２起事故及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等事故调查，

对２５家事故单位开展回访。

■强化基层安全基础　加强行政审批，
全年共办结各类行政审批３３５件，作业
场所网上预审３１３家企业。推进标准化
创建工作，全年共有１７８家企业申请标
准化外部评审，超额完成年度１５０家的
评审目标。开展小微企业评估工作，全

年全区共有２９６家小微企业完成评估工
作，超额完成年度２４０家评估目标。强
化应急处置，审查企业应急预案，适时组

织开展应急演练，全年共审查应急预案

１５６个。开展企业负责人、安全干部、危
化品从业人员、特种作业等培训，全年共

培训各类人员１００６８人，超额完成全年１
万名培训任务。

■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６月，
围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

素质”主题，开展“安全生产月”系列活

动。举行“安全生产万里行”系列宣传

活动、安全生产论坛、大型宣传咨询活

动、安全知识竞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等

活动，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关爱生

命”氛围。

■张庙街道成功创建国家安全社区　推
进社区安全文化建设，指导张庙街道成

功创建国家安全社区。张庙街道 ２０１４
年启动创建全国安全社区，创建内容共

１１大类 ２４个子项安全项目，具体是儿
童安全（儿童假期居家安全项目、幼儿园

儿童环境安全促进项目、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儿童急救培训项目）、学校安全（校

门口交通安全促进项目、学生运动安全

促进项目、学生溺水安全促进项目）、老

年人安全（老年人防跌倒项目、老年人认

知障碍安全促进项目、敬老院老人安全

促进项目）、工作场所安全（生产加工场

所安全促进项目、装配场所安全促进项

目、码头装卸场所安全促进项目）、公共

场所安全（公园环境安全促进项目、大型

超市卖场逃生安全促进项目）、居家安全

（居家燃气安全项目、居家用电安全促进

项目）、消防安全（小区电动车充电安全

促进项目、餐饮行业消防安全促进项

目）、交通安全（规范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停放管理安全促进项目、道路路口管理

项目）、社会治安安全（门禁式安装及长

效管理机制）、防灾减灾安全与环境安全

（高层逃生、小区风险标识）、涉水安全

（河道周边涉水安全促进项目）。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成功创建全国安全社区。

■“１·１３”志卓成套机械设备生产安全
事故　１月１３日１３时２０分左右，位于
宝山区石太路１６５７号的上海志卓成套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爆炸事故，

造成４人死亡、２人受伤。经市安全生
产事故调查组调查，该公司在使用氩弧

焊封闭检修孔焊接过程中阴极辊爆炸，

导致阴极辊的２块侧板及钢制支架主动
轴支撑件被炸飞，并将地面上的木质托

盘掀起，从而造成事故。此起事故为一

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志卓公司被依法

处以８０万元行政处罚；场地出租方及属
地监管责任主体，分别被处以行政处罚

和检查。

■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森林公园安全事
故　１０月１４日１１时３０分左右，位于宝
山区塘后路２０６号上海吴淞炮台湾国家
湿地森林公园内的游乐项目“勇攀珠

峰”爬网结构主绳发生断裂，造成弧形的

爬网结构整体坍塌，致使攀爬的学生中

有１１人不同程度受伤。经区安全生产
事故调查组调查，这是一起公共安全责

任事故。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相关

责任人员及单位分别进行行政处罚。

（王根林）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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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建设与管理
■编辑　吴思敏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规划和土地管理以
“编制面向２０４０年的城乡总体规划、提
升加强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为主线，守住

土地底线，谋划区域发展，推动宝山区经

济社会平稳发展和创新转型。发挥规划

引领作用，推进区域总体规划编制，形成

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４０）初步方案及上报文本，推
动宝山区养老专项规划、村庄布点规划

等１６项专项规划编制与区域总体规划
衔接。编制滨江地区、南大地区、吴淞工

业区、新顾城等重点地区规划，结合邮轮

港产业发展与功能提升，促进城市更新

与实施，保障转型发展。按照城市更新

理念，创新实施“城中村”及老镇旧区改

造规划，完成《宝山区保护村选点规划》

和《宝山区村庄布点规划》，促进城乡一

体化发展。围绕市、区重大工程，优化完

善沪通铁路、Ｇ１５０１等市重大工程专项
规划、吴淞江（罗?河）等相关规划。

加强土地高效利用，构建全生命管

理体系。贯彻“五量调控”（总量锁定、

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

高）土地新政，合理安排建设用地规模、

布局、结构和开发时序。严控新增建设

用地增量，优化项目指标配置，优先保障

市政公益项目落地。优化建设用地存

量，分类实施调整，重点推进存量工业用

地调整升级，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

提高土地周转效率，实施出让弹性年期

制，强化土地利用全生命周期管理。全

面促进质量提高，加强土地集约复合利

用，建立紧凑型、节约型的用地标准体

系。重点推进存量低效建设用地盘活利

用，制订《宝山区盘活低效存量工业用地

实施意见》，推进集建区外减量化，超额

完成耕地复垦目标任务。平稳有序推进

经营性地块收储出让，聚焦南大、滨江、

大型居住社区等重点板块建设，推进土

地储备各项工作，加快计划内出让地块

节奏。继续做好不动产登记发证，１０月
８日，宝山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正式揭
牌，标志宝山区不动产统一登记发证开

启。聚焦“五违”（违法用地、违章建筑、

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经营），强化土

地执法力度，落实全区违法用地处置警示

约谈会议精神，形成“党政同责、条块连

责、属地负责”的整治工作体系，制定历

史遗留用地处置计划。聚焦“１＋１＋４５＋
７１”（２０１５年生态环境市级地块，即月浦
镇友谊村地块＋２０１６年生态环境市级地
块，即南大综合整治地块＋区级生态环境
整治地块４５个＋自我加压的镇级生态环
境整治地块７１个）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地
块，加大治理违法用地处置力度。推进土

地征收补偿工作，确保依法合规、程序到

位。结合督察审计重点，健全管理机制。

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设施

农用地备案、管理的操作办法》《宝山区

耕地保护办法》，稳步推进耕地和基本农

田保护建设，保障耕地红线。研究优化征

地补偿机制，稳妥推进重点地区、重大工

程土地收储出让相关的集体土地征收补

偿，维护社会稳定。

提升行政服务效能，提高规划土地

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审批流程，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围绕项目确定、动态管

理、告知承诺制度等，完善绿色通道审批

制度。加强服务和部门联动，推进全区

重点地区、重点板块、重大工程的行政审

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编制印发行政审批办事指南和业

务手册，形成标准化、公开化、透明化的

行政审批制度。服务重点地区发展，推

进滨江地区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项目、

上港军工路退二进三地块土地出让及方

案深化、顾村大居拓展区动迁安置、罗店

大居配套市政公建项目工程规划许可

等。推进嘉盛公路、祁连山路、南大路、

锦秋路、５＋１排水泵站、江杨北路拓宽

工程、泰和污水厂、轨道交通等重点项目

建设。协调推进北郊未来产业园、双庆

路宝龙地块、同济建设设计产业基地项

目等。完善城建档案管理，指导重大重

点项目档案的竣工验收。在地名普查试

点工作基础上，组织开展第二次全国地

名普查，同步加强与规划对接，做好地名

规划研究。建设规土信息管理平台，在

完成信息管理平台由初始系统调式向功

能模块完善转化基础上，继续汇集总体

规划、控详规划、地籍调查等各类数据。

整理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案例汇编。重点处理“热线１２３４５”重
复工单并完成历史信访积案。全年受理

登记来信１９７封；来访７４批，其中集访
３３批，计７００余人；网上来信１０９封，规
划土地网２２４封，“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３９５
封，其他电话８９个，来信、来访、来电等计
１０８８封（批），办结率８６％。依法合规进
行信息公开，依申请信息公开１３２７件，比
上年增加 ６７３％，办结 ８２４件，答复率
６２１％。行政复议６２件，增加３６４％；行
政诉讼２７件，增加３８５％。办理区人大代
表书面意见、政协委员提案３４件，其中人
大建议７件，主办１件；政协提案２４件，
主办７件，提前完成“两会”意见提案办
理，其中８件主办件均获代表、委员满意。

■编制区域总体规划　年初正式启动宝
山区域总体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４０）编制。按
照上海市规划技术规范要求，形成整体

框架和核心内容。５月至９月分别举行
宣讲和咨询城市总体规划活动。５月２０
日、６月１５日、７月８日召开公众意见征
询会，多途径、多方式开展公众意见征询

并修改优化。９月１３日，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和研究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区委书记汪泓和区长范少军

分别提出工作要求。１１月初，根据上海
市总体规划，重点研究从全市层面确定

的宝山地区功能定位、用地布局以及交

７９１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编制单位 概　况

１

关于同意《宝山区Ｎ１２－１００１
单元（大场建设敏感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
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６］５３号 ４月２８日
宝山区人民政府、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

结合地区发展及庙行镇康家村“城中村”改造，新增规划范围面积１４．０８公
顷，合计达４０６．９７公顷。规划范围涉及城中村居住、?藻浜沿岸地块和楔形
绿地功能区域，用地格局犬牙交错。规划调整改造“城中村”，适当调整建设
地块范围及开发强度，增加一处完全中学，捆绑实施商品房地块动迁房地块
和楔形绿地建设；实施公共交通，改善民生；增加滨水岸线开敝率，优化滨水
空间，调整水系河道走向，利用现状河道。

２

关于同意《宝山区乾溪新村、
南大北块、何家湾、盛宅４各
排水泵站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局部调整（实施深化）》的
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６］７５号 ６月７日
宝山区人民政府、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

上海现状建成区完善污水收集管网，为基本实现建成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提高地区雨水排水标准，宝山区中心城部分需增加或扩建规划的排水泵站，
调整涉及上大社区、祁连敏感区、新江湾社区和泰和结构绿地等规划局部调
整，遵循绿量平衡和土地集约利用的原则，新增或扩建泵站占用的绿地，在中
心城范围内平衡。

３

关于同意《宝山区 Ｗ１２－
１６０２单元（祁连社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 Ｓ１街坊局部调整
（实施深化）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６］１３２号 ９月２９日
宝山区人民政府、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

位于上海中心城西分区宝山西次分区内，由南陈路—锦秋路—汇丰路—丰翔
路—环西二大道（外环线）—锦秋路—规划路—塘祁路围合区域，总用地面积
４７１．９１公顷。通过完善社区配套服务设施，规划功能定位设施齐全、环境优
美、健康、舒适、安全的现代生活社区。

４

关于同意《宝山 ＢＳＰＯ－１６０１
单元（丰翔城市科技园）控制
性详细规划 Ｂ１、Ｂ２街坊（动
迁安置房）实施深化局部调
整（实施深化）》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６］１３３号 ９月２９日
宝山区人民政府、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

紧邻上海市中心的市级工业园区，实施深化规划区东临Ｓ２０外环高速，北濒?
藻浜，西至陈广路，南达锦秋路，用地面积６１．５９公顷，其中２６．５６公顷位于集
中建设区范围，占总用地面积的４３．１２％。为整合园区土地资源，提升综合服
务功能，以及宜居、宜业水准，需建动迁安置房建筑面积约２９．６０万平方米，用
地面积１４．８公顷，通过深化２００９版控制性详细规划，增加动迁安置房供给，
优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优化绿地布局，保障园区村民动迁安置需求。

５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虎
林泵站专项规划》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６］１３９号 １０月９日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

位于杨盛河东侧、共富路南侧，规划用地面积０．３３公顷。规划公共绿地选址
于杨盛河以东、联谊路以南、?藻浜以北区域，规划面积２．４５公顷。

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宝山区保护村选点规划》的
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３９号 ４月２９日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
管理局

梳理宝山区农村风貌要素，协调村庄保护与开发利用，推动保护村转型升级，
罗店镇东南弄村、毛家弄村、罗泾镇洋桥村为保护村。毛家弄村住宅呈“兵营
式”空间格局，稻田与村落交错布局，依托河道网络形成蔬菜大棚，宝山村庄
风貌独特；历史遗存钱世桢墓和钱信忠故居、古树。洋桥村为宝山区典型的
农田水系环境村落格局，村口古树、洋桥老街街巷格局肌理保存良好，具有良
好的步行尺度和空间格局，方何家宅近百年传统风貌住宅为风貌要素。

７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报送《宝山区村庄布点规划》
的函

沪规土资总
［２０１６］６０９号 ６月２０日 宝山区人民政府

开展宝山区自然村现状调研和布局规划，按“保护村”“保留村”和“撤并村”
三中类型分类指导，明确相关控制规模，相关核心内容同步纳入宝山区城乡
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８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宝山区罗店镇束里桥村村
庄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１８号 １１月１１日 宝山区罗店镇政府

规划范围束里桥村域，东临月浦镇及毛家弄村，南连繁荣村，西邻东南弄村，
北接光明村，村域面积１８３．５３公顷。定位以农业生态和生态保育为主的大都
市近郊保留村庄，依托罗店工业区、月罗工业区产业发展。逐步产业结构调
整转型；依托罗店新镇及生态涵养林区，发展环境优美的现代化休闲农业体
验区；优化环境、改善生活、方便生产，打造有罗店特色的美丽村庄。

９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海星
村村庄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２８号 １１月３０日 宝山区罗泾镇政府
规划范围海星村域，东濒陈行水库，北依宝钢水库、花红村，南临罗泾涵养林、
西至陈行村、总面积１８１．７１公顷。功能定位具有区域文化特色及长江风情的
以水产养殖、蔬果种植、生态观光、农事体验、旅游度假为主的休闲宜居乡村。

１０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花红
村村庄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２７号 １１月３０日 宝山区罗泾镇政府
规划范围花红村村域，东濒宝钢水库，北临新陆村，西近罗泾新镇，南至海星
村，总面积１４５．７６公顷，其中位于陈行水库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用地面积
１１４．７６公顷。功能定位以农耕文化旅游为特色的新型生态村庄。

１１
关于同意《宝山区罗店新镇
ＢＳＰＯ－２２０２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６］１８９号 １２月１３日
宝山区人民政府、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

罗店新镇区组成部分，规划范围东濒潘泾，西邻抚远路住宅区，北临月罗公
路，南至规划杨南路，用地面积３３４．５６公顷。总体空间布局以绿为底、水陆并
举、多点嵌合、设施共享；养老用地、商业、居住以及社区公共配套散嵌在生态
绿化基底中。提升罗店地区的能级，集聚人口、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作用，提
升规模等级，增强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城乡统筹，尤其提升体育休闲和养老服
务功能。功能定位细化公共服务设施为导向，促进产城融合发展，集养老服
务、健康生活、体育休闲和医疗保健为一体，上海北部老龄怡养康健社区。

１２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同意《宝山区月浦镇 Ｇ８ＢＳ－
０００１单元石洞口工业小区街
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意见

宝府［２０１６］１３８号 １２月２９日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
管理局

月浦工业园的组成部分石洞口工业小区东至老?川路，南至北?川公路，西
至和合路、云天路，北至云上路。规划范围总用地８９．８４公顷。该街坊位于全
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单元中确定的Ｇ８ＢＳ－０００１单元（沿江浦工业特定区）
内，定位以生产制造、现代物流为主导产业类型，配套建设电子商务等现代服
务业的综合性产业街坊。

１３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
同意《上海市宝山区顾村潘泾
社区ＢＳＰＯ－０３０１单元（顾村
星星村动迁安置基地）控制性
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意见

宝府［２０１６］１３９号 １２月２９日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
管理局

调整范围：顾村镇潘泾社区ＢＳＰＯ－０３０１单元白荡以北的区域，东至潘泾路，
西为电台路，北濒湄浦。以实施该区域杨行变电站周边地块的开发建设，落
实星星村动迁基地、居住用地捆绑、绿化建设实施和整体环境改善，实现宝山
新城战略发展需求、促进产城融合、落实现实地区诉求。控制性详细规划调
整结合地区文体中心，打造以友谊西路为主体的城市发展轴上的重要节点。

通市政生态系统的分解要求，并再次与

重点专业部门开展新一轮充分对接，形

成宝山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４０）初步方案及上报文本，上
报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以下

简称“市规土局”）。宝山区总体规划编

制构成“１＋３”整体框架（“１”为总体规
划报告，含文本、图纸、公示简本等；“３”
为总体规划战略研究、总体规划核心课

题及１６项相关专项规划），总体规划战
略研究和总体规划核心课题完成编制，

１６项专项规划有 １３项完成中期成果，

并与总体规划形成有效衔接。落实“开

门做规划”要求，从 ５月起，以“未来宝
山，您的期待”为主题，全面启动新一轮

总体规划巡回宣传和公众意见征集系列

活动。结合新一轮宝山区总体规划修

编，在前期“新三线”（城市开发边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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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划示成果

基础上，同步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根据宝山区 ２５５万亩基本农田的
保护任务，按照保留、调入、调出要求，局

部调整基本农田布局，确定宝山全域永

久基本农田面积约２６万亩，划定成果
连同数据库成果上报上海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管理局。启动宝山区文教体卫、村

庄布点规划、水系、综合交通、环评、生态

空间等１６项专项规划编制，完成与总体
规划的衔接。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罗店镇启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镇项目 摄影／张明是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滨江地区按照滨
江公共空间与绿化空间全面贯通要求，

加快部分老码头、老企业转型，腾出空

间，提升滨江邮轮港区域环境品质和产

业特色。结合邮轮港产业发展与功能提

升，结合圈围地块、豆制品厂地块等项目

启动，优化宝山滨江城市品质与风貌设

计，将滨江沿线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地

区，联合上港集团开展上港九区、十区规

划研究，打通岸线，开放公共空间。南大

地区开展轨道交通１５号线站点综合开
发方案研究，形成初步成果。结合与上

海地产集团、临港集团合作，开展核心区

城市设计等研究工作。吴淞工业区作为

整体转型区域纳入城市更新政策研究范

畴，《吴淞工业区城市更新与实施策略研

究》列入编制计划，重点结合不锈钢基地

范围内的工业建筑和工业空间的保留和

开发，注重土地开发政策和规划实施结

合，形成具有可操作性方案，同步推进吴

淞工业区结构规划编制。新顾城开展城

市风貌导则、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暨附加

图则编制，推进核心区城市设计、景观规

划设计、智慧社区、绿色生态、风貌导则

等系列专项研究。“城中村”及老镇旧

区按照城市更新理念创新实施改造规

划，上半年完成庙行镇康家村控详规划

调整，下半年推进大场镇联东村及场中

村、顾村镇杨邢宅及顾村镇老集镇改造

等规划调整工作。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促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完成《宝山区保护村选点规划》和

《宝山区村庄布点规划》，核心内容纳入

总体规划。农民集中居住规划在形成

《宝山区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镇村规划编制计
划》基础上，启动开展月浦镇、杨行镇两

镇新市镇总体规划，完成顾村镇郊野单

元规划公示和初步方案评审。罗店镇东

南弄村列为国家传统村落，形成《罗店镇

东南弄村传统村落规划》成果并上报审

查。完成《罗店镇束里桥村村庄规划》

《罗泾镇海星村村庄规划》及《罗泾镇花

红村村庄规划》，并获区政府批复。罗店

镇天平村、毛家弄村、罗泾镇洋桥村村庄

规划于年底前报区政府审批。

■土地利用管理　加强土地高效利用，
全面贯彻“五量调控”土地新政。锁定

区域内２４４平方公里建设用地总量，重
点聚焦“１０４”区块能级升级、“１９５”区域
功能转型，制定《宝山区盘活低效存量工

业用地实施意见》，指导盘活利用存量建

设用地。结合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度开展的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１０４产业
区块土地利用绩效调查”及“低效工业

用地调查”成果，制订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度
低效工业用地盘活计划，盘活存量低效

建设用地。推进宝山工业园区、顾村机

器人产业园等园区内低效工业用地盘

活，１０余个项目功能得到提升。拟定
《宝山区管理使用集体土地若干规定》，

对宝山区集体土地按农用地、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进行分类管理。完成 ２０１５年
保障房安居工程和区区对接道路审计，

全面审核保障房安居工程相关材料，梳

理汇总区区对接道路项目用地指标。

■土地收储和出让　围绕年度储备 ３２
公顷和出让６７公顷土地目标任务，聚焦
南大、滨江、大型居住社区等重点板块建

设，推进土地储备各项工作，加快计划内

经营性地块出让。全年完成土地储备

１１幅，总面积３４２公顷。完成土地出让
１２幅（含动迁安置房、工业用地），土地

面积５８９公顷。其中：工业用地 １幅，
土地面积 １３６公顷；科研设计用地 ３
幅，土地面积１２１８公顷；动迁安置房用
地３幅，土地面积１４７８公顷；普通商品
房用地１幅，土地面积７０２公顷；商服
用地３幅，土地面积１２９２公顷；商住综
合用地１幅，土地面积１０６４公顷。

■土地征收补偿　全年承办集体土地征
收项目４７宗，涉及土地征收面积２６２９
公顷。启动３８个基地征地房屋补偿工
作，涉及征地面积８５０７公顷，居农民总
户数２５５８户，重点推进南大地区征收补
偿工作。受理争议处置责令交地案件

１１户，核发９户责令交地书。结合工作
推进中的突出问题，重新梳理征地包干

工作程序、档案管理工作制度、征地房屋

补偿工作流程，在业务办理中确保依法

合规、程序到位。

■地籍管理　开展“双无”（无审批、无
登记）建设用地调查，按照调查要求，围

绕市规土局下发月浦镇调查图斑 １３２５
块、面积２２６平方公里进行研究分析，
叠加数据，制作工作底图，对实地外业调

查数据复合，判定图斑填报的准确性以

及处置方式的合理性，形成调查成果报

告，为减量化方案的制定做好基础准备。

开展土地权属核查，推进地籍管理规范

化，完成地籍区（子区）划分成果汇交，

调处土地权属争议，化解争议、依法确

权，保护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依法加

强矿产资源开采与保护日常监管，落实

矿产资源日常监督检查备案制度，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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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许可证延期初审，完成“一书两

证”（建设项目造地意见书、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预审。协调国家地下水

监测工程（宝山区部分）施工。编制《宝

山区处置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健全全区

地质灾害应急反应机制，提高城市整体

防护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立项情况

镇
区规土局下达
下达任务面积

立项个数 立项面积（公顷）

罗泾镇 １４ ２０ １７．４３

罗店镇 １２ ８ １５．０６

月浦镇 １０ ９ １３．１３

顾村镇 ６ １０ １０．８１

杨行镇 ２ ２ １．９１

合　计 ４４ ４８ ５８．３４

　说明：完成市规土局下达３８公顷任务的比例为１５３％。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确认情况

镇
区规土局下达

下达任务面积 （公顷）
确认面积（公顷） 完成比例（％）

罗泾镇 １３．７ １４．７８ １０８

罗店镇 ７．２ １１．５６ １６１

月浦镇 ５．７ ６．０７ １０６

顾村镇 ８．９ ６．０１ ６７

杨行镇 ４．５ １．５８ ３５

合　计 ４０ ４２ １０５

　说明：完成市规土局下达３８公顷任务的比例为１１０％。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　加强高标
准基本农田建设，对宝山区“十二五”期

间完成的１１万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项目开展评估并精准落图。围绕市下达

宝山区 ５００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
务，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农业、水利

建设，会同区农委、水务和财政分析研究

设施菜田和粮田、小农水利等项目，制定

全区２０１６年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
实施计划，明确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

目、建设范围、项目布局、项目资金安排

等要求。完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面积

１７０６亩，远超市下达宝山区的年度任务
量（可年度累计结转）。

按照《宝山区耕地保护管理办法》，

细化耕地保护工作责任，将责任落实到各

镇、责任人，规范耕地保护巡查制度，强化

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完成区粮食安全

责任（耕保部分）考核。提高耕地保护数

量和质量，以土地整治作为耕地质量管理

基础平台。坚持统筹规划，占补平衡，从

质量、数量、生态等方面完善耕地保护责

任目标，推进土地整治和历史遗留用地拆

除复垦，完成２０１６年耕地质量等级调查
评价与监测工作资料搜集和外业调查以

及土地整治综合成效评估。

■完成土地变更调查　宝山区共收到
２０１５年度卫星遥感监测图斑３８９个、面
积１６９４５公顷。周密部署变更调查、协
调和对接，摸清图斑的坐落位置、现状用

途、土地审批等情况，按实地建设、用途

及合法性等情况进行分类，与卫片执法

同步开展，完成土地变更调查和复核，开

展国家级土地变更调查成果实地抽查，

确保土地调查数据的准确性。

■土地减量化复垦４２公顷　优化完善
减量化工作机制，实施“总量锁定、增量

递减、存量深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策

略，制定《宝山区集建区外减量化工作补

充意见》，有序推进集建区外减量化工

作。围绕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下达

的３８公顷减量化立项和复垦确认的年
度目标任务，锁定具体地块，建立减量化

项目立项清单制度、统一补偿资金标准

等２６项具体内容作出明确和规范。全
年完成５７个地块立项工作，面积 ５８３
公顷，超额完成立项目标任务，超额完成

比例１５３４％。完成复垦４２公顷，占市
下达年度任务的１１０％。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妥善衔接征地补
偿与征地房屋补偿程序和操作，全年承

办集体土地征收项目４７宗，土地征收面
积２６２９公顷；受理拟征地告知书项目
３９个，涉及土地征收面积１０６１公顷；共
张贴《拟征地告知书》４９份，张贴《征收
土地方案公告》４６份，张贴《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公告》４３份，张贴《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实施告知书》４２份，完成结案 ２９
宗。签订《征地费包干协议书》４２份，签
订《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协议书》４２
份，涉及征地补偿总金额 ３２６４０８５万
元。全部完成南大二期三期、泰和水厂、

康宁路道路工程等重大重点项目征地费

包干。

■征地房屋补偿　全年共启动３８个基
地，涉及征地面积８５０７公顷，居农民总
户数２５５８户，企业３家。启动签约基地
１８个，涉及签约户数１２３８户，签约１０６３
户，启动责令交地程序签约５１户，共签
约１１１４户。处置争议送达具体补偿方
案６９户，其中１６户成功消减完成签约。
实施补偿５３户，（其中４户成功消减完
成签约，４３户核发责令交地书），配合核
发责令交地书４３户后续推进（其中 ３１
户成功消减完成签约）。协调未签约户

的行政和司法裁决和强制执行的各项配

套工作。开展土地使用费征收，区外商

投资企业使用集体土地的企业户共 ８３
户，根据有关政策，免征、核销１０户，应
销未销６户，应征收６７户，全年应征收
土地使用费 ６９５３万元，征收 ５２３３万
元，征收率７５２６％。

■建筑风貌管理　建立主要道路两侧及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项目方案评审等并联

审批机制，邀请建筑、景观专家及相关职

能部门对方案集体论证，提高项目审批

质量，缩短审批时限，完成上港十四区、

军工路地块、侨福Ｃ块、高境养老院等重
点难点项目方案评审及公示。对轨道交

通１８号线、１５号线沿线站点建设、重要
沿线节点进行梳理完善，提出控制性要

求，推进新建地铁沿线建筑风貌管控。

开展吴淞工业区历史工业风貌保护区的

建筑风貌保护，启动区域外环线内现状

历史保护建筑的梳理和确认，形成历史

保护建筑风貌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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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外环线内区域历史建筑风貌　按
照“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

区、城镇格局；既要保护精品建筑，也要

保护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居及地方特

色的民俗”的要求，自１２月起，区规划土
地管理和文物管理等部门联合开展外环

线内区域历史建筑现状情况普查，普查

对象为建成５０年及以上（１９６６年以前）
的历史建筑与建筑群。此次普查通过梳

理建成５０年及以上建筑分布情况，重点
针对成片工业建筑等历史建筑进行调

查，包括历史建筑总栋数、建筑面积、建

筑位置、建筑结构类型、现状建筑功能、

建造年代等。

■规划建筑工程管理　全年共受理行政
许可事项 １４１６件，其中规划业务 ６２７
件，用地业务５２４件，执法大队业务２６５
件（其中开工放样复验１０３件、综合验收
１６２件）。办理规划建设事项８５０件，其
中用地类２２３项：用地预审５３项、土地
储备１９项、招拍挂批文１１项、建设用地
批准书７０项、划拨决定书５８项、签订合
同１２项；规划市政类 ６２７项。其中：建
设项目选址意见书７５件，核发用地面积
１２４３００５８２平方米；规划设计要求（条
件）８１项，建筑规划设计方案１４６件，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７２项，核发用地面积
２０１１３３８９平方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８７项，核发建筑面积２０３２８３８５
平方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道路、管

线）１６６项，核发道路长度３７２公里、市
政管线２１０６８２公里。围绕重大建设项
目，特别是重点区域、重点板块、重大产

业项目、社会事业项目、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等，服务重点地区发展，先后完成滨江

地区上港十四区 ６号、７号地块方案审
批和工程规划许可、郊环隧道通风塔方

案审批，完成上港军工路退二进三地块

土地出让和方案评审、顾村大居拓展区

动迁安置基地方案及部分地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的核发工作，完成其配套的１０
条市政道路的用地手续和方案、工程许

可证的核发。完成罗店大型居住区配套

市政公建项目工程规划许可等。完成顾

村大居拓展区区属保障房及配套市政设

施项目用地和规划手续办理。

■市政建设工程管理　推进重点项目建
设，按照市、区两级重大工程建设计划，

完成嘉盛公路、南大路、锦秋路、祁连山

路（丰翔路—普陀区界）新建工程、宝嘉

公路（宝山段）道路新建工程、江杨北路

拓宽工程、国权北路道路工程、祁华路公

交枢纽、５＋１排水泵站、泰和污水处理
厂、轨道交通等重大工程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核发。完成淞沪抗战纪念馆二期

项目选址工作。推进宝山工业园区北郊

未来产业园项目方案深化、双庆路宝龙

地块方案优化，完成同济建设设计产业

基地项目、联东Ｕ谷项目、开利空调等项
目工程规划许可。１０月，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管理局对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度建设工
程“一书两证”及规划设计方案审批进

行专项检查，共抽查６０个项目。

■规划监督执法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
为。全年办理开工复验１０８件，办理综
合竣工验收项目１５９件。在规范建设项
目报批和监管的同时，依法查处违法建

设行为。对未批先建违法建设的企业实

施行政处罚３８宗，罚没款５８万元。对
信访举报核实的在建违法建设行为，立

案查处１６宗，均及时移交属地政府实施
拆除。申请区政府强制执行６宗（其中
已批１宗、待批５宗）。开展带征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探索带征土地管理模式，通

过集中约谈、询问笔录、书面承诺、限期

搬离、停水停电等措施，开展南杨家宅带

征土地综合整治试点，１５家企业基本完
成搬迁和人员清理，大部分违法建筑被

拆除。依法对布长街４５号违法建筑、呼
兰路５０５号区域内西侧内一处“非改居”
项目实施强制拆除。依法对罗新路７０９
号上海福石贸易有限公司采取强制停

电、停水措施。依托“上海市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相衔接信息共享平台”，网上公

开违法建筑行政处罚案件，全年录入“两

法衔接”信息平台案件３８宗。

■开展违法建筑专项整治　开展全区安
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行动，全部拆除列

入宝山区２０１６年安全生产重点督办的
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约１１万平方
米的违法建筑，以及１０个违法建筑重点
拨点项目。继续开展“非改居”项目整

治，５２个“非改居”整治项目完成４９个，
共拆除违法建筑面积１０７６万平方米，
清理人员２５５８人。开展违法建筑“清旧
账”专项整治，以清旧账、建机制、促长效

为目标，配合各街、镇、工业园区整治

２０１５年以来完成法律程序而未能实施
拆除的在建违法建筑。参与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分别参与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和

宝山区“五违”整治督察推进工作，对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中涉及的２４宗违法用

地、土地减量化中涉及的３２宗违法用地
全部完成整治并复耕。

■土地执法监察　全面拆除整治 ２０１５
年度部卫片涉及违法用地，并达到复垦

要求。全区共涉及变更图斑２０９宗，面
积１４７８７亩，其中耕地面积 １９７８亩。
经核查，合法用地 １８５宗，面积 １４２３５
亩，其中耕地面积１６７５亩；违法用地２４
宗（１２宗为公益性行政处罚项目，３宗为
水面桥梁无需整改项目，９宗为经营性
必须拆除项目），面积５５２亩，其中耕地
面积３０３亩。９宗经营性违法用地项目
通过实地联合督查验收，１２宗公益性项
目全部完成行政处罚。通过督促整改，

宝山区成为上海市４个被抽查的区中唯
一１００％通过国家抽查的单位。推进
２０１６年度市卫片执法，全区共涉及图斑
３０５宗、２７７８亩。经核查，合法用地１８０
宗，面积２１１１亩；实地未变化１０９宗，面
积６１２亩；违法用地１８宗（４宗为公益性
行政处罚项目、２宗为宗教用地项目、１２
宗为经营性违法用地项目），４宗履行行
政处罚程序，１２宗须拆除的经营性违法
用地项目拆除 ７宗。处置历史遗留用
地，全区共有历史遗留用地２４１宗，面积
６３６５亩（５宗用地一半在集建区内、一半
在集建区外，故统计为２４８宗）。制定历
史遗留用地处置方案，落实 ２０１６年与
２０１７年处置计划，其中２０１６年完成总面
积的６０％以上，初步确定各项目处置方
式，年度计划处置１２３宗、３８８３亩历史遗
留用地，实际完成１０３宗、３１０２亩，整治
率８０％。

■开展土地测绘调查　整合土地调查、
测量成果、网络信息、土地登记等业务流

程，全年土地登记发证７４件、查解封２１
件。全年完成土地勘测定界项目 １７８
件，地籍变更测量７４件，规划红线测量６
件，信访及违法用地、违法建筑测量 １２
件。全年受理测绘项目３０１件，受理三
线管控项目的会签１３件；更新图纸４６６
幅／次，其中道路红线图 １６６幅、河道蓝
线图７３幅、竣工图２２７幅。启动并完成
罗泾镇、月浦镇、顾村镇、杨行镇农村地

籍更新调查，完成量占全区总量的

４８％，启动调查的区域占全区总量的
６８％。其中：罗泾镇调查面积 ３９９４平
方公里，调查户数４９２２户，集体建设用
地３５１宗；月浦镇调查面积２０２９平方
公里，调查户数３０５０户，集体建设用地
２１７宗；顾村镇调查面积 ３１４４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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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调查户数４４７８户，集体建设用地２９４
宗；杨行镇调查面积３３８９平方公里，调
查户数９４５户，集体建设用地２３８宗。

■庙行镇康家村“城中村”改造　庙行
镇康家村东临长临路，西邻大场机场，南

接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北至长江西路，

全村土地总面积 １３０公顷（１９５０亩）。
２０１４年，原市建管委批准庙行镇康家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改造范围

东至共康服饰城、南至静安区区界、西至

大康路、北至长江西路，面积约６０８公
顷（９１２亩）。该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局
部调整方案获市政府批复，农转用、征收

土地方案获国土资源部、市规土局批复，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农民房屋征收补偿、

社会保障、动迁安置基地建设等全面展

开，四季度完成首幅动迁安置房地块的

土地出让，完成部分市政、公建配套项目

土地供应和其余动迁安置房基地的前期

储备。

■城建档案管理　做好重大重点项目档
案的竣工验收指导，做好各类业务档案

指导、接收工作，以及机关文书档案的的

预立卷和馆藏档案的保管及利用工作。

梳理制订《宝山区规划土地档案利用办

法》和《宝山区规划土地文件材料归档

办法》，加强竣工档案验收及指导，提高

验收质量，完善档案验收环节。预列登

记２０１６年建设工程（项目）２３６个。受
理竣工档案验收申请１５７份，核发《建设
工程竣工档案检查结论单》１５７份，核发
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合格证１５７份。接收
各类竣工档案１５３项（４３２１卷），建筑面
积４１４４１万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类
竣工档案 ４５项（７７７卷），建筑面积
７７０７万平方米；民用建筑类竣工档案
６６项（３３６２卷），建筑面积３３７３４万平
方米；市政道路、公建配套、燃气、信息管

线等项目档案 ４２项（１８２卷），长度
４３３３公里。全年接收“一书两证”档案
（建筑执照、市政道路、管线及配套设施

执照和用地规划档案）２０１５年上半年执
照档案９２件、２０１４年用地档案１１１件、
２０１３年市政档案１６８件；整理著录２０１３
年规划验收档案１４９件、２０１４年７２件。
接收建设用地项目４６９项，建设用地预
审５８项，项目招标文件２１项，责令交地
２０项以及外商投资注销企业 ３７项等。
接收整理并扫描装盒２０１５年文书档案
７２８件。完成扫描２０１４年执照档案文件
２４０５１份，图纸 ６８０４份，２０１５年执照档
案文件１４８４５份；２０１２年市政执照档案
图纸２３１２份，２０１４年规划验收档案图纸
２５３份，２０１６年竣工档案３５９６份。

■开展地名普查（补查）　５月起，组织
开展宝山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补

查）。按照全市地名普查执行标准和规

定，对全区地名“补查”数据开展外业数

据采集、定位、拍照，分析、筛选和甄别，

以及分类统计、基础数据转换、普查试点

数据对接、数据资料融合处理等。如实

记载地名的由来、含义、历史沿革，强调

文字信息的真实可靠，获取地名属性信

息，做到地名补查“五个全覆盖”（对所

有补查材料、补查数据、补查过程、补查

成果、补查档案的全覆盖）。该项工作计

划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完成。

■地名管理　全年完成地名命名审批
２２个。重视重大项目，确保名称审批落
地，同步加强与规划对接，做好地名规划

研究。在地名命名审批中，把握地名管

理工作的难点热点问题，提高服务质量

和效率。配合重点重大项目建设，规范

地名管理，满足城市建设发展需要，完成

区域重点项目上港滨江城４个综合性地
块的二级地名名称查询、协调、审批，做

好罗店大居、南大地区、滨江地区等地名

命名。沟通协调“友谊西路”命名审批。

协调、指导地名专项规划，完成《宝山区

罗店新镇ＳＢＰＯ－２２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编）地名专项规划》《宝山区新

顾城地名专项规划的调整》《宝山区“友

谊西路”地名规划》的研讨与评估。发

挥区地名委员会成员单位网络管理作

用，加强与区建交委、房产、公安等部门

的沟通协调，抓好地名协同管理。完成

区“两会”提案主办件《将?藻浜更名为

新吴淞江的建议》的提案答复。

■开展“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　４月２２
日是第４７个“世界地球日”，宣传主题是
“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倡导绿色简约生

活”。宝山区志愿者在区文化广场宣传

点倡议“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倡导绿色简

约生活”签名，发放宣传手册、环保袋，并

作现场咨询解答，宣传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共有２００余人参加活动。此次主题
宣传活动不仅采用悬挂横幅、电子屏宣

传等传统宣传方式，也在网络、微信等新

媒体上，政府网站、短信平台和“宝山规

划土地”公众平台作宣传，扩大宣传面，

增强市民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意识。

■宝山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揭牌　１０
月８日，上海全面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房地产登记由不动产登记替代，房

地产权证书和登记证明停止发放，颁发

《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

此前依法颁发的各类有效的不动产权属

证书继续有效，并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

权利不变动，证书不更换。同日，区委书

记汪泓和区长范少军为宝山区不动产登

记事务中心揭牌，并向市民发出首张《不

动产权证书》，开启宝山区不动产统一登

记。原区房地产交易大厅调整为不动产

交易登记大厅，增挂上海市宝山区不动

产登记事务中心牌子，房地产登记受理

窗口调整为不动产登记受理窗口，受理

不动产登记业务。不动产交易登记大厅

内设置专门区域，摆放不动产登记宣传

资料，张贴不动产登记宣传挂图。同时，

增加咨询窗口人员，解答市民百姓咨询

不动产登记事项，确保不动产统一登记

顺利实施。 （张明是）

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

序号 标准名称
行政审批号
行政许可号

所在地
命名
类别

相对位置及范围 申报单位 转发文编号 备注

１ 上坤淞南商都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０１号 淞南镇
居住区、
建筑物

淞南镇，东至祥腾生活广场、南至淞发
路、西至长江南路

上海上坤淞发置业
有限公司

２ 乾皓苑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０２号 大场镇
居住区、
建筑物

大场镇，南至丰皓路、西至鄂尔多斯
路、北到环镇北路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
司

３ 文景华庭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０３号 大场镇
居住区、
建筑物

大场镇，东至鄂尔多斯路、南至走马塘
路、西至汇丰路、北至丰皓路

上海招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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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标准名称
行政审批号
行政许可号

所在地
命名
类别

相对位置及范围 申报单位 转发文编号 备注

４ 罗宁欣苑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０４号 罗泾镇
居住区、
建筑物

罗泾镇，西至长虹路、北至毛家塘、南
至潘新路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
发经营有限公司

５ 新顾城 沪名（２０１６）第００６号 顾村镇
居住区、
建筑物

东至沪太路、南至宝安公路、西至规划
Ｓ７、北至Ｇ１５０１

上海地产北部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沪宝名［２０１６］
第５号

６ 上港滨江城盛
东里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０６号 友谊路
街道

居住区、
建筑物

友谊路街道，北至云海路、南至富锦东
路、西至帆远路、东至采江路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７ 霄云湾公寓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０７号 宝山工
业园区

居住区、
建筑物

宝山工业园区，北至潘川路、东至荻
泾、西至萧云路

上海市宝山区公共
租赁住房运营有限
公司

８ 保利熙悦名邸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０８号 大场镇
居住区、
建筑物

大场镇，东至规划祁康路、南至规划走
马塘路、西至规划大场路、北至规划丰
皓路

上海保利建璀房地
产有限公司

９ 合兆路（延伸） 沪地办［２０１６］３７号 宝山工
业园区

道路
宝山工业园区，南起金筐路，北至潘川
路

上海宝山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

沪宝名［２０１６］
０９号

１０ 地矿大厦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１０号 大场镇
居住区、
建筑物

大场镇，东近真大路、南至环镇南路
上海市地矿工程勘
察院

１１ 凯旋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１１号 大场镇
居住区、
建筑物

大场镇，东至祁连山路、西临华秋路、
北讫塘祁路

上海滨安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２ 宝杨宝龙商业
广场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１２号 友谊路
街道

居住区、
建筑物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东至双庆路、西至
同济路、南至海江路、北至宝杨路

上海宝龙富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 走马塘路 沪地办［２０１６］７４号 大场镇 道路 大场镇，南陈路—大场路（规划） 大场镇人民政府
沪宝地［２０１６］
１４号

沪宝地［２０１６］
１３号

１４ 微时光商厦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１５号 顾村镇
居住区、
建筑物

顾村镇菊太路以南、陆翔路以西
上海宝辉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５ 微生活商厦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１６号 顾村镇
居住区、
建筑物

顾村镇菊太路以北、陆翔路以东
上海宝辉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６ 友谊西路 沪地办［２０１６］９２号 杨行镇、
顾村镇

道路 沪太路—?川路
宝山区建设和交通
委员会

沪宝地［２０１６］
１８号

沪宝地［２０１６］
１７号

１７ 上港滨江城宜
东苑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１８号 友谊路
街道

居住区、
建筑物

南近马路河，西至牡丹江路，北临宝钢
护厂河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上港滨江城振
东苑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１９号 友谊路
街道

居住区、
建筑物

北至云海路，南至牡丹江路，西至天江
路，东至帆顺路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 上港滨江城冠
东苑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２０号 友谊路
街道

居住区、
建筑物

东至长江，南至富锦东路，西至采江
路，北至云海路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上港滨江城明
东苑

沪宝名（２０１６）第２１号 友谊路
街道

居住区、
建筑物

东至帆远路，南至富锦东路，西至帆顺
路，北至云海路

上港集团瑞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张明是）

城乡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以下简称“区建交委”）补齐交通出行

短板，聚集重大工程推进，落实行业监管

责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面推进各项

工作有序有力开展。全年新增道路

２２９５公里，至年末，全区道路总里程达
８２２２公里，路网密度３０８公里／平方公
里（不含宝钢区域），公交线网长度

４３１５公里，线网密度１６１公里／平方公
里（不含宝钢区域），全区共有公交线路

１４１条，其中区域性公交线路６２条，跨
区运行线路 ７９条。１００％的行政村已
有公交线路通达。初步形成以轨道交

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基础，慢行交通

等其他方式为补充的公共交通服务网

络。全年共协调解决农民工讨薪 ２１３

起，共涉及人数２４７６人，涉及金额８４１５
万元，未发生恶性群访、闹访事件，实际

解决率达９５％。年内，区建交委被国家
交通运输部授予“２０１６年全国交通基
础建设劳动竞赛优胜单位”荣誉，获“区

区对接道路（断头路）建设分赛区先进

集体”等市级和区级荣誉奖项共计 ２５
项，其中国家级 １项，市级 １８项，区级
６项。

■重大工程建设　根据年初排定区市、
区两级重大工程共４０项（１２项为预备
项目），其中市级正式项目１５项，区级正
式项目１３项。年内全部完成市考核涉
及宝山区建设交通委的１２项目考核内
容。１８项市级、１３项区级重大工程正式
项目节点目标全部完成，位列全市第

５名。

■快速路网建设　９月１０日，长江西路
越江隧道试通车。年内完成Ｇ１５０１越江
段腾地，Ｇ１５０１Ａ段完成规划设计方案批
复，并启动绿化搬迁。

■道路工程建设　加快区区对接道路建
设，６月底，怡华苑路竣工。月罗公路完
成腾地和交地路段施工，嘉盛公路完成

腾地进场施工，康宁路１１８户居民腾地
全部完成，３条道路均可完成年底贯通
的目标任务。国权北路和陆翔路—祁连

山路启动前期手续办理。加强大居外配

套道路建设，宝安公路、潘广路和杨南路

完成总体工程９０％以上，第三轮大居外
配套道路中的祁连山路北段和陆翔路南

段完成工可评审。推进其他主次干路建

设，南大地区祁连山路一期、锦秋路完成

施工许可证，祁连山路二期完成部分施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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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招投标。集宁路完工，富长路完成施

工许可证，工程完成５０％。年内共建成
３条微循环道路。

■加强公共交通管理　年内加大公交线
路优化力度，新辟公交线路 ５条（宝山
２９路、宝山 ３１路、宝山 ３６路、宝山 ９３
路、宝山９５路），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２０
条，其中宝山１路增设站点，延长末班车
时间有 １６５路、７４１路、７６０路、宝山 ２０
路、１１６Ｂ、９６３路、８３９路、８４１路、７０２路、
８４９路、７１９路、８５０路；实施单一票价为
宝山１８路、宝山３１路、９６３路，配套宝杨
码头枢纽站为宝山２路、宝山２９路、７２８
路、１６０路。完成罗店、罗泾、大场、宝山
工业园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月浦盛桥

地区公共自行车网点建设，全年共投入

６３２０辆公共自行车，全区公共自行车总
量达１５万辆。启用康宁路枢纽，完成２
个轨交站点停车场 Ｐ＋Ｒ改造并投入使
用。加强非法客运整治，全年共查获四

轮非法客运车辆５７８台。

■实施静态交通管理　改善居住小区停
车环境，增设一批停车诱导系统、公共停

车系统、交通枢纽和“Ｐ＋Ｒ”设施，全年
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１８９４个。完成 ２９１
个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设施建设，超额

完成市政府实事项目任务要求，完成 ２
个轨交站点停车场 Ｐ＋Ｒ改造并投入使
用。至年末，全区对外开放的公共停车

场１１６个，公共停车泊位 ２７４万个；道
路停车３２条，停车泊位１８２８个。

■加强建筑市场管理　全年共核发施
工许可证２２３个，发放监督任务书２０３
个，受监建筑面积２９４３万平方米。完
成竣工备案项目 １５４个，建筑面积
３２７８万平方米，其中在监工程（含待
竣工）项目３６５个（土建２４６个、装饰工
程６１个、其他类５８个），面积８４３１万
平方米。全年巡查４９个共１７９万平方
米在建项目，涉及单位 １１６家，签发整
改通知（责令整改单）９２份，局部暂缓
施工指令单５份，责令停工单１６张，开
具行政措施单２７７份；对建筑工地违法
行为行政处罚立案 ４７起，合计罚款
３８４２３万元。

■开展招投标管理　全年完成３２７个标
段招投标，招标率和公开招标率保持

１００％。其中勘察２３个（公开１９个，邀

请４个），设计２１个（公开１６个，邀请５
个），监理５３个（公开４８个，邀请５个），
施工１５８个（公开１４４个，邀请１４个），
各类一体化招标３１个（设计勘察一体化
１１个，设计勘察施工一体化２０个）。区
小型建设工程公开招标４１个，完成７个
施工公开招标项目的评标评估工作。

■完成吴淞大桥抢修工程　吴淞大桥抢
修工程分为主体抢修工程和引桥抢修工

程。２００９年，经专业检测存在严重病
害，检测结果为 Ｄ级桥（不合格桥梁）。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实施吴淞大桥西幅主
桥抢修加固工程，主桥抢修分为分箱梁

内施工、桥面施工和附属设施等抢修三

个阶段，２０１２年３月开工，９月２０日竣
工。２０１５年４月，在日常巡查时发现吴
淞大桥引桥板梁出现洞孔安全隐患后，

立即启动预案，组织开展抢修工作，６月
２６日，吴淞大桥引桥抢修工程开工，于
２０１６年５月完成竣工验收。

■推进燃气内管改造工程　２００５年起
对２０年管龄的共计 １６３万户居民燃
气内管实施改造，每年列入区政府实事

工程。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年完成高境、月
浦、友谊、吴淞、呼玛地区共 ６００８８户。
２０１６年完成张庙、高境地区 １５４２７户，
累计完成 ７５万户，占全区任务总
量４６４％。

■开展燃气管道占压整治　１１月，区内
（５处）、宝钢天然气专线（１处）共６处
燃气管道违法违章占压整治全部完成。

■热线办理１６２６件　年内，区建交委热
线受理比上年增长１０００余件，达到１６２６
件（区热线１２１０件，市热线４２６件），增
长２６２％。承办市路政行业服务热线、
市质监总站城建热线、市交通执法系统

热线３７００余件工单。

■开展行政审批　至年末，区建交委共
梳理１０４３项行政权力，其中行政审批权
力５９项，行政责任清单４７０５项，各类审
批６８５４件，办结 ６８１１件。其中，受理
３２３３件，办结３２２７件，网上预审２４５件，
网上咨询１００９件。实行容缺预审预批，
坚持依法行政、照章办事与结合实际、灵

活应变相结合，连续两年被区行政服务

中心评为“先进窗口”。

■完成同济路水产路人行天桥对接工程
　１２月，轨道交通同济路水产路人行天
桥对接工程竣工。该项目位于同济路水

产路口，由于技术原因，人行天桥始终未

与轨交 ３号线水产路站站厅层直接连
接，给乘客上下站点带来极大不便，市、

区人大代表多次提出书面意见希望解决

该问题。工程于１月立项，１０月开工建
设，主要在过街天桥与水产路站厅层之

间新建一条人行天桥通道，把过街天桥

与站厅层直接连接。新建天桥长约 ３７
米，宽３６米，计划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３日
正式开通。

■市政道路大中修　完成４项抢修整治
工程：１２月路灯安装工程计划竣工，桥
孔抢修整治１２月完成立项批复，１２月底
道路抢修完成８０％工作量，桥梁抢修完
成３０％工作量。其他项目：完善外环以
内道路各类标线标牌，１２月底２０１６年工
程性小改小革改善交通拥堵点结点２项
工程竣工。３项储备项目：江杨北路桥
大修工程完成工可上报，牡丹江路（马路

河桥—护厂河桥）道路改建工程完成工

可批复、初设文本编制、项目报建、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牡丹江路（富锦路—马

路河桥）道路改建工程完成用地预审。

■公路大中修工程建设　全力推进 １３
项公路大中修工程建设。完成月罗公路

等５项大中修工程。因渣土外运证停
办、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召开前后停工、国

家环保局督查问责，沥青料无法供应等

客观因素造成的中修项目完成延期，１
月顾北东路等７项中修工程延期完成，
联谊路中修则待排管结束后跟进施工。

■加强内河港航管理　推进落实低效产
能码头企业关停并转，年内取缔无证港

口经营企业１０家（其中顾村镇７家、罗
店镇２家、杨行镇１家）。通过整治，辖
区无证港口经营企业从年初的４４家减
少至３４家。制订《宝山区内河码头整治
实施方案》，形成条块联动，推进内河码

头污染防治和无证经营码头整治。

■开展燃气企业入户安检　年内组织燃
气企业为２１５万户居民燃气进行入户
安检，同时根据市区二级燃气管理要求，

落实各街镇（园区）深化燃气管理属地

职能，督促居民用户落实安检隐患整改。

（张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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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市、区两级重大工程完成情况
一、市级正式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１ 长江西路越江隧道新建工程

２ 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新建工程

３ Ｇ１５０１Ａ段新建工程

４ Ｓ７公路（Ｓ２０—月罗公路）

５ 第二轮大型居住社区外围市政配套项目

①宝安公路拓宽改建

②潘广路新建工程

③杨南路新改建工程

④陆翔路北段（美兰湖路—鄱阳湖路）拓宽改建工程

６ 轨道交通１５号线工程

７ 轨道交通１８号线一期

８ 重点河道和泵闸工程

西弥浦水闸

新石洞口水闸

老石洞口水闸

９ 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１０ 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改造工程 庙彭排水系统，南大北、乾溪、何家湾、虎林、盛宅排水站

１１ ５００千伏输变电工程 虹杨输变电工程

１２ 保障房建设 顾村拓展基地建设

１３ 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扩建三期工程

１４ 公共消防站建设
罗南消防站

石洞口消防站

１５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后续工程

二、市级预备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１ 沪通铁路

２ 军工路快速路

３ 第三轮大型居住社区外围市政配套项目
①陆翔路南段（宝安公路—沙浦河）改造拓宽工程

②祁连山路北段（锦秋路—塘祁路）拓宽工程

４ 泰和污水处理厂

５ 上海港罗泾港区调整改造项目

三、区级正式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１ 富长路（Ｓ２０—金石路）拓宽工程

２ 滨江大道北段（漠河路—密山东路）新建工程

３ 锦秋路（丰宝路—规划二路）拓宽改建工程

４ 集宁路（沪太路—北?川路）拓宽改造工程

５ 区区对接道路及断头路

①月罗公路（Ｓ７—区界）工程

②康宁路（场中路—Ｓ２０）拓宽改建工程

③嘉盛公路（沪太路—嘉定区界）新建工程

④怡华苑路道路整治工程

⑤国江路

６ 南大地区配套道路

①南大路改建工程（南陈路—Ｓ２０）

②南陈路—南秀路改造工程

③祁连山路改建工程（普陀区界—丰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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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７ 祁华路交通枢纽

８ 变电站
１１０ＫＶ恒皋变电站

１１０ＫＶ水产变电站

９ 外环林带建设

１０ 大华行知公园改建

１１ 城市绿色步道６０公里示范段

１２ 淞沪抗战纪念公园二期

１３ 吴淞口邮轮码头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四、区级预备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１ 祁连山路—陆翔路（塘祁路—境泊湖路）

２ 逸仙路高架淞南下匝道

３ 铁力路?藻浜大桥工程

４ 国权北路拓宽改造工程（三门路—殷行路）

５ 顾村公园２号门综合交通枢纽及Ｐ＋Ｒ停车场

６ 吴淞口邮轮港周边道路改造

塘后路（海江路—淞宝路）改造工程

海江路（同济路—塘后路）改造工程

双城路（同济路—塘后路）改造工程

宝东路（双城路—宝杨路）改造工程

宝杨路地道工程

滨江大道南段（宝杨路—海江路）新建工程

７ 潘泾路（月罗公路—杨南路）改建工程

（张晓华）

上海市河道生态治理项目———八杜河 区水务局／提供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水务局（海洋局）以
水安全为底线，以“水十条”（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为主线，以恢复水生态为目

标，加大水务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强化城

市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行政服务水平，按

时完成区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优化防

汛预案，提高预案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开展防汛干部业务能力培训、防汛安全

减灾宣传，落实防汛隐患排查与整改，提

高全区抗灾应对能力，成功抵御７次较
大程度暴雨影响及“莫兰

蒂”台风侵袭，实现全区安

全度汛。至年末，宝山区有

名录内河道 ７８８条，总长
７６８３公里。其中，市管河
道１０条，总长 ７９公里；区
管河道１７条（含宝钢护厂
河），总长１６３８公里；镇管
河道６６条，总长１５６公里；
村级 河 道 ６９５条，总 长
３７１１公 里。水 域 面 积
２０５２平方公里，地表径流
量约 １３７亿立方米，水资
源总量约５７００万吨。横贯
于中部的市管河道?藻浜

将区域分为南北两部分。

有一线海塘２９２３公里，黄
浦江防汛墙 ４５４４３公里，
一线水闸１１座。强化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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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管理，开展市、区管河道市场化养护

工作。全年受监项目 ６７项，日常检查
１３５项次、５２０人次，查处安全质量隐患
８５３条，开出整改记录１３５份，完成标化
工地考核２６项。１６项行政许可事项接
入区网上政务大厅。完成水务业务咨询

４２６件，行政许可６６件，并联审批７１件，
蓝线划示２３９条段。发出２５项行政许
可事后监督检查，联合市局执法总队，对

全区１１项填河许可开展审批后监督检
查。做好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信访）及网格
化接处工作，完成市、区级热线工单办理

４９１件，信访回复２３件，舆情告知单１１
件，办结网格化案件９６３件，回复率、及
时率均为１００％。

宝山区政府２０１６年实事项目———中心城区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
区水务局／提供

■完成区“十三五”水务专业规划修编
　完成新一轮水利、供水、排水各专业规
划修编。根据全市水面率控制要求，完

成河道蓝线专项规划编制。指导各街

镇、园区开展水务专业规划修订完善，支

持重点区域、重点板块和重点项目建设。

■防汛设施建设　完成上大路等１３座
泵站维修，完成环镇北路等１５条道路积
水点改造，完成全区小型积水点２５０处
改造。疏通排水管道１０１５８公里，清捞
检查井６５６００座、进水口５７５２２座，清捞
淤泥４８６０立方米，调换检查井、雨水口
盖３０６３座，新增防坠盖板１万余个。提
高应急处置机械化率，主汛期出动泵车

抢排水７０次。完成海塘岁修２１９米、黄
浦江（宝山区）堤防专项维修２０２３米。

■排水系统建设　完成６个排水系统专
业规划、项建书以及泵站用地的控规调

整及专项规划审批，推进启动何家湾、盛

宅、南大北、乾溪 ４个排水系统开工建
设，虎林排水系统项目报批，庙彭雨水系

统前期动迁等“５＋１”排水工程建设。

■水环境综合治理　严格落实水质断面
考核，编制下发《宝山区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实施方案》，高频率开展水质监测，

制订“１＋１６”个考核断面的达标治理方
案，推进考核断面色块法治理，实现小川

沙（潘川路桥）和潘泾（金勺路桥）断面

静态达标。拆除河道两岸违法建筑

３９５万平方米，形成“拆一片、管一片”，
补种绿化１１万平方米，整体提升考核
断面水质。加快推进一河一生态工程，

完成荻泾六期综合整治和小吉浦、沙浦、

西泗塘骨干河道疏浚，完成庙行镇生态

河道建设，完成月浦沈巷地区中小河道

生态治理。基本完成荻泾综合整治七期

工程，向阳河、盛宅浜、罗北河等第一批

开工的中小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完成主体

工程。

■城市用水安全与质量监管　以严格水
资源管理为红线，完成２５２万平方米住
宅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实现市、区两

级政府实事工程既定目标。推进节水型

小区创建工作，完成２所学校节水型创
建。强化供水行业管理，做好供水安全

质量监管。

■推进农村水务建设　完成月浦、罗泾
等镇５４３个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工
程，减少农村生活污水对河道的污染。

完成月浦、罗店两镇共计 ４２公顷（６３０
亩）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配套建设项目。

完成罗泾镇塘湾村约１２５９３公顷（１８８９
亩）都市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建设，做到农

林水联动，发挥聚集效益。

■开展控源截污工程　完成宝杨路、同
济路、石太路、新川沙路共计１０５公里
二级管网建设，完善区域收集系统布局。

开展点污染源纳管攻坚战，城镇污水处

率达到９２％。开展雨污混接调查，实施
郝桥港雨水泵站旱流截污工程。协助市

水务局推动泰和污水厂腾地动迁。

■开展水务执法　全年查出各类水事违
法案件４３起，立案查处３２起，发出责令
改正通知书 ３２份。受理举报投诉 ３５
起，出动执法巡查１５８次，对３６项行政
许可进行事后监督。配合区农委等部门

清理三无船舶４２４艘，与区执法总队、区
环保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１８次。

■开展水文测报　完成２５个水文测站
维护管理，其中单水位站９个，单雨量站
１３个，雨量水站３个，及时做好水情、雨
情通报。加强市、区管河道水质常规监

测、考核断面及关联断面监测和重要引

水口门氯离子监测工作。 （吴　颖）

表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水文站测站及水情分中心

序号 名 称 测 站 地 址 观测要素 备注

一、测站

１ 陈行 陈行街１２５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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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名 称 测 站 地 址 观测要素 备注

２ 月浦城区 ?川路４０５５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３ 杨行城区 宝杨路３０２６号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４ 高境二村 殷高西路高境二村内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５ 泗塘新村 虎林路９９弄８５号－１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６ 淞南四村 淞南四村泵房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７ 新石洞水闸 小沙背水闸内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８ 丰明 锦秋路９７６号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９ 顾村杨木桥 潘泾路２３８弄８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１０ 东浅弄闸 水产路１４５９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１１ 城市工业园 真陈路１０００号 雨量 分体式雨量站

１２ 宝山工业园 长建路１９９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１３ 美兰湖 美诺路２５１号 雨量 一体式雨量站

１４ 大场联东 上大路５００号（河边） 水位 雷达式水位站

１５ 走马塘西闸（闸内） 南陈路４号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１６ 大场场中 上大路西弥浦桥 水位 雷达式水位站

１７ 东茭泾闸（闸内） 南?藻浜路桥南面东岸 水位 雷达式水位站

１８ 沙浦闸（闸内 江杨北路东侧宝杨路以北２５０米闸内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１９ 月浦塘泵站 ?川路４６８１号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２０ 束里桥 月罗公路束里桥南面西岸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２１ 诺贝尔公园 美兰湖大道３６６号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２２ 小吉浦泵站 何家湾路１１３号小区内 水位 浮子式水位站

２３ 罗店水文站 罗太路５００号 水位、雨量

２４ 顾村水文站 荻泾水闸内 水位、雨量

２５ 练祁水文站 宝钢厂内练祁水闸内 水位、雨量

二 宝山区水情分中心 罗太路５００号 水情遥测系统

（吴　颖）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境内共有市政道
路２９１条，总长度 ２８８２４公里，总面积
７２１０８万平方米。其中：市管市政道路
２条，全长９４３公里，面积２０７１万平方
米；区管市政道路 ２０５条，长度 ２４３７３
公里，面积６６５６４万平方米；镇管市政
道路８４条，长度３５０８公里，面积３４７３
万平方米。市政桥梁１５７座，其中区管
市政桥梁１３２座、人行天桥９座、人行地
道２座，镇管市政桥梁１４座。全年共投
入养护维修资金 ４１３９３３万元，养护资
金投入保障率 １００％，保养小修率
３６７％，大中修率４１５％。按照市行业
管理部门建议，完成２０１３年道路检测报
告中建议的松兰路大中修项目，完成列

入２０１５年大中修计划的淞桥东路、淞兴

路；２０１４年检测报告中建议大中修的道
路中，长江西路、通河路、同济支路、长江

南路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完成，源路、
友谊路、?藻南路等５段道路列入２０１７
年大中修计划；２０１５年度检测道路建议
的６段大中修项目中，富锦路（北泗塘—
克东路）、青石路（国权北路—吉浦路）、

南?藻路（共和新路—长临路）３段分别
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完成大中修及整治，
通南路（新二路—江杨路）列入２０１７年
大中修计划，国权北路（何家湾路—西沙

河桥）列入２０１７年市区道路改建对接计
划。分步实施全区市政道路养护市场化

改革，全年大中修工程外区施工企业中

标比例上升，达到７个标段。建立和完
善市政中心和养护企业针对突发事件的

应急保障网络、应急保障上报机制、联络

处理程序和应急处理办法，配备９支应

急抢险队伍和相应的物资、设备。每年

组织两次应急演练，加强对应急物资储

备的检查。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全区市政道路综
合完好率９２２８％，与上年持平。区检测
道 路 的 平 均 路 面 行 驶 质 量 指 数

ＲＱＩ３５４，略低于郊区道路 ３５６的平均
值，主干路和支路平均 ＲＱＩ分别为３６１
和 ３４８，达到优级水平；次干路平均
ＲＱＩ３５７，为良好水平。路面损坏指数
ＰＣＩ平均分８８９２，比上年（８６５３）有所
上升。主干路为良好水平，次干路及支

路达到优级水平。路面结构承载能力指

数ＤＥＦ８８１９％，比上年上升。主、次、支
路的结构承载能力处于临界及以上水平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９８６０％、７６１２％
和７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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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桥梁普查与管理　全年共普查自
管桥梁１４３座（包含人行天桥９座及人
行地道２座），其中Ａ类桥１８座、Ｂ类桥
１０４座、Ｃ类桥１８座、Ｄ类桥１座，无 Ｅ
类桥。自管桥梁Ｄ类桥１座为泰和路深
水浜桥（南２），列入２０１６年度区市政桥
梁整治及抢修工程。共普查镇管市政桥

梁１４座，其中无Ａ类桥，Ｂ类桥１０座、Ｃ
类桥３座、Ｄ类桥１座，无Ｅ类桥。行业
管理Ｄ类桥１座，为罗升路市河桥，函告
罗店镇人民政府要求落实资金，尽快

处置。

■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完成３项重点工
程：吴淞大桥引桥抢修工程５月竣工，区
区对接怡华苑路道路整治工程 ６月竣
工，轨道交通同济路水产路人行天桥对

接工程１２月竣工。区区对接国权北路
道路改建工程，完成项建书及选址意见

书批复，调整工可费用，１２月底前申价
将评估报告上报评审。第三轮大居外配

套祁连山路（锦秋路—塘祁路）道路改

建工程，完成项建书、选址意见书、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复，设计勘察一体化

招标及维稳评审和工可评审。

表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情况

道路类型 数量（条）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市管市政道路 ２ ９．４３ ２０．７１ ０

区管市政道路 ２０５ ２４３．７３ ６６５．６４ １４３

其中：主干道 １５ ４５．４３ １５６．５２ ３９

　　 次干道 １４ ２１．２４ ４８．９３ ６

　　 支　路 １７６ １７７．０６ ４６０．１９ ９８

镇管市政道路 ８４ ３５．０８ ３４．７３ １４

合　计 ２９１ ２８８．２４ ７２１．０８ １５７

■微循环道路建设　２０１５年２项跨年度
项目塔源路道路工程原水搬迁工程完成

７０％，雨水管施工完成 １０％；卫生科路
１０月开工。２０１６年５项微循环项目至
年底全部竣工。其中，海八通道９月竣
工，同济路９４０通道、革新路、长江路逸
仙路道路排堵保畅及殷高西路排堵保畅

工程１２月底竣工。行业监管项目南泗
塘河通道工程 １２月底完成工作量
的１５％。

■市政大中修工程建设　跨年度环镇北
路道路大修工程８月底竣工。年内完成
７项大中修工程，克东路８月竣工，淞兴
西路、阳泉路、春雷路９月竣工，镇泰路
１１月竣工，华灵路及真大路人行地道中

修工程１２月竣工。完成２项排堵保畅
工程，长江西路江杨南路增设护栏工程

９月竣工，逸仙路排堵保畅工程 １０月
竣工。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与网格化管理　
全年共完成车行道养护３４８１９平方米，
人行道养护 ５１０３平方米，护栏保洁
３８０９２５５米，护栏维修 ６７５３米，清理桥
梁伸缩缝２２４２１８米。实行市政巡查人
员日常巡查路段实名签到制度。全年

市政专业网格化共发现病害１４２５２件，
处置率９９９２％；共接收区城市网格化
管理中心派发的案件 １８３６件，结案
率９９６２％。

■桥梁与桥孔管理与整治　投入２００万
元财政资金，完成对１２座桥梁的结构检
测，并将病害桥梁列入 ２０１７年整治计
划。完成市政桥梁桥下空间整治工作，

完成２０１５年桥梁检测中发现存在问题
的１３座桥梁的整治。

■在建工地安全检查　全年共组织安全
检查１５次，检查工地９３处，全年安全无
事故。在 建 工 程 文 明 工 地 申 报 率

１００％、创建率１００％。环镇北路道路大
修Ⅰ标通过路政局市级文明工地考评，
环镇北路道路大修工程Ⅱ标、淞兴西路
道路整治、镇泰路道路整治通过路政局

路政行业文明工地考评。

■行政审批管理　全年共受理审批６５６
项，其中大型掘路 ３２项，小型掘路 ２０４
项，急抢修掘路３０３项，大修工程２８项，
临时占路２０项，进口坡１３项，夜间施工
备案５６次。年度掘路计划面积占区管
市政道路设备量总面积的 ５５％（小于
１０％），月平均在建项目面积占道路总面
积的０２％（小于２％），大型掘路月平均
执行率７６３％（大于７０％）。

■交通四类设施管理　市政道路交通
“四类设施”为道路标志标线、交通标

牌、可变车道、引导系统。１０月１１日，实
施宝山区道路交通大整治行动道路标

志、标线完善工程，共对全区外环以外市

政道路进行大规模复线（冷漆）、标线

５６６１公里，其中区管道路４９８３公里，
镇管道路６７８公里，完善新增各类标志
２３７块。对交通严管示范区北起友谊
路，南至宝杨路，西起同济路，东至东林

路实施热溶漆复线，新增黄色禁止停车

线１６２５公里，设置禁止停车标志 ５２
块，更换指路标志４４块。

■道路交通信息化设施养护与管理　除
各类工程性影响外，重要路口道路交通

信息化设施完好率 ９２４３％，一般路口
９５７１％。设施维护单位配备专业人员
每周对重要路口设备数据及设备完好率

率状况记录整理，包括线圈数量、损坏线

圈比例、机动车自然数、机动车折算数

ｐｃｕ、重车比例，共修复路口采集设施４４
处、２８４个线圈。 （徐根福）

公路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境内有公路２３６条，
长度４２０９５４公里。全年投入建设经费
２５０１４万元。其中，日常养护（小修保
养）经费 ８１３４万元，大中修经费 １０６７１
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和大中修经费２６０８
万元，其他经费３６０１万元。全部工程合
格率１００％。年内委托设计单位开展宝
山区友谊都市产业服务中心交通组织方

案的编制工作，完成最终交通组织方案

并移交友谊街道开展后续工作。做好区

管公路范围内雨污水混接调查摸底工

作，为后续改造工作打好基础。完成区

管公路范围内２条黑臭河道摸底调查，
协调确定整治方案，为２０１７年完成河道
整治做好基础工作。完成金罗店美兰湖

道路、轨交７号线站前广场等移交接管
前的相关准备工作。配合做好沪太支路

９０２

公路管理



（沪太路—走马塘桥）等改建工程的前

期相关工作。完成真大路、泰和西路、新

川沙路和菊泉街等道路和区域路灯安装

工程，为市民夜间出行提供方便。全年

实现安全无事故。做好市、区“１２３４５”
“１２３１９”、区网格化等平台热线、涉区舆
情、区长主任信箱、网上信访等处置回复

工作，全年妥善处理投诉３２５６件，做到
“先行联系率”“按时办结率”均１００％。
年内，宝山区公路管理中心获“２０１６年
上海市路政局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评议考

核第三名”；公路管理中心计划规费科获

“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交通委

赛区先进团队”称号；公路管理中心设施

管理科获“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

赛交通委赛区优秀养护团队”称号。沈

晓宇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周跃民

获“上海市优秀工会工作者”，陈飞获

“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建

设者”称号。

■大中修工程建设　严格按大中修项目
前期手续规范要求，做好月罗路（潘泾

路—沪太路）、金石路（潘泾路—沪太

路）等２项大修工程和月罗路（?川路—
潘泾路）、富联路（宝安公路—外环线）、

潘泾路（石太路—罗新路）、顾北东路

（富长路—潘泾路）、丰宝路（锦秋路—

丰翔路）、罗太路（宝嘉公路—罗新路）、

锦秋路（祁连山路—南陈路）、锦宏路

（富锦路—杨南路）、丰翔路（跨线桥—

区界）等９项中修工程管理，年内除联谊
路（?川路—富长路）中修项目因掘路

排管影响需跨年外全部完成。

■重大项目建设　协调推进锦秋路一期
（丰宝路—规划二路）、南大路（南陈

路—Ｓ２０）、陆翔路南段（宝安公路—沙
浦河）、南陈路（南陈路—南秀路）等 ４
项重大项目建设。锦秋路一期完成招

标，陆翔路完成规划设计方案评审。南

大路完成绿化行政许可，区土地储备中

心土地权属确认，与市路政局洽商借地

等前期工作。南陈路与大场镇等商洽涉

及建设用地转让事宜。

表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公路 数量（条）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国道 １ ８．２４４ ３２．１９８８ ４

县道 ８６ ２０２．６９５ ４６１．８９３５ １７２

乡道 １２７ １９１．２０７ １９４．８９５６ １６２

村道 ２２ １８．８０８ １２．０３０２ ７

总计 ２３６ ４２０．９５４ ７０１．０１８１ ３４５

（李　冰）

■公路设施管理养护　抓好设施巡查质
量和病害处置及时率，提高路况水平。

全年网格化巡视共收到信息１０５２５条，
应处置 ９３７２条，及时处置 ９３２２条。强
化应急预案处置机制，汛期前完成防汛

预案的修订，做好防汛预演、防汛物资检

查、管道疏通、１５个积水点改造等相关

工作。重点对辖区内富锦路（宝钢专用

铁路）、Ｇ１５０１联杨路等下立交、泵站等
设施进行隐患排查，落实整改，确保公路

设施安全畅行。根据《进一步加强本区

公路检查井盖安全管理的工作要求》，做

好井盖托底处置管理工作。全年共发现

检查井案件１４５７个，３１９个做好井盖托
底工作，１１３８个做好处置工作。月罗公
路、南大路等结合大中修工程调换自调

式防沉降井盖３５个，消除公路运行安全
隐患。

■农村公路建设与管理　全区农村公路
养护施工走向市场化，全部实行公开招

标。专题组织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单位开

展“农村公路养护人员岗位培训”，提升

农村公路养护从业人员养护作业理论水

平，提高养护企业在农村公路养护管理

中的竞争力。年内完成石太路（罗店

段）大修工程，做好石太路（园区段）水

务掘路排管监管工作以及石太路（月浦

段）大修工程的前期工作。完成长建路、

陈功路、杨宗路等 ３个农村公路抢修
工程。

■桥梁管理　安排１００万元桥梁专项检
查经费，委托专业单位定期检查桥梁

１０２座，针对性地安排全年桥梁养护计
划和抢修任务。完成川雄路、潘泾路 ２
座桥梁的抢修工作，使区管辖范围内的

桥梁始终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和高度的

受控之中，确保桥梁安全运行。

■路政治超和路政许可　开展“百日治
超”联合整治等专项行动。上路执法检

测超限车辆２９次，共检查３５５辆，其中
超限４６辆。简易（当场）案件１１起，立
案一般程序案件１５起。共发放宣传册
１１１８份。处理路产设施损坏赔偿简易
程序５５起，一般程序２起，共收取赔偿
款１１５７万元。一般处罚案件３１起，处
罚金额 １１４４万元。清除违章堆物
１５２６９处合１８７５０平方米，清除非公路标

志３９２５块。严格控制掘路审批计划数，
全年共许可受理审批（含农村公路）１７０
起，合５５０２１平方米，共收许可赔（补）偿
修复费２７５０１７８０万元。全年公路中心
路政许可和执法工作零投诉。

■开展非公路指示牌整治　路政大队年
内对公路管辖范围内的非公路指示牌先

期排摸，制订相应的整治工作方案，联合

交警、城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通过自行整改和执法整治相结合，在时

间节点内完成４１块非公路指示牌拆除
工作。

■开展交通大整治　年内配合公安部门
开展交通违法大整治。编制公路交通违

法大整治工作方案，排摸完成３３条严管
路段及严管示范区域公路范围内交通标

志、标线、护栏等基础设施增设改造计

划，增设镜泊湖路９６０米的护栏。根据
区公安分局提出的２８处拥堵路口路段
改造要求，完成区管公路范围内６个拥
堵口的改造计划和５个市管公路拥堵口
改造的协调工作。

■开展桥梁桥孔整治　加强执法，集中
力量对Ｓ２０、Ｇ１５０１等桥下空间开展违章
堆物整治，加强桥孔围护工作。安排５００
余万元专项整治经费，清理桥下空间 ３
万余平方米，安装禁入栅１５００米，围墙
３０００米，清除渣土１５万吨，使桥孔处于
规范、安全受控状态。

■微循环道路建设监管　年内负责行业
管理的微循环道路建设项目共９个，其
中罗泾镇有陈功路、飞跃路、潘沪路东延

伸３个项目，罗店镇有罗春路１个项目，
宝山工业园区有罗宁路、霄云路、秀乐

路、秀祥路４个项目，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有工业路１个项目。完成陈功路、工业
路等２个项目，飞跃路等３项开展施工，
罗宁路等４项办理前期相关手续。

（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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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　境
■编辑　吴思敏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域降尘量月变化图

环境保护
■概况　２０１６年是宝山区实施第六轮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的关键年，环境保护围绕“加快建设滨

江宝山，着力提高环境质量”开展各项

工作。全年环保投入资金 ４５５亿元，
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１１１项、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项目９０项。对各类污
染源环境监测５０４厂次，现场执法 ８７６
批次、２５６８人次，监察企业 １４８６户次，
开展“春晓”系列及各类专项执法行动

１０次；共计对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处罚
３３１件，比 上 年 增 长 ９９４％；罚 款
２４８３７万元，增长 １３４３％，实施按日
计罚１起，限制生产 ２起，行刑衔接 ３
起，查封扣押１起。全年开征排污费企
业４７３户，征收排污费 ８５６万元，增长
４３％，实收排污费８７７万元。全年环境
信访受理总件数３０９８件，增长３１４％。
以污染类型分：废气 ５６８件，噪声 ２２７
件，环境监测１件，新建项目６件，废水
１０８件，油烟气５１件，固废２件，电磁辐
射１件，危险化学品 １５件。办理人大
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委员提案８件，其
中人大书面意见 ２件（主办、会办各 １
件），政协提案 ６件（主办、会办各 ３
件），办结率 １００％。区控废水减排项
目 １５个，主要污染物 ＣＯＤ减排量
５３７６吨、ＮＨ３－Ｎ减排量 ２３３吨；废
气减排项目６个，主要污染物 ＳＯ２减排
量１８９４３吨、ＮＯＸ减排量 １００７６吨。
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ＡＱＩ）为
７６５％，比上年提高 ６２％，高出全市
平均水平１１％。平均区域降尘量５０
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改善９１％。
全年清运生活垃圾６６１吨，“绿色账户”
激励机制覆盖１０９万户。

■环境空气质量　年内以环境空气质量
指数（ＡＱＩ）评价，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２８０天，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优
良率 ７６５％，ＡＱＩ优良率比上年上升
６２％。细颗粒物日平均浓度范围为 ５
～１７９微克／立方米，全区年均值 ４９微
克／立方米，下降８微克／立方米，下降幅
度１４０％。可吸入颗粒物日平均浓度
范围９～２４５微克／立方米，全区年均值
６２微克／立方米，下降 ９微克／立方米，
下降幅度 １２３％。近 ６年监测结果表
明，宝山区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在２０１２
年与２０１６年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年均二级标准评判标
准。二氧化硫日平均浓度范围为４～４９
微克／立方米，全区年均值１４微克／立方
米，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年均二级标准（６０微克／立方
米），下降 ２微克／立方米，下降幅度
１２５％。近６年监测结果表明，宝山区
二氧化硫年均值均达到二级标准，且总

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二氧化氮日平均浓

度范围１３～１２３微克／立方米，全区年日
均值４６微克／立方米，降低３微克／立方
米。近６年监测结果表明，宝山区二氧
化氮年均值均未达到二级标准，浓度在

４５～５０微克／立方米之间徘徊。一氧化
碳日均浓度范围 ０３～２０毫克／立方
米，全区年日均值０８毫克／立方米，下
降１１１％。ＣＯ的２４小时平均第９５百
分位数浓度１３毫克／立方米，达到国家
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平均臭氧日最

大８小时浓度范围１６～２１３微克／立方

米，第９０百分位数浓度 １４５微克／立方
米，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
－２０１２）二级标准。年均降尘量５０吨／
平方公里·月，比上年（５５吨／平方公
里·月）下降 ９１％。吴淞工业区区域
平均降尘量６３吨／平方公里·月，比上
年（５８吨／平方公里·月）下降８６％；
道路平均扬尘量 ３７３吨／平方公里·
月，比上年（３５１吨／平方公里·月）上
升６３％。区道路扬尘１５６吨／平方公
里·月，比上年（１７４吨／平方公里·
月）下降 １０３％。酸雨频率 ２４１％，比
上年６０６％相比，大幅下降３６５％。降
水 ｐＨ 均 值 为 ５３４，酸 雨 ｐＨ 均 值
为４８４。

■水环境质量　全区２３条骨干河流７２
个监测断面中水质为Ⅳ类的占１４％，
Ⅴ类的占２８％，其余为劣Ⅴ类，主要污
染指标为氨氮和总磷。水质类别与上

年基本持平，但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

其中：总磷平均浓度０３３２毫克／升，下
降２５９％；氨氮平均浓度 ３２９毫克／
升，下降２１３％。?藻浜６个断面水质
均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和总
磷，总磷和氨氮浓度比上年分别下降

３９７％和２８４％。练祁河 ５个断面水
质均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和
总磷，总磷和氨氮浓度分别下降３５４％
和１７３％。荻泾６个断面均为劣Ⅴ类，
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和总磷，总磷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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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２３３％，氨氮浓度基本持平。杨盛
河５个断面均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
为氨氮和总磷，总磷和氨氮浓度分别下

降２８７％和１７１％。

表１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ｄＢ（Ａ）

年 度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Ｌｅｑ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２０１２年 ５７．８ ５２．７ ５３．３ ４８．１ ５０．３ ４５．５ ５５．５ ５０．２

２０１３年 ５８．１ ５２．３ ５３．３ ４７．６ ５０．１ ４５．３ ５５．５ ４９．８

２０１４年 ５８．０ ５１．５ ５３．３ ４７．１ ５０．０ ４４．７ ５５．４ ４９．０

２０１５年 ５７．６ ５０．４ ５２．７ ４６．０ ４９．４ ４３．０ ５５．２ ４８．０

２０１６年 ５７．８ ５１．５ ５２．９ ４６．９ ４９．３ ４３．７ ５５．３ ４９．１

表２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ｄＢ（Ａ）

年 度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Ｌｅｑ 车流量（辆／小时）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２０１２年 ７６．７ ７２．９ ７０．０ ６６．３ ６４．９ ６０．５ ７３．８ ７０．２ １０３０ ６１８

２０１３年 ７６．１ ７２．６ ６９．３ ６４．５ ６３．３ ５８．３ ７３．０ ６９．２ １５１８ ９９０

２０１４年 ７５．９ ７３．２ ６９．４ ６５．８ ６３．１ ５９．０ ７２．７ ６９．７ １８６９ １０２０

２０１５年 ７５．３ ７０．４ ６９．２ ６３．２ ６３．４ ５７．５ ７２．５ ６７．６ １８５４ ９６９

２０１６年 ７５．４ ７１．２ ６８．６ ６４．６ ６２．９ ５８．０ ７２．６ ６８．０ １３９５ ７９５

■环境噪声　区域环境噪声昼间时段平
均等效声级 ５５３ｄＢ（Ａ），比上年上升
０１ｄＢ（Ａ）；夜间时段平均等效声级
４９１ｄＢ（Ａ），上升１１ｄＢ（Ａ）。近５年监
测数据表明，区域环境噪声昼间时段平

均等效声级基本保持在５５ｄＢ（Ａ）左右，
而夜间时段前四年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６年
略微上升。区道路交通噪声昼间计权等

效声级７２５ｄＢ（Ａ），夜间道路交通计权
等效声级６８０ｄＢ（Ａ）。昼间计权等效声
级上升０１ｄＢ（Ａ），夜间计权等效声级
上升０４ｄＢ（Ａ）。

近５年监测数据表明，区道路交通
噪声昼间和夜间时段总体上均未达到相

应功能区标准要求。

表３ ２０１６宝山区环境质量情况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本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本年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大气环境 １ — — 声环境及治理 １１ — —

中心城区二氧化硫日平均值 ２ 毫克／立方米 ０．０１４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１２ — —

中心城区二氧化氮日平均值 ３ 毫克／立方米 ０．０４６ 　其中：昼间时段 １３ 分贝 ５５．３

中心城区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 ４ 毫克／立方米 ０．０６２ 　夜间时段 １４ 分贝 ４９．１

降水（ｐＨ平均值） ５ — ５．３４ 交通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１５ 分贝 —

酸雨频度 ６ ％ ２４．１ 　其中：昼间时段 １６ 分贝 ７２．６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７ 天 ２８０ 　　　 夜间时段 １７ 分贝 ６８．０

　其中：指数达到一级天数 ８ 天 ８６ 汽车流量 １８ 辆／每小时

　　　 指数达到二级天数 ９ 天 １９４ 　其中：昼间时段 １９ 辆／每小时 １３９５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１０ ％ ７６．５ 　　　 夜间时段 ２０ 辆／每小时 ７９５

— — — — 环境噪声达标区域覆盖率 ２１ ％ ７７．９

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环境保护管理及环保投资情况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本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本年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环境保护机构总数 １ 个 ４ 环境污染 １１ — —

从业人员 ２ 人 １１６ 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数 １２ 起 ０

　其中：科技人员 ３ 人 — 环境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１３ 万元 ０

　　　 监测人员 ４ 人 ６０ 环保投入 １４ — —

　　　 监理人员 ５ 人 ３５ 环境保护投入 １５ 万元 ４５４８７４．８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 ６ ％ １００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１６ 万元 １３７０１８．８

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率 ７ ％ １００ 污染源治理投资 １７ 万元 １３３９５２．０

建设项目“三同时”合格率 ８ ％ １００ 环境能力建设投资 １８ 万元 １５２１

交纳排污费单位数 ９ 个 ４７３ 生态保护和建设投资 １９ 万元 １００１４８

排污费收入总额 １０ 万元 ８７６．９ 其他方面投资 ２０ 万元 ８２２３５

— — — — 环保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２１ ％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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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进展情况

专项 项目总数
工程类 开工 未开工 完成

管理类 启动 未启动 完成
开工／启动率 完成率

水 ５
０ ０ ０ ０

５ ５ ０ ３
１００％ ６０％

大气 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１９ １９ ０ ８
１００％ ４２％

土壤 ２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００％ ０％

固废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００％ ０％

工业 ５
０ ０ ０ ０

５ ５ ０ ２
１００％ ４０％

循环经济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农业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１０ ０ １
１００％ １０％

生态 ６
３ ３ ０ ２

３ ３ ０ ２
１００％ ５０％

政策机制 ２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０ ０
１００％ ０％

总计 ５１
４ ４ ０ ２

４７ ４７ ０ １７
１００％ ３７．３％

■中央环保督察组到宝山检查　１２月
１３日～１７日，中央环保督察组第一组下
沉宝山开展督察。督察组共问询委办局

３个、镇和园区 ４个、企业 ３户，访谈 ３
人，并现场督察２４户企业和顾村垃圾堆
场。针对中央环保督察提出的边督边改

工作要求，宝山区即知即改，确保查处到

位、整改到位，并举一反三，确保取得整

改实效，依据按日计罚、双罚、刑事责任

追究等法律依据，从严从重处罚一批企

业，起到“惩处一个，震慑一批，教育一

片”效果。督察期间，区环保局共出动执

法人员３１７批次、１０１４人次，检查各类企
业４２７家，立案 １４３起，罚款 １７５５１万
元，启动按日计罚１１４起，责令改正１４３
起，停产整治 ７９起，限制生产 ２起，查
封扣押６起，行刑衔接 １起。区委、区
政府约谈未按要求完成污染治理任务、

发生较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相关单位

负责人，累计约谈１７２人。依法依规启
动问责机制，累计问责 ４人、行政拘留
１人。

■区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上海市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考核
宝山区项目共５１个，年内全部启动，并
完成１９个项目，完成率为３７３％。其
中，市级未完成但区级已完成项目４个。

２０１６年市考核项目４６个，完成或基本完
成４３个，完成率９３５％，未完成项目为

建成区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南大土壤

污染修复试点示范、林荫道建设。

表６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三年行动计划已完成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专项 备注

１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  水 市级未完成但区级已完成

２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产业结构调整  水 市级未完成但区级已完成

３ 建成区直排污染源截污纳管 水 —

４ 完成中小燃煤（重油）锅炉和窑炉的清洁能源替代或调整关停 大气 —

５ ２０１５年底前基本取消经营性小茶炉、小炉灶等分散燃煤（或其他高污染燃料设施），２０１６年底前全面完成 大气 —

６ 有机化工原料制造、合成材料等六个行业重点企业按照规程，实施ＬＤＡＲ和开停工维检修期间的ＶＯＣｓ控制措施 大气 —

７ 完成６家ＶＯＣｓ重点排放企业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大气 —

８ 加快充电桩建设 大气 —

９ ２０１５年底前全面淘汰辖区内黄标车，开展综合治理措施推进老旧车淘汰 大气 —

１０ ２０１５年实现道路冲洗率达４５％以上；２０１７年达到４８％ 大气 —

１１ 完成无溶剂回收装置的开启式干洗机更新改造 大气 —

１２ 电子废物回收体系建设  循环经济 市级未完成但区级已完成

１３ 按推行方案２０１５年完成钢铁、水泥、化工、石化、有色金属冶炼等五大行业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 工业 —

１４ 按推行方案２０１５年完成钢铁、水泥、化工、石化、有色金属冶炼等五大行业重点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  工业 市级未完成但区级已完成

１５ 推进不规范中小养殖场（户）淘汰关停 农业 —

１６ 宝山区慈沟两侧绿化工程（９．９公顷） 生态 —

１７ 宝山区杨树沟两侧绿化工程（１８．２４公顷） 生态 —

１８ 林荫道建设 生态 —

１９ 郊区林地建设 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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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水环境保护　年内完成水源保护
区产业结构调整，全区自２０１０年起严格
按照水源保护区有关管理要求开展产业

结构调整，上年关闭７５家企业，剩余 ３
家企业年内全部关闭。持续推进污染源

截污纳管，开展污水管网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同济路污水管网、顾太路（沪太路—

电台路）污水管网、石太路（潘泾—富长

路）污水管网、新川沙路（沪太路—潘泾

路）污水管网建设等工程，共新建 １０５
公里污水管网；启动石太路（富长路—?

川路）污水管网、双城路（同济路—塘后

路）污水管网、沪太路（Ａ３０—?藻浜）污
水管网等建设工程。２０１６年度纳管目
标１２２２个，完成８３９个，完成率６８７％。
开展河道整治和雨水泵站旱流截污，完

成庙行镇花园宅河等３条河道、月浦镇
聚源村中心河等３条河道、月浦镇沈巷
社区５条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整治河道
总长约１０公里，提升中小河道水生态环
境。完成区管泵站郝桥港雨水泵站旱流

截污改造工程，改善区域河道水环境和

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缓解雨水泵站放江

对河道水体的污染，配合市水务部门开

展市管雨水泵站的旱流截污改造。

■开展大气环境保护　 推进燃煤污染
控制，狠抓剩余经营性小茶炉、小炉灶整

治，年内按期完成取消３０台经营性小茶
炉、小炉灶任务目标。开展扬尘污染防

治，专门制定《宝山区２０１６年扬尘污染
防治工作实施计划》。组织开展联合执

法检查，会同区建交委等单位共同查处

建筑工地、混凝土搅拌站、工业企业等场

所扬尘污染违法行为，处罚建筑施工企

业１０家、码头堆场 １２家、搅拌站 ６家
次、工业企业６家。在建筑工地、码头堆
场、搅拌站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施 ６６
套，安装道路扬尘在线监测设施２９套，
全天候监控扬尘污染源的排放状况，及

时统计并通报超标信息，快速处置扬尘

异常排放行为。完成杨行、罗店、罗泾、

月浦４个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工作。推
进装配式建筑，落实装配式建筑面积

１２３万平方米，落实比例为１００％。开展
内港码头堆场整治，通过集中检查和整

治，３１家码头完成喷淋、车辆进出冲洗
简易设施配备安装，制定防污染规章制

度，２９家码头完成场地硬化，２家码头提
交场地硬化计划。加强渣土运输监管，

对出土工地加强不定期巡查，确保车辆

出工地时车身整洁、轮胎不带泥、装载行

为规范。对在全区营运的 ４５０辆渣土

车、２０８辆装修垃圾车辆及海淞、立及两
家渣土运输企业开展专项检查，确保运

输车辆车况良好。在渣土水运监管方

面，每日码头视频监控２次，每周实地检
查３次，每月联合检查１次，确保建筑渣
土水上运输及消纳场所渣土处置规范。

所有渣土中转码头安装自动冲洗设备并

配备扬尘检测设备，确保运输车辆做到

百分百冲洗。开展建筑渣土专项整治，

对沪太路、江杨南路、逸仙路等道路上的

渣土运输车辆设点开展集中整治，对区

内扬尘在线监测点周边道路开展执法检

查，查处车辆偷倒、散落渣土违法行为

３６９起，总处罚额７３万余元，查处露天焚
烧垃圾５起，处罚金额４２００元。推进高
效油烟净化装置，严格规范汽修行业作

业。大中型餐饮服务场所安装高效油烟

净化装置，通过加强管理规范一批、不达

标设施改造一批、信访矛盾突出整治一

批，共完成４７７户，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开展２次行业培训，规范汽修公司涂装
作业，有经营资质的汽修单位均配备喷

漆房废气活性炭处理设施，完成８０家汽
修企业露天喷涂改造任务。

■开展污染场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　开
展污染场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完成全

区约１１４０块潜在污染场地的基础环境
状况调查，包括土地利用现状、是否纳

管、污染事件、地坪破损、风险评级等内

容，其中８个街镇完成在图件中对相应
区块的划界工作。

■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组织开展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落实垃圾分类经费，采

购垃圾分类宣传物品。年内垃圾分类小

区要求累计完成４０万户，绿色账户开卡
数８８万户，开卡率超 ８０％，累计完成
４３７８万户，绿色账户开卡数１０９万户，
开卡率 ９８％。完善电子废物回收体系
建设，完成超市、商场等场所的回收设施

安装。

■开展工业污染防治　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１０４区块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落后产能淘汰，加强环境执法倒逼产业

转型升级，关闭中铝铜业等一批重污染

企业。年内产业结构调整任务量４６家
企业，实际完成４７家。推进土地减量化
工作，共涉及５个镇。坚持“五违整治优
先、水污染防治优先”原则，按照签订搬

迁协议、复垦、区级验收等步骤稳步推

进，年内任务量４０公顷，实际完成３６７

公顷，完成率９１７％。

■开展农村环境保护　开展农药化肥减
量化工程，按照“源头防控、过程拦截、末

端处理”原则，全面推进化肥农药减施、

节水节肥等农业污染防治工作。推广有

机肥、测土配方肥、水肥一体化技术、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调查耕地地力及农

业面源污染，开展设施菜田障碍土壤修

复等。共推广有机肥０７５万吨、测土配
方肥１７１万亩次、肥水一体化技术０１５
万亩次、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６２万亩
次、推广绿色防控技术０５万亩次。开
展农作物病虫害预测预报体系建设，推

广应用新型高效植保机械，启用大型植

保机械 １台，中小型植保机械 ２００台。
摸索秸秆综合利用方式，推进农作物秸

秆全面禁烧和种植业结构优化调整工

作，累积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１９万亩
次，推广绿肥种植０５万亩次（含深耕）。
建立上海宝山金篮子新洁蔬果专业合作

社和上海三家村蔬果专业合作社２个绿
色防控示范点，示范推广种养结合、平衡

施肥、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农业废弃物

循环利用等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治理

技术。

■推进绿化建设　建成杨树沟两侧绿化
工程，上年度完成８２４公顷，年内完成
１０公顷。淞宝路（双城路—宝杨路）成
功创建“市级林荫道”。推进区级百条

林荫道培育工作，完成淞青路、同泰北路

和丰翔路等１７条林荫道改建项目前期
手续办理，计划于 ２０１７上半年完成建
设。基本完成９处屋顶、２８处墙体等立
体绿化工程。加快郊区林地建设，根据

造林地理条件，科学选择树种，做到适地

适树，美化环境，完成一般公益林建设

１３９７亩。其中，罗泾建成一般公益林
７９亩，月浦建成一般公益林６０７亩。

■依法限制环境违法企业生产　３月１８
日，区环保局向上海上食肉类有限公司

送 达 责 令 限 制 生 产 决 定 书 及 第

２５２０１６００３９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臭
气超标排放违法行为罚款３万元，同时
做出限制生产３个月的行政决定。此案
源于环境信访矛盾，该企业出租经营大

场镇南大路３０号厂房及冷库，用于肉制
品加工，产生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由当事

人运行维护。随着设备老化，周边居民

对该企业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臭气投诉

举报。经监测，在厂区北边界测得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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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 １４２，超过《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对其立案调查。鉴于臭气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以及设施改造所需要的时间，

环保部门决定启动限制生产程序，要求

企业确保限产期间不得超标排放臭气。

在听证期间，企业提交整体整改方案，承

诺加装去味净化装置，源头治理减少异

味扰民。

■实施按日计罚金额最高行政处罚　９
月８日，区环保局向上海大来新型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送达按日计罚决定书，对

其拒不改正粉尘无组织排放违法行为处

罚款人民币２０３万元，成为宝山区迄今
为止罚款金额最高的行政处罚。

■实施查封扣押环境污染场地　７月２６
日，针对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将

废漆渣等危险废弃物擅自埋入地下的违

法行为，对企业罚款４０万元，对主要责
任人员３人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基于污
染行为，对企业实施查封扣押相关设备，

环保执法人员在查封过程中签发文书、

张贴封条、制作笔录、全程摄像跟踪执

法，保证证据的完整和齐全。此案为公

安部挂牌督办案件，办理过程中行政处

罚、行刑衔接、查封扣押相互衔接，及时

处置污染场地。

宝山区绿色步道 区绿化市容局／提供

■开展环境保护系列宣传活动　６·５
世界环境日主题是“为生命呐喊”（打击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中国主题为“改善

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其间，宝山

区开展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节目联演、成

果联展、阵地更新、实验室开放日、志愿

者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主题日宣传，共

发放环保宣传手册５０００份，环境状况公
报４０００册，张贴宣传海报５００张。在吴
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顾村公园开展

“走进绿色宝山，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公

益徒步行系列活动。开展第十届上海市

宝山杯中小学生环境与生物论文比赛，

收到全市１６个区县中小学报送论文２８６
篇。年内，新创建绿色学校 ４所，对 ３１
所绿色学校进行复评。 （赵晓怀）

市容环卫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绿化市容局环卫综
合管理信息系统进入验收准备阶段。完

成２６件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委员
提案办理，其中主办件１１件，解决率和
满意率均为８２％。受理各类投诉、建议
和咨 询 件 共 １６３３件，比 上 年 上 升
６９４％，满意率为９５％。海淞公司宗国
美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顾村公园管

理有限公司张忠获上海市优秀党员称

号，宝谊公司朱萍获上海市“十佳城市美

容师”称号。东晨公司建立“陈霖劳模

创新工作室”。

■开展建筑垃圾应急处置　７月，上海市
暂停建筑垃圾运输至外省市，并要求“市

区统筹，郊区自行平衡”。宝山区有四座

建筑垃圾转运码头暂时关闭，原物流体系

被打破，全区建筑垃圾尤其是装修垃圾处

置困难。区绿化市容局采取措施紧急应

对，要求每个街镇落实１处装修垃圾临时
堆放场地，面积５亩～１０亩，使用期２年。
在全区布置４个永久性装修垃圾分拣中
转场所，每个面积１０亩，列入２０１７年区
政府投资计划。由区绿化市容局每年编

制具体消纳计划，在全区生态建设等项目

的土方造型中消纳。

■推进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推进“补短
板、治五乱”综合治理，整治短板区域１３
处，其中市督办４处区域（南大、五钢代
征地、２号路、菊泉路），有３处完成治理
３处，１处巩固长效阶段，完成区级区域
治理９处。提前完成“无序设摊综合治
理三年行动计划”，综合治理集聚点、控

制点、疏导点、菜场共计４５个。启动“五
乱”治理三年行动计划，针对乱抛物、乱

占道、乱设广告、乱张贴、乱设摊等“五

乱”问题，三年计划治理任务点１７５处，
全年完成治理约１５０处。启动户外广告
整治行动，开展全区违法广告设施基本

信息排摸，年内完成８个高立柱广告设
施和市局督办的２处３块违章户外广告
拆除。

■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任务　全区居
民生活垃圾分类全年累计完成４３８万
户，绿色账户开卡数１０９万户，开卡率
９８％。改造垃圾箱房７８间，配置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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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０个，张贴垃圾箱房标牌１５００块、分
类标识３０００张，印发分类宣传海报４００
份。完成９个街镇１０所学校的“垃圾分
类进校园”培训活动，在１２个街镇组织
绿色账户线下积分兑换。全年日均

１７９７吨生活垃圾和１３５吨整治垃圾通过
水路外运至浦东老港填埋场处置，日均

５５吨餐厨垃圾进入科林餐厨垃圾处理
厂处置，日均３４吨菜场垃圾单独处置。
１１月起，日均１５０吨工业垃圾和分拣后
装修垃圾残渣纳入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

圾处置渠道。

■加强餐厨垃圾管理　全区１７１２家餐
厨废弃油脂产生单位纳入上海市餐厨

废弃油脂信息监管平台，完成智能识别

卡、电子芯片等基本硬件配置。与肯德

基、麦当劳、味千拉面 ３家餐饮集团协
调餐厨垃圾收运事宜，全区１９家肯德
基门店、１２家麦当劳门店、１０家味千拉
面门店全部完成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合同

签订，涉及合同金额８８万元。１２６家链
家房地产经纪公司门店餐厨垃圾收运合

同完成签订。全年地沟油收运量 ６４
吨／日，老油收运量０６１吨／日。

（毛荣峰）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大华行知公园完成改造恢复对外开放 区绿化市容局局／提供

绿化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新建各类绿地
１５１６３公顷，其中公园绿地５３１３公顷，
防护绿地 ３０公顷，居住区附属绿地

３５１８公顷，单位附属绿地２７４８公顷，
道路附属绿化５８４公顷，绿道６０公里
以及立体绿化 ３０１万平方米。全区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达１１５平方米（自２０１５
年起，上海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按非

农人口计算更改为按常住人口计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常住人口２０５万人）。

■完成城市绿色步道示范段一期工程　
宝山区于２０１４年启动《宝山区绿道网
络系统规划》编制，建设“１＋３＋Ｘ”三
级绿道网络体系，“１”指南线（生态型）
外环林带的市级绿道，“３”指东线（滨
江型）、西线（大居型）与北线（郊野型）

三条区级绿道，“Ｘ”指 Ｘ条街镇级绿
道。２０１６年建成城市绿色步道一期工
程，途经罗店镇、顾村镇、杨行镇等多个

街镇，东起滨江公园，南至外环林带，西

至顾村大居，北至罗店老镇，长约 ６０
公里。

■吴淞炮台湾公园创建成为“国家湿地
公园”　公园于２０１４年启动“国家湿地
公园”创建，２０１６年 ８月获国家林业局
批准，成为上海第二家国家级湿地公园。

公园总面积１０６６公顷，其中湿地面积
６３６公顷，湿地率６０３％。

■孙中山先生亲属后代参观炮台湾国家
湿地公园　１１月１５日，孙中山先生海
外亲属后代一行在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

家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驻会副主

任吕虹、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徐逸波以及

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区长范少军、区政协

主席丁大恒等市、区领导陪同下，参观吴

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并在炮台军事

广场合影留念。

■智力产业公园和大华行知公园完成提
升改造工程　智力产业公园位于庙行镇
呼兰西路３号，占地面积４８５公顷。公
园以“凸显生活健康，提升智力理念”为

主题，打造休闲娱乐、游览展示、智力创

意为一体的综合公园。经过 ２个月改
造，１１月１６日正式恢复对外开放。大华
行知公园位于大场镇大华地区，占地面

积５８公顷。为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
１２５周年暨陶行知纪念馆建馆３０周年，
打造“馆园一体”的行知教育主题公园。

经过３个月改造，１０月１９日正式恢复对
外开放。

■绿化市容管理所下沉街道管理　按
照“街属、街管、街用”原则，制定《进一

步推动绿化市容管理力量下沉加强条

块对接的实施意见》和《宝山区绿化市

容局与街镇（园区）职责分工说明》，绿

化市容管理一所下沉张庙街道，绿化市

容二所下沉吴淞街道，绿化市容三所下

沉友谊街道。７月 ３０日之前完成组织
关系、人事档案、业务资料、工资、社保、

公积金移交和事业单位变更登记申请

等工作，３个管理所共下沉人员２９人，
其中绿化市容管理一所９人，绿化市容
管理二所 １０人，绿化市容管理三所
１０人。

■第六届“上海樱花节”创历史最高客
流　由顾村公园承办的２０１６年第六届
上海樱花节以“樱满枝头花争艳”为主

题，举办“春知樱觉”摄影及诗歌征文、

“心心相樱”青年交友、“赏樱选魁”票选

最美樱花树、“花间寻源”传统戏曲汉服

秀、“樱趣横生”樱花衍生品展示等五大

主题活动。公园樱花种植总面积达１１００
亩，６０多个品种，数量１２万余株。自３
月１８日开幕至４月１５日闭幕，共接待
游客１６２６２８０人次、散客１５７０６２７人次、
学生团队５５６５３人次，单日最高游客量
１６８８５６人次，９个高峰日接待游客
８５９１９７人次，总客流与单日客流创造历
年之最，同时也创造上海公园游园单日

最高客流。 （毛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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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行政执法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日，区城管执法局开展“城管公众开放日进社区”活动 区城管执法局／提供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区城管执法局参与“５·２５”万名文明交通志愿者集中行动
区城管执法局／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以下简称“区城管局”）围绕“五违四

必”（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

法排污和违法居住，安全隐患必须消除、

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

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综合整治和年

度重点工作，加强城管执法专项整治，完

成全区城管执法系统（除借调局机关科

室工作人员）４２７人执法类公务员套改。
局下属城管执法大队包括友谊路街道中

队、吴淞街道中队、张庙街道中队、园区

中队和机动中队等５个城管执法中队。
局内设综合科、政工科、法制科、协调科、

监督科，年末共有在编队员２０７人。全
年新增执法记录仪１００台，出动执法队
员 １４１３０３人次，出动执法执勤车辆
４４６６１车次。组织７３２人次参加市政府
３７号令、房地类和环保类执法事项、网
上办案、居住房屋违法违规装修、市局应

知应会等业务培训，４８名新队员参加培
训和复训，２４５人次召开行政案件听证
会议，全方位提高城管执法队员整体素

质。开展重复投诉件专项治理，提高重

复投诉件的实际解决率和群众满意度。

全年共受理诉件８３２２件，其中“１２３１９”
热线４４５０件，占总数５３４７％。区局投
诉处理平台共抽查３５８０件，占４３０１％，
总体满意度 ８１２％。一季度，在市局
“１２３１９”热线第三方测评中，宝山区投诉

受理工作整体评价得分７１６４分，位居
全市城管执法系统第二名。

■推进“五违四必”整治　作为区“五违
四必”整治牵头单位，区城管局围绕市委

１号课题和区委、区政府“三治两去”（治
违、治堵、治污、去火灾隐患、去低效产

能）一号工程，协调全区各街镇（园区）

和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区“五违”整治工

作。按照全区“五违”整治“１＋１＋４５＋
７１”三年行动计划，总计１１８个地块，共
１０００公顷（１５万亩）整治任务。至年
末，全区 １１８个整治地块完成整治 １０５
个地块，拆除违法建筑 ４３１７８万平方

米，清理违法用地 １０５２公顷（１５７８
亩），取缔违法经营户１７１４家，清退违法
居住人口２８９１２人，整治违法排污企业
７０２家，消除安全隐患 ３９８０个，实现区
委、区政府提出的“今年任务提前完成，

三年任务今年基本完成”目标。

■开展城管执法专项整治　年内相继
开展违法占道经营活禽、烟花爆竹安全

管控、空气质量保障、渣土违规车辆、无

序设摊和跨门经营、住宅小区、餐厨废

弃油脂、夏季城管执法工作等专项整

治。行动期间，共查处烧烤、机动车占

道销售、蔬菜瓜果、小百货等无序设摊

违法行为３１１７起，查处无证承运、车容
不洁等违章车辆 ３６９起，查处堆场、码
头、工地等违规行为 ２７起。淞浦路水
产码头、通河路、虎林路等全区１２处无
序设摊集聚点经整治环境明显改善。

■加强城管执法日常巡查　坚持按“全
时段、全方位、全覆盖”要求做好日常巡

查。各中队结合区域特点，每天对辖区

内道路、企业、商铺、工地、学校、居委等

进行全面巡查，全年出动执法队员

１４１３０３人次，出动执法执勤车辆 ４４６６１
车次，行政检查 １３７４４２起，教育劝阻
１３１６８１人次，巡查道路 ２２６６７２条，巡查
河道６６６０次，巡查公园绿地 １０９６８次，
巡查交通枢纽１４５５７次，巡查工地８５１３
次，巡查医院周边８５０２次，巡查菜场、集
市周边 ２７７６９次，巡查学校周边 １５２７６
次，巡查其他公共场所１８１６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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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执法法制　区城管执法局完善大
案要案集体审议制度，保证重大案件处

罚的透明性、公正性、严肃性。以区局为

主体的重大案件审核 ７３件，涉案金额
１１４６３万元，远超２０１５年的 １８件。全
区城管共查办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案件

１０７件，督促当事人规范整改恢复６６件，
整改恢复率达６３％。５月，罗泾镇中队
立案查处全市第一起以城管为执法主体

的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案件。加大城管法

制宣传教育，“宝山城管办结本市首起损

坏房屋承重结构案”“宝山对业主损坏

承重结构开出沪上最大罚单”“宝山对

损坏承重结构严查到底”“宝山城管整

治装修违规初见成效”等新闻分别在全

国及市级媒体报道。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调研区网格中心并来到热线办派遣工单 摄影／王耀磊

■完成执法类公务员分类改革　根据
《关于扩大本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

管理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上海市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任免升降管理试

点工作口径》文件精神，拟定宝山区城管

执法系统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管理改

革试点实施方案，以提高行政执法效能

为核心，以现场一线执法队伍为重点，以

职位分类和收入分配改革为突破口，激

发广大一线执法队员工作干劲。全区城

管执法系统（除借调局机关科室工作人

员）参加执法类公务员套改共计４２７人。
（蔡莺华）

城市网格化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工作以“做强街镇（园区）网格中心，

做实居村工作站，创建一批达标网格”

为目标，做实做强１４个街镇（园区）网
格中心和５０２个网格居村工作站，基本
形成城市综合管理监督指挥体系。全

区网格案件立案数 ４３７９４９件，结案率
１００％，及时率 ９８５９％，综合评价在全
市１６个区排名第三位，在 ８个郊区排
名第一位。“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受理
数３９１９７件，先行联系率９１７９％，实际
解决率７０９３％，综合评价位列全市第
五位（考核等次优秀）。区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年内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
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城市综合管理

赛区）优秀团队；中心受理处置科负责

人张广怡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
实事立功竞赛（城市综合管理赛区）优

秀个人。

■网格居村工作站实现全覆盖　全区
５０２个网格居村工作站建成并运行，延
伸街镇（园区）网格化平台，成为居民参

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明确责任主体，居

村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居村委主

任是具体负责人，并配备一名居村干部

分管日常工作。建立“日报告”制度，重

点对“新增违法建筑、群租和食品药品

加工”３项内容实行“日报告”，先行发
现率从初期１０％提高至３０％。完善分
类处置流程，对简易问题，发挥“小联

勤、小联动”队伍的作用当场予以解决；

一时难以解决或者需要执法解决的问

题，通过上报街镇（园区）网格中心，按

网格化标准流程立案派单、协调处置。

■开展“网格达标”创建活动　制定下
发《关于开展“网格达标”创建活动的

通知》，确认首批 １８个创建区块，共
２３４平方公里，占城市化区域面积
２１５％。厘清问题责任清单，梳理制定
“７＋Ｘ”问题责任清单，协调职能部门，
合力解决难题，并在处置后归档形成

“一事一案”。建立倒查通报制度，主动

巡查发现问题与“１２３４５”“１２３１９”热线
反映的问题进行比对，列入考核。强化

问题处置机制，街镇（园区）发挥职能部

门和职能机构派驻单位作用，根据“８＋
Ｘ”管理内容加强对小区管理问题巡查
发现，按照“自治及联动”原则进行处

置。全区新发生的违法建筑、群租、僵

尸车和地锁等一批管理顽症得到及时

发现和解决，拆除违法搭建 １５６起，处
置“僵尸车”１４１辆，拆除小区私装地锁
６５３个，整治小区“群租”案件 １８２起，
清除暴露垃圾 １６７０起，整治跨门经营
６３６起，整治街面乱设摊４７５起，处理占
绿毁绿５６５起，维护各类部件１１２１起。

■加强“１２３４５”热线办理　定期开展
重复工单专项治理，全年共下发重复

工单事项７５５项，解决 ２６７项，解决率
３５４％。加大协调督办力度，区政府
领导每月到区热线办现场办公，派遣

疑难工单；每周梳理不满意、重复工

单，现场核实督办并跟踪处置结果；每

月向区监察局提交满意度回访情况，

每季度向区监察局提交不满意工单，

作为政风行风评议线索。开通短信和

微信“宝山网格”企业号，不定期向区

领导以及处置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推送重复工单和城市综合管理情

况，提高实际解决率。发挥典型案例

引领示范作用，总结政策不完善、监管

空白、职能交叉不清等方面的问题，汇

编成册，提高办理水平。 （许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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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邮政
■编辑　孙　骏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２日，区交通执法大队整治非法客运车辆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交通运输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域内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有２６６４户，比上年减少１２户；
拥有运输车辆 ３４６３４辆，增加 １９９５辆。
其中：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６６户，运
输车辆 ３１８０辆；集装箱运输企业 １０３４
户，集装箱运输车辆 ２７１３７辆。汽车维
修等企业有２９９户，与上年相等，其中一
类汽车维修企业１７户、二类汽车维修企
业１７０户、综合性能检测站３户、三类汽
车维修业户 １０８户、摩托车维修业户 ３
户。全区有公交线路１４０条，增加４条；
公交车辆１８２０辆（空调车占１００％），减
少１８辆；线路里程 ２０２２２３公里，增加
１０６９公里。出租汽车企业２家，运营车
辆６７０辆。公共停车场（库）１１７户，增加
６户；停车面积 １０５２７９４平方米，增加
３４８７８平方米；停车泊位 ２８５５４个，增加
１７１９个。全年共审批行政许可８４１件，行
政备案２７件。在全年行政许可、行政监
管中，未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道路运输管理　年内共办理道路运输
经营行政许可９０４户。年审道路运输业
户１９０７户，年审车辆４０２７４辆。完成货
运业态诚信考核企业５６户（其中货运场
站９户，危运企业４７户），建立车辆技术
档案３６１７份。移送车辆超保案件３件。

■汽车维修管理　年内共办理机动车维
修经营行政许可 ２４户，发放合格证
１８０９８本。完成辖区内一、二类维修企
业诚信考核１６０户，一、二、三类维修业
户经营许可延续２６户，有效期逾期业户
实施行政许可注销２９户。组织开展维
修企业废气分析仪、烟度计年度检验工

作，合格率达１００％。３月１５日，组织辖
区４６家汽车维修企业开展以“新消费、
我做主”为主题的“３·１５”维权活动，共
接待消费者咨询１９７３人次，投诉电话回

访５６４次，发放宣传资料 ５７１９份，对抱
怨客户回访率９７％；为１３６６辆车提供免
费检测，为２２３２辆车进行免费洗车，提
供外出抢修２７２辆次。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优化调整区域公
交线网布局，完成新辟公交线路５条，分
别为宝山２９路、宝山３１路、宝山３６路、
宝山９３路、宝山９５路。完善地面公交
与轨道交通接驳服务，调整公交线路走

向１６条，分别为宝山１路、宝山２路、宝
山２０路、宝山２９路、７１９路、７２８路、１６０
路、１６５路、７０２路、７４１路、７６０路、８３９
路、８４１路、８４９路、８５０路、９６３路。延长
首末班车时间３条，分别为宝山１８路、
宝山３１路、宝山１７路。落实惠民措施，
降低市民出行成本，实施公交多级票价

改制为单一票价线路１条（９６３路）。全
年共审批公交线路行政许可１３件。

■公共停车场管理　年内共受理公共停
车场（库）经营备案登记１１户，新增泊位
１８０９只，新增面积７０１１４７平方米。全区
共有１５条道路（６６２个泊位）实施停车收
费管理，收缴停车费４５０万余元。完成６２
户 公 共 停 车 场

（库）质量信誉考

核工作，评出 ＡＡＡ
级企业 ２户、ＡＡ
级企业４７户、Ａ级
企业 １３户。换发
公共停车场（库）

备案证明１１７户。

■交通运输行业
安全监管　加强
公交、出租、长途

客运、危险货物运

输等重点领域安

全监管，行业安全

总体 平 稳 受 控。

先后开展“春运”“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大

检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安全

生产年”“安全生产月”“防汛防台”“夏令

高温期间安全检查”“创建交通文明示范

区”“客运行业安全专项检查”“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等各项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活

动。出动执法人员１０１２人次，检查各类
企业４６０户次，开具整改通知书７份，检
查道口１３０２只次，出动巡查２８６４人次，
实现７５００天安全监护无事故目标。

（张凌勇）

交通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交通执法大队贯彻落实“补短板、促提

升、守底线”工作要求，促进以目标管理

为中心的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全年共出

动执法人员１３１４０人次，执法车辆４０５８
辆次，检查各类车辆３１２９辆，各类企业
２４８户，立案１５０１件，累计查扣非法客运
车辆６２２辆。

■打击非法客运　依托宝山区联席会议
平台，加强与公安部门协同整治机制，聚

焦辖区早晚交通高峰时段，针对７４个非

９１２



法客运重点区域及信访举报高发路段进

行设卡检查，对证据确凿的非法客运车

辆进行“扣车”“扣证”处理，保障辖区客

运秩序长期稳定。针对市区两级重点区

域及市民投诉较多路段进行视频拍摄取

证工作，全年上传有效视频３７７段，涉嫌
车辆１８４辆，累计查扣３６辆车。加强与
各街镇的联动执法，抓好重点区域、重要

时段、重点违法行为整治，提高执法覆盖

面，年内与吴淞、高境、大场、罗店等街镇

开展联合整治１８次，依法查扣非法客运
车辆２３辆。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２日，区交通执法大队维护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车辆营运秩序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２０１６年２月４日，区交通执法大队稽查春运省际客运车辆（上图）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区交通执法大队稽查普货车辆（下图）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加强行业稽查　对八大交通行业（公
共汽车、出租汽车、省际客运、道路货运、

机动车维修、停车场（库）经营、机动车

驾驶培训、危险品运输）保持监管，规范

执法。紧抓危货行业安全监管，对车辆

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收集和整理，制作成

书面材料后，每月向辖区内５４家危险品
企业进行通报，帮助企业及时排除安全

隐患，有效遏制严重安全事故发生。严

查省际客运违法行为，加大沪太路、?川

路、Ｇ１５０１绕城高速等重要路段检查力

度，针对车辆运营资质、车辆安全设施、

车辆行驶线路、核定载客人数、从业人员

资质等要素进行重点检查，确保旅客出

行安全。开展公交、出租等行业执法工

作，不定期开展公

交跳车专项检查、

出租行业专项整

治，提高行业相关

人员的安全意识

和服务水平。全

面履行驾培、停车

场、汽修等行业监

管职能，维护行业

健康发展。

■维护节假日和
重大活动交通秩

序　做好重大节
假日交通保障工

作，提前制订交通

保障计划，组织执

法力量分班、分时

段进行执法监管，

重点加强交通枢

纽、商业网点以及

主干道管控，做好

元旦、春节、劳动

节、中秋节、国庆

节等重要节假日

的交通安全工作。

做好重大活动交

通秩序维护，清明

期间加强对青岗

路祭扫短驳车候车点、宝罗冥园周边区

域交通管控。上海樱花节期间加强对

沪太路沿线、顾村公园出入口执法检

查，保证游客出行便捷；Ｇ２０峰会期间
加强“两客一危”（公路客运、旅游客

运、危险品运输）车辆及非法客运车辆

执法监管，确保重大活动顺利举办。加

强吴淞国际邮轮码头交通保障，联合长

航派出所开展出租、省际客运专项整

治，打击出租车拒载、绕路，旅游包车没

有道路运输证载客等违法行为，协助国

际邮轮码头管理方维护好现场交通秩

序，全年查处码头出租车违法案件 １７
件、旅游包车违法案件２７件。

■组织开展“拒乘黑车”系列宣传活动
　为保持整治非法客运高压打击态势，
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在“３５”学雷
锋日、“７１”建党节、“９２２”世界无车
日等重要节假日，组织人员通过“进枢

纽、进社区（街道）、进车厢、进学校”等

“四个进”方式开展“拒乘黑车”主题宣

传活动，推动社会共同支持和参与非法

客运整治。 （乔　磊）

水陆客运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至
年末，巴士五公司拥有公交营运线路

１４５条，其中市属公交线路８４条，区域性
公交线路６１条、村村通线路１３条、穿梭
巴士１３条；拥有营运车辆１８５３辆，其中
路线用车１８２２辆。全年运客数２９７４３６８
万人次，比上年减少４８６％；日均运客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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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上海—普陀山

全程 船名 上船码头 上海开 到普陀山 备注 普陀山开 到上海 备注

１３４海里 普陀山 吴淞客运中心 １９∶３０ ０７∶００ 每周一、
三、五发

１４∶００ ０６∶００ 每周二、
四、六回

（具体以售票公告为准）客运问讯电话：５６５７５５００（７∶３０—１９∶３０）　服务质量监督电话：５６１７０１３８

表２ 吴淞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序号 线路 时间 序号 线路 时间

１ 如东 ５∶４０ １４ 沭阳 ７∶３０

２ 启东 ７∶００ １５ 涡阳 １１∶００

３ 滨海 ５∶４０ １６ 启东 １３∶００

４ 泰州 ６∶１０ １７ 滨海 １１∶４５

５ 歙县 ６∶２０ １８ 江都 １１∶５０

６ 响水 ６∶００ １９ 黄冈 １４∶３０

７ 盐城 ６∶４０ ２０ 济宁 １５∶００

８ 溧阳 ７∶００ ２１ 商丘 １６∶００

９ 沈丘 ７∶００ ２２ 汝南 １６∶００

１０ 霍邱 ７∶００ ２３ 界首 １６∶３０

１１ 商丘 ７∶００ ２４ 颍上 １８∶３０

１２ 南陵 ７∶３０ ２５ 霍邱 １６∶３０

１３ 颍上 ６∶３０ ２６ 泗阳 １８∶００

（周玉璋）

数８１４９万人次，减少５１２％；行驶里程
１０５０６５１万公里，日均行驶里程 ２８７８
万公里。公司主动适应公交行业改革发

展新常态，推进深化改革，加快线网优化

布局，加大安全服务监管力度，加强信息

化建设和运用。把握宝山区域人口导入

及闸北区、静安区合并整合的新背景，开

展线网优化调整工作。１月２３日，延伸
１６５路、７４１路至康宁路公交枢纽站，填
补康宁路区域的交通空白。２月 １日，
５０８路改为定班线路。３月５日，８２３路
改为定班线路，１１６路暂停营运。３月１８
日至２５日，试运行开通２条“赏樱花、游
宝山”旅游专线，打响宝山地区旅游品

牌。４月２３日，８１２路原周家嘴路军工
路终点站延伸至长阳路军工路站。６月
３０日，完成 ９６３路、宝山 ３１路、８３９路、
８４０路、８４１路、７０２路等６条线路综合优
化调整工作，打造沪太路公交提速和线

网系列调整的示范样板。７月 ３日，新
辟宝山９５路（杨北路蕴川公路至萧云
路潘川路）。７月 １８日，新辟 ８３２路
（长临路共康三村至长临路共康三村环

线）、８３３路（闻喜路阳泉路至闻喜路阳
泉路环线），打通共和新路沿线彭浦、共

康、长临、临汾等区域公交“微循环”。

１１月１２日，８５０路共康六村终点站调
整延伸至康宁路枢纽站。７１９路原长江
西路共康新村终点站调整至 ８５０路原
共康六村终点站。１２月２６日，新辟定
制公交线路 ｅ乘巴士００５路，为顾村地
区上班族往返市中心区域提供便利。

１２月３１日，新辟宝山３０路，填补白沙
园路公交空白。年内，公司获“上海市

劳动关系和谐职工满意企事业单位”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先进单位”及“保五星级诚信创建企

业”等称号。 （田　?）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至年末，
公司有职工９７人，主要从事滨江区域的
建设开发；货运、客运、航运服务；房地产

开发；物业管理；停车场等业务。年内，

公司对接宝山区“区港联动”制度创新，

理顺滨江开发体制，谋划邮轮经济，夯实

客货运业务，推动公司转型发展。上海

港吴淞客运中心全年到发旅客２６８万
人次，比上年下降３２％。停靠出发长江
游船６艘次，进出口旅客分别为５９１人
和７１７人，下降７９％。电子售票中心全

年出票２７８万张，减少１０％。巴士高速
吴淞客运有限公司发车９７８２班次，发送
旅客５７２５５人次，下降１３％。公司参股
的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全年完成靠泊量４７２艘次，增加２８７％；
出入境游客 ２６５万余人次，增加 ７７％。
浦江游览业务举办“分享快乐，童梦起

航”“爱暖夕阳红，情满母亲河”两个主

题活动，开行 ３１班次，发送 ６２００名旅
客，增长２５％。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
站接待游客７９０人次，发车３９车次，增
加８５％。年内，公司获上海市“五星诚
信企业”“上海市文明单位”等称号。

（周玉璋）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公司全年
完成客运量２１８８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１９５％；车 运 量 ６１５万 辆 次，增 长
１５４％。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４２５９万元，
同口径增加５６３万元。高速船方面，全
年客运总量２９１万人次，减少１８万人
次，降幅 ５８％。吴淞—新河开航 １１９９
航次，客运量２万人次；吴淞—长兴开航
５３４０航次，客运量８９万人次；吴淞—横
沙开航５７６９航次，客运量１８２万人次。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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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飞翼１１”轮在宝山吴淞码头举行首航仪式 上海市客运轮船公司／提供

车客渡方面，全年石洞口—新河开航

６４９３航次，客运量 ３１１万人次，增加
４２万人次；车运量 ９４万辆次，增加
１２万辆次。长横对江渡方面，开航
２６０９８航次，增加 ２２９９航次；客运量
１５８６万人次，增加 １６５万人次，增幅
１１６％；车运量 ５２１万辆次，增加 ７万
辆次，增幅１５５％。全年各航线共开航
４４８９９航次（不含包船），增加 １８２０航
次。危化品运输开航 １８７次，增加 １６
次。海葬祭扫开航５７次，增加９次。横
沙岛夜间救护车专船运输开航 ４３次。
年内，公司在政府财政支持下，陆续新建

四艘１２０客位铝玻高速船（飞翼 １１、飞
翼１２、飞翼１５、飞翼１６）和一艘２２车位
车客渡船（沪航２２）。其中，“飞翼 １１”
轮于１２月２９日正式投入吴淞至崇明三
岛水上客运。年内，公司获全国“安康

杯”竞赛七连胜，并获“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状”称号。公司总经理严文康获２０１５
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安康企业家”

称号。 （沈嘉斌）

邮政
■概况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
区分公司（以下简称“宝山区分公司”），

内设综合办公室、计划财务部、人力资源

部、市场部、运行支撑部、大客户服务中

心、邮政储汇分局、商务投递部；下辖１５
个支局、２５个邮政所、３０个代理金融网
点。投递线路３４６条，线路单程总长度
公里公里，其中，汽车投递线路１１条，单
程长２８６公里；电瓶车投递线路３６７条，
单程长 ３８６６公里；自行车投递线路 １

条，线路单程长６公里；设信箱（筒）２１３
个，ＡＴＭ机 ６２台。至年末，在册员工
１０１６人，比上年减少５１人。其中：中共
党员１３０人、共青团员１０５人、少数民族
５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２人、中级 １０
人、初级２３人；高级工技人员８３人、中
级工５１８人、初级工２７８人；大学本科学
历２１６人、大学专科４７１人、中专（中技、
职高）１２２人、高中 ８４人、初中 １２３人。
服务范围为宝山区行政区，服务面积

２９３７１平方公里，服务人口２４５万余人。
全年完成通信业务总量３０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６６７％；完成业务收入２９９亿
元，增长９６５％。用户综合满意度得分
为９４７２分。商务投递妥投率为９６％；
银企对账单妥投率和回邮率分别为

１００％、９９９４％；约投挂号邮件３日妥投
率为９６１５％；快递包裹当日妥投率为
９３８３％，３日妥投率为９９２４％。年内，
宝山区分公司获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２０１６年投递服务质量优胜奖、上海市
“五星级”诚信创建企业、２０１５年度全国
“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上海赛区）等

称号。

■《丙申年》《拜年》主题套封销售　年
初，宝山区分公司结合生肖文化、春节传

统，分别设计制作《丙申年》邮资机戳记

主题套封和《拜年》邮资机主题戳记封。

《丙申年》是以猴为主题，结合宝山知名

剪纸艺人徐登祥先生的剪纸作品，通过

邮票文化与民间艺术有机结合，打造出

一款文化底蕴浓厚、颇具观赏及收藏价

值的邮资机纪念戳记主题套封产品，展

现猴年大吉、申猴迎春、国泰民安的新年

景象，全套共计４枚，总计发行１０００枚。
《拜年》则是根据民间过年放炮仗这一

习俗，设计制作一枚《拜年》邮资机纪念

戳记主题封，总计发行 １０００枚。１月 ５
日、１月１０日，宝山区分公司分别结合丙
申年、拜年邮票发行，于下属友谊路支局

举行《丙申年》《拜年》邮资机戳记主题

封首发活动，现场吸引众多集邮爱好者

和收藏爱好者。发行两日，两大主题封

全部售罄，形成销售额１５万元，邮资机
收入２万元。

■开展投递联合承包　响应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包裹快递业务改革要求，打造竞

争性业务投递队伍，宝山区分公司在

２０１５年９月实施投递人员联合承包试点
工作取得成功前提下，经过调整与完善，

制订“宝山区分公司投递业务联合承包

方案”，经区分公司一届二次职代会表决

通过后，于３月１日起在下属１３个支局
开展投递联合承包工作。共精简投递道

段５９条，精简各类人员５２人（含１１人
离职或退休），将２３名富余人员充实到
区分公司商务投递队伍，一线投递员人

均每月新增收入３００元～６００元，区分公
司每月减少各类支出２０８８万元，实现
企业和员工的“双赢”。

■成立创新创业办公室　３月２２日，宝
山区分公司成立创新创业领导小组，小

组成员由区分公司总经理王小平及其他

班子成员、各职能部室及专业部门负责

人组成，下设创新创业办公室，具体负责

创新创业相关工作，致力于为企业创新

驱动发展、二次创业出谋献策，配备“智

囊团”。３月起，区分公司开展上海邮政
“双创”金点子微信平台宣传推广工作。

至年底，共有９９５名员工关注上海邮政
“双创”微信平台，关注率达 ９８％以上，
共发布金点子９９７条。

■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　７月 ２９日
下午１点５０分，一位老人焦急地来到宝
山区分公司下属友谊路支局营业厅，向

理财经理寻求帮助转账５万元。机敏的
网点理财经理王吉发现老先生的手机始

终处于通话状态，且来电号码显示为“私

人号码”，连忙上前询问转账用途、对方

是否认识等关键信息，但这位老先生言

辞闪烁，不肯明言。于是，王吉当即拒绝

协助转账请求，并叫来网点保安和支局

管理员潘军一同劝阻。原来，老人接到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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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被告知儿子被绑架了，要打钱给对

方赎回儿子。经百般劝说无果后，网点

拨通１１０报警电话。谁料，即便警察来
了，老先生仍坚持转账。最终支局协助

警方几番周折找来老先生的儿子，才打

消他转账念头，从而成功阻止一起案值

５万元的电信诈骗案。事后，民警对邮
政员工的工作责任心和安全警惕性给予

高度肯定。

表３ ２０１６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局所情况

序号 局　所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１ 泗塘邮政支局 长江西路１５９９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９９０２４５

张庙邮政所 长江西路１４５１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９９２２０５

淞南邮政所 淞南路３５１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６２１１

２ 大场邮政支局 沪太支路１３１６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６８１４２９

南大路邮政所 南大路５０２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５０１０６４

乾溪邮政所 环镇北路３４０号 ２００４３６ ５６５０１０６４

３ 高境邮政支局 殷高西路１００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３０１４

长江南路邮政所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９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３３５９

三门路邮政所 三门路５１５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５０３４１８１

阳曲路邮政所 阳曲路１０７３号 ２００４３５ ５６７９６１０２

４ 大华邮政支局 真华路１１０８－２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５２３４１

华灵路邮政所 大华三路２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５０９９４

大华二路邮政所 大华二路１３９号 ２００４４２ ６６３５００９４

５ 庙行邮政支局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 ２００４４３ ５６４１９２１２

共康邮政所 长临路５６８号 ２００４４３ ５６４０２７５６

６ 聚丰园路邮政支局 聚丰园路１２７号 ２００４４４ ６６１２０７３３

锦秋邮政所 锦秋路１２９８号 ２００４４４ ５６１３４１４４

上锦邮政所 锦秋路７１６号 ２００４４４ ６６１３２１２６

７ 吴淞邮政支局 淞滨路８１５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６７３５５４

海滨新村邮政所 青岗路１２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１７４３８０

淞青路邮政所 永清路２９１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１７６８５０

三阳路邮政所 三阳路８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８４１９５２

８ 月浦邮政支局 龙镇路７１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５６６４９１１４

绥化路邮政所 绥化路７２号 ２００９４１ ５６６４９９６１

９ 盛桥邮政支局 ?川路５５４２号 ２００９４２ ５６１５０４５４

１０ 罗泾邮政支局 陈镇路５１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８７０９２９

潘沪路邮政所 潘沪路２０５号 ２００９４９ ５６１５０１８１

１１ 友谊路邮政支局 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 ２０１９９９ ５６６９２９２２

宝林八村邮政所 密山东路２３７号 ２０１９９９ ３６１００１５４

海江路邮政所 海江路３０３号 ２０１９９９ ５６１１５１２２

１２ 杨行邮政支局 影园路４３３号（临）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０６１４

天馨花园邮政所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１４３６

杨泰路邮政所 杨泰路１９０弄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８３２２

１３ 顾村邮政支局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３００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６６０４０１４１

新贸路邮政所 新贸路５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０４６０２４

共富新村邮政所 共富路１７８－１８０号 ２０１９０６ ３３７１１２６５

１４ 刘行邮政支局 菊泉街６１８号 ２０１９０７ ５６０２３２６０

菊盛路邮政所 菊盛路８７７号 ２０１９０７ ５６１２２０２１

１５ 罗店邮政支局 市一路１６６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６６８６２６６７

长浜邮政所 南东路６５弄１２号 ２０１９０８ ５６０１０６０４

（陆佩华）

■完善同城专网建设　宝山区分公司在
２０１５年成立精品投递队伍基础上，盘活
企业资源，加大人力物力投资，年内新增

设盘古路商务投递部，新增人员７名，在
不影响公司生产运营基础上，重新整合

下属各单位（支局及职能部室）车辆资

源，将整合出的２２辆车划拨到同城专网
平台使用，同时为每辆车专门安装倒车

影像，夯实安全行车基础；为同城专网投

递人员统一配备制服、秋冬季冲锋衣、防

滑山地鞋、夜间投递照明使用头灯、专门

的洗车、打气工具等生产工具，日常生产

作业实行军事化管理。至年底，商务投

递部共有员工５０名，配备机动车２２辆、
电瓶车２５辆，涵盖２０块投递区域、５条
机动路段，平均投递５０件／天／道段。年
内各类邮件当日妥投率稳定控制在

９２％，成功妥投率控制在 ９６％，资金解
缴准确及时，未发生人身、邮件及车辆安

全问题，未发生服务质量投诉，商务投递

部运行质量、队伍建设处于上海市分公

司领先地位。

■探索“营揽投一体化”运营模式　７月
起，宝山区分公司探索“营揽投一体化”

运营模式，在投递淡季时，通过调动部分

业务量较少的投递员承担支局大客户邮

件揽收工作，最大程度减轻支局揽收压

力，有效盘活人力资源，优化岗位设置，

提升营销辐射能力。在投递旺季，挖掘

普邮投递员的富余劳动力，利用支局投

递人员下班时间开展晚间投递，制定配

套激励政策，签订外包协议，一方面提高

员工收入，另一方面提高邮件安全性、可

控性、可操作性，实现客户利益、企业效

益与员工收益的“三赢”。

■开办同城冷链业务　８月１５日，根据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下发的《关于开办上

海邮政“速邮同城冷链”业务的通知》的

要求，宝山区分公司对外正式开办“速邮

同城冷链”业务，为宝山区域内具有线下

寄递、仓储冷藏、冷冻食品寄递需求的电

商平台和企业客户提供专业化、一体化

的冷链配送服务，致力于在服务宝山区

地方经济和百姓民生的同时，打造具有

邮政特色的现代化生态绿色冷藏物流

产业。

■举办２０１７年报刊大收订现场服务活
动　１１月６日，宝山区分公司在顾村公
园举办２０１７年报刊大收订现场服务活

动，全面开展２０１７年各类报刊杂志征订
工作。活动以派送样报样刊和赠送精美

礼品等方式，展开宣传推介，为读者营造

良好订阅氛围。活动现场除接受报刊订

阅咨询办理外，区分公司还以歌舞表演，

吸引众多用户前来，服务用户５００余人
次。当日，宝山电视台实地进行现场采

访，并于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电视台《新闻
坊》节目中播出。 （陆佩华）

３２２

邮　政



庆“五一”·劳动美——宝山市民优秀摄影作品展

《勤劳的哈尼族妇女》  马恩凯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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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燃气·自来水
■编辑　孙　骏

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华能石洞口一厂１号机组连续安全运行８１０天 摄影／邓嘉磊

电力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至年末，
电厂有员工９１２人，在岗职工８８１人，其
中具有中高级以上技术职称１３７人，占
１５５５％。全年完成发电量４９７亿千瓦
时，比上年减少０９亿千瓦时，累计完成
发电量１９７０９６亿千瓦时；完成税前利
润２５３亿元，减少２亿元；全年综合生
产厂用电率 ５９６％，上升 ０２３％；综合
生产供电煤耗 ３３８７２克／千瓦时，上升
０６９克／千瓦时。全厂安全无事故 ３６６
天，累计２８８２天。电厂连续三届被评为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第七次蝉

联“上海市文明单位”；被评为“上海市

劳动关系和谐、职工满意企事业单位”

“上海市学习型企事业单位”“上海市平

安示范单位”。论文“谈ＰＤＣＡ模式在推
进发电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实践与探索”

获国资委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度党建思想
政治工作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电厂环

保部被评为“上海市环境保护先进集

体”，徐惠被评为“上海市环境保护先进

个人”；检修部被评为“上海市青年文明

号示范集体”；运行部四值被评为“上海

市青年集体五四奖章”。检修部汽机专

业课题“提高２号机组凝汽器真空严密
性”获２０１６年全国电力行业ＱＣ小组活
动优秀成果三等奖。年内完成 Ｇ２０峰
会等重大保电任务。１号机组于９月７
日１９点２８分解列。该机组于２０１４年
６月２１日Ａ级检修后投运并网后连续
运行８１０天，打破华能系统火电机组单
机连续运行最高记录，在 ２０１５年度全
国３０万等级燃煤机组可靠性评价对标
中位列第一位。年内利用进口煤价格

优势，加大掺烧比例，掺烧比例７５５４％。
６月中旬后，采用增加燃料场存、提前锁
定煤源煤价、优化配烧等策略，应对煤

价快速上涨和夏季用电高峰局面，全年

标煤单价实现５３５８７元／吨，比上年下

降 １６１４元／吨；单位燃料成本完成
１６７８元／千瓦时，下降 １１５元／千瓦
时。严格执行下半年环保新标准，全年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均实现合格

排放。完成码头扬尘在线监测设备安

装，完成２号卸船机干雾抑尘改造及喷
淋系统改造。推进高效机组改建项目

前期工作，完成环评报告全部流程及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拟审批的公示，收

到市规土局“建设工程规划设计要求通

知单”，取得长江水利委员会取水申请

批复，完成可研收口、项目申请等报告。

（汤李莉）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至年末，
电厂有员工４７８人，其中具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员工 ３５８人，占员工总数的
７４９０％；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资格人员
２５９人，占员工总数的５４１８％。全年完
成发电量１１５１８亿千瓦时，完成利用小
时４５７０６７小时，比上海电网统调火电
平均利用小时高 ４０２６７小时。实现销
售收入３５７３亿元，完成税前利润９２７

亿元，实现净利润６９４亿元。（吴翌焕）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至年末，电厂有员
工７７人，在岗职工７７人，其中具有中高
级以上技术职称２７人，占３５０６％，员工
全部拥有大学以上学历。根据管网及电

网要求调峰，全年累计完成发电量１６４９
亿千瓦时，比上年下降７１１％。机组年
利用小时达１３７３９６小时，平均结算电价
８９９６２元／千千瓦时（含税），售电收入
１２３７亿元（不含税）。完成综合供电煤
耗２３２６９克／千瓦时，上升６４６克／千瓦
时。完成综合厂用电率 ２４２％，上升
００５％。全厂安全无事故３６６天，累计安
全天数４４２８天，并完成全年“零非停”生
产目标。在标准化达标一级企业和本质

安全三星企业的基础上，完善本质安全管

理规范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年内共增加

修订３部体系文件。作为市发改委实施
碳排放交易试点企业，全年实际排放二氧

化碳６３５５４７吨，减排１４７４６３吨。年内，获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 （陆思焱）

５２２



燃气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公司隶
属于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至年末

有职工５９０人，其中技术人员１１７人，占
总职工数的１９８３％。下设９个管理部
门和６个对外服务部门，固定资产 ３２
亿余元。公司有燃气安检２５０人，包括
一个安检管理部、５个安检服务部，承揽
市北销售公司全部燃气安检业务，形成

一支专业管理、标准规范、服务良好的燃

气安检专业队伍，年内安检户数 ９５万
户，安检率８７７９％。公司有调压器检修
６３人，均具有中级以上技术等级，具备
１１支检修队伍，负责燃气集团内浦销、
市北、大众、金山四大公司中低压调压器

检修任务。具备从事国内外５个品牌、
２６个系列型号、年中修燃气调压器２０００
台的能力。吴煤公司参与能创中心前期

推进工作，１号、２号地块正式提交立项。
（黄　微）

表１ ２０１６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统计表

主要指标 指标值（％） 实际数（％）

出厂水四项合格率 ９９．５ １００

出厂水九项合格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出厂水浑浊度 ９８．５ １００

调度指令保证 １００ １００

调度指令执行率 ９８ １００

主要设备完好率 ９８．５ １００

在线仪表完好率 ９８．５ １００

信息设备完好率 ９８ １００

厂用率％ ３．７５ ３．７８

（陈　勇）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长江原水厂接待参加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代表 摄影／鲁林摄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公司
系申能集团下属上海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油品仓储、

危险化学产品仓储经营，燃料油、化工原

料及产品的销售。公司主体设备包括３
万吨级和千吨级的危险品专用码头各１
座、总容量为２６万立方米的各类油品储
罐２７座以及总容量为１２０００立方米的

液化气球罐６座。至年末，公司有职工
１５８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３７名，占职工
总数的２３４２％。年内各类油品累计进
２１２船、出５０９船，发车３６１７５次，累计吞
吐量１７０６８万吨，仓储量１０８７５万吨，
液化气共进 ９３９车，发车 １９４０次，仓储
量３２２万吨。年内取得市交通委批准
的船舶燃料油供应资质。公司是宝山区

重要经济目标和消防重点单位，坚持安

全标准化建设，开展 ＨＳＥ体系建设，安
全持续受控。围绕“重效率，优化仓储运

行管理；树品牌，提升专业服务水平；拓

市场，谋求企业长远发展”的年度工作重

点，按照市场化运作要求，优化仓储运行

管理，积极拓展对外市场，深化改革、谋

划企业发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公司

规范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年内获上海市

港口协会颁发的“四星诚信创建企业”

称号。 （贝　蓉）

自来水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至年末，长江原水厂有职工１３９人，其中
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４０人。全年
实现供水量 ５７１亿吨，平均日出水量
１５６０３万吨，最大日供水量１９６５７吨（１
月２８日，创历史最高值）。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原水嘉定支线通水后，供水量增加，较上

年增加３１３５％。年内未遭遇长江咸潮
入侵，全年出厂水氯化物浓度控制在

２５０ｐｐｍ以下，氨氮值控制在 ０５ｐｐｍ以
下，成功治理水库藻类，未发生微囊藻水

华和其他藻种的爆发。年内共遭遇上游

浏河排水１９４潮，上游排水潮次连续三
年上升。年初，申城遭遇超强寒潮，各项

防冻保暖措施准备到位，期间厂内未发

生大规模爆管事件，原水供应正常。２
月１５日～２３日，第二输水泵站 ＤＮ２７００
出水总管加装隔断阀门，工程施工难度

大、作业时间长、管网切换频繁，施工期

间实现原水供应平稳有序、出厂水质安

全可控，该项工程将提高原水供应的安

全性，便于泵站的管理和维护工作。１１
月２３日，作为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中国
国家日”一个点位，向世界卫生组织的专

家展示企业健康创建工作。年内，被评

为上海市治安防范先进集体、治安安全

合格单位和上海市健康先进单位，厂团

总支被评为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第

二取水泵站被评为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魏巧芬）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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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
分公司吴淞水厂　至年末，吴淞水厂有
职工５４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１７
人（中高级职称 １０人），占职工总数的
３１４８％。全年完成供水量 ３５４７７１万
吨，比上年减少 １７１％；日平均出水量
９６９万吨，减少 ２％；最大日出水量
１３０４万吨。年内围绕“巩固、完善、发
展”主基调，按照企业安全生产优质供水

中心任务，发扬“专业、专心、专注”精

神，通过“找差距、补短板”，强化内部管

理，优化业务工作，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对制

水全过程实行精细化管理，根据原水不

同情况，调整净水幅度、排泥及冲洗周

期，使制水各工序调整到最佳运行状态，

确保水质各项指标处于受控范围，保证

出厂水质全部达标。落实高峰供水措

施，５月底前组织实施机泵、净水、电气、
清水库、加药、行车等主辅设备大修，共

检修机泵设备１８项、变配电设备３路、
净水设施９项、净水设备１２项、加药系
统３项、特种设备７项、其他设备１３项，
确保设备在最佳状态下运行。贯彻落实

国家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治安保卫工作

要求，完善各项工作机制，狠抓措施落

实，狠抓隐患治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

强化内部治安防范能力，提升安全管理

水平，保障职工人身安全、企业财产安

全，确保安全形势平稳受控。通过全年

不间断宣传、培训、文件编写和整改落

实，建立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整合

标准化管理体系，配合上级公司开展内

部评审和外部审查工作，顺利通过上海

质量审核中心官方认证。开展企业文化

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化职业道德建设内涵，创新载体，注重

实效。年内获“上海市学习型组织”“上

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围

基层案例奖”“上海市职工职业道德建

设十佳标兵单位提名奖”“上海市职工

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等称号。

（陈　勇）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
分公司月浦水厂　至年末，月浦水厂有
职工７３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
员１９人。全年完成供水量８１１６万立方
米，比上年减少２００万立方米；平均日供
水量２２２４万立方米，减少０８５万立方
米。年平均出厂水浊度００２ＮＴＵ，优于
国家规定标准（国标为≤１ＮＴＵ），出厂水
水质四项主要指标合格率、调度指令执

行率均达到百分之百。水厂原水取自长

江下游水源，由陈行水库引水，厂区内主

要构造物有４座平流式沉淀池、１座普
通快滤池、１座 Ｖ型滤池、６座清水库、１
座出水泵房等，供水能力达到４０万立方
米／日。在此基础上，新建污泥泵房处理
系统，解决厂区内沉淀池污泥排放问题。

年内运用自动化管理系统，全厂制水工

艺流程实施连续性监测和控制，重点监

控加矾、加氯、加氨等重要岗位，按照国

家出厂水新国标１０６项水质标准，确保
出厂水水质标准达标。在通过安全生产

标准化二级企业审批基础上，加大投资

力度，建立新的技防监控系统，通过信息

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对全厂重点部位实

时监控，确保水厂安全。健全安全生产

长效机制，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班组

和个人，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保障职工

人身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邱　波）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
分公司泰和水厂　至年末，水厂有职工
１０１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
２５人。全年完成供水总量２３９５７万立方
米，平均日供水量６５５万立方米，最大
日供水量 ７８４万立方米。出厂水平均
浊度为００５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标准（国
标为≤１ＮＴＵ），出厂水四项合格率达
１００％。水厂原水取自长江水源，主要净
水设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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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
能力达到８０万立方米／日。水厂运用计
算机监控设备优势，推行数据库优化管

理，确定调节药剂投加，合理调整滤池冲

洗周期等，优化生产过程运行方式，确保

优质低耗。针对原水水质不稳定因素，

加强嗅与味的检测、预先调节加氯量，调

整沉淀池浊度、余氯指标等，寻找最佳加

注点，把有关的数据信息加以收集、整

理、汇总，建立合适的数据库，保证“优

质、低耗”，完善水质应急预案，确保出厂

水水质。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各类规章制

度，做好ＩＳＯ质量管理、环境管理、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三标体系工作。年内被评

为上海市平安单位，保持上海市治安安

全合格单位称号。 （严　鹂）

表２ ２０１６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单位
综合合格率

％

浑浊度
（ＮＴＵ）
合格率％

余氯
（毫克／升）
合格率％

细菌总数
（个／毫升）
合格率％

大肠菌群
（个／１００毫升）
合格率％

平均浑浊度
（ＮＴＵ）

厂用率
％

主要设备
完好率％

月浦水厂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８ １００ ９９．３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４ ３．００ ２．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邱　波）

表３ ２０１６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单位
综合合格率

％

浑浊度
（ＮＴＵ）
合格率％

余氯
（毫克／升）
合格率％

细菌总数
（个／毫升）
合格率％

大肠菌群
（个／１００毫升）
合格率％

平均浑浊度
（ＮＴＵ）

厂用率
％

主要设备
完好率％

泰和水厂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８．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５ ３．５ ２．６４ ９８．５ １００

（严　鹂）

７２２

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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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信息
■编辑　孙　骏

科技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聚焦“上海科
创中心重要功能区”建设目标，以推动

“科技带产业科技促转型”为原则，构建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推进科创载体建设，

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再次获“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城县（市、区）”称号。

（１）推进科创载体建设。推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启动一号创新带、三号创

业带、七号创意带建设，中国首个应用区

块链孵化基地落户宝山。与临港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临港新业坊

高境科创综合体。与金桥集团合作，启

动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建设。挂牌成立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宝山园出入境

办证服务点，新增企业信用管理等４个
公共服务平台，张江宝山园公共服务平

台总数达到７家。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等
９家单位获批“四新”（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创新基地，创建数

列全市第三位。启动石墨烯产业功能型

平台建设，上海石墨烯产业园和上海石

墨烯“四新”基地成功挂牌。编制“宝山

区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规划”，创建“军民

融合科技示范区”，成立宝山区军民融合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军民融合科技创新

示范基地，认定１０家军民融合科技创新
示范企业，一批军民融合重点项目落户

宝山。（２）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梳理汇
编３８个《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相关配套政策。

编制《宝山区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意见》

和《关于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若干扶持

办法》。修改完善《宝山区科技创新资

金管理办法》，草拟《宝山区众创空间备

案实施细则》《宝山区众创空间年度考

核奖励办法》《宝山区众创空间扶持政

策申请指南》等科创实施细则。针对初

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企业不同需求，构

建“３＋Ｘ”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共
为７３家科技型中小型企业融资２２亿
元。２４家企业申请科技履约贷，贷款额
１３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６０％ 和
１３６％。加快众创空间建设，宝山市级以
上孵化器、众创空间数达到１２家。成功
举办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创新创业大赛，共有
６７个 项 目 晋 级 决 赛，比 上 年 增 长
４２５５％，增幅列全市第四位，财景科技
园、移动互联网创新园首次成为上海市

创新创业大赛市级决赛赛点。３名企业
科技工作者分别入选科技部科技创新创

业人才、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浦
江人才计划。（３）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年内区内科技企业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１０项，４家企业科创板成功挂牌。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６０家，科技小巨人企业２
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２７５家。６７个项
目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扶

持，认定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２４
项。新增院士专家工作站２家，区内院
士专家工作站达１２家（服务中心）、市区
两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８家、研发公共
服务平台 ２家。（４）加强产学研合作。
开展企业技术需求和技术难题征集工

作，共收集企业技术需求４８项。举办企
业、高校技术交流研讨会、对接会，签订

区级产学研合作项目２２项，复旦大学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可穿戴能源材料

中试项目”落户宝山。开展上海市科技

创新券兑换工作，总计服务项目２９９项，
服务金额１９５万元。（５）保护知识产权。
提升张江宝山园知识产权平台能级，筹

建宝山海洋装备专利联盟。开展知识产

权宣传、培训、执法活动，挂牌成立宝山

区版权服务工作站。全年专利申请总量

６８８０件，比上年增长 ３６６％，其中发明
专利３２８０件，实用新型专利３０３４件，外
观设计专利 ５７６件。区专利授权总量
３４１３件，增长 １１８％，其中发明专利
１２１９件，实用新型专利１８５４件，外观设

计专利３４０件。计算机软件登记量７２１
件，增长３８４％。区有效发明专利５６７０
件，增长１８０％。新增上海市专利工作
示范、试点企业８家。（６）开展科普特色
活动。推进科普示范建设，张庙街道获

评“上海市科普示范社区”，新增市级科

普教育基地 １家、区级科普教育基地 ５
家，上海木文化博览馆、中国工业设计中

心创建为市级专题性科普场馆，宝山科

普教育基地总数达到２９家。“宝山 ｉ科
普”入选上海市十大科普微信公众号，成

为全市唯一入选的区级科普公众微信

号。全年开展区级活动１００余场，举办
“七彩蒲公英科学嘉年华”２０１６年宝山
科技活动周、２０１６宝山科技体育嘉年
华、科普开放日活动等。开展“万人科普

培训”工作，全年共开展培训７９０期，培
训３９１万人次。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参观１０７万人次。（７）加强防震减灾。
编制“宝山区科委（协）地震应急预案”

“街镇园区地震应急预案”，举办“宝山

区地震应急桌面演练”。开展“减少灾

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防灾减灾宣传周

活动，宝山代表队获第１９届上海市中学
生防震减灾知识竞赛活动团体第一名。

■“３６５众创小镇”落户宝山　３月 ２６
日，“３６５众创小镇”开园启动仪式在上
海智力产业园举行。“３６５众创小镇”总
占地面积１００５３平方米，建筑面积８６００
平方米，由宝山工业园区与庙行镇共同

委托上海叁陆伍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小镇引入ＩＤＧ、德同资本、清科创
投、麦腾创投等数家国内一流投资机构

挂牌入驻，打造集孵化空间、创业项目、

投资机构、创服资源为一体的综合平台。

■宝山区版权服务工作站揭牌成立　７
月１５日，宝山区版权服务工作站揭牌成
立。该工作站负责开展作品登记、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资助、版权纠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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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为企业、园区提供版权管理、版

权市场经营和版权维权，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个性化服务，提升版权公共服务水

平，逐步形成宝山区版权服务特色和品

牌，打造宝山区版权工作新格局。

■“一号创新带”智慧湾科创园开园　９
月９日，智慧湾科创园在宝山开园，标志
区“一号创新带”建设全面启动。智慧

湾科创园占地面积约 １３３３公顷（２００
亩），前身为重庆轻纺集团下属上海三毛

国际网购生活广场。园区创新性地以集

装箱为载体，建设花园式办公空间，以吸

引更多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和文化创意领

域的企业。“一号创新带”以轨道交通１
号线宝山段为载体，以“市场主导、企业

主体、政府支持、融合发展”为原则，通过

“低成本、小集聚、分布式、嵌入型、专业

化”发展模式，推动创新要素集聚，促进

创新企业发展，推动形成“一带两核三

轴”（“一带”即轨道交通１号线宝山段，
“两核”即上海智力产业园和智慧湾科

创园，“三轴”即呼兰路、外环高速路、友

谊路三条东西走向发展轴）发展布局，通

过加速产业转型发展和城市发展能级提

升，实现区域产城融合和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

■“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举办　１０
月１４日，“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在
宝山美兰湖酒店举办。论坛由基金管理

团队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会合作

共同举办，邀请ＧＥ、韩国三星电子、沙特
基础工业、德国菲尼克斯电气、德国博世

等１０余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５０余名高管
和近百家中国创新创业企业领导，围绕

政府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中的作用和模

式，以及中国创新创业企业在先进制造

方面的机会以及创新创业企业与世界

５００强等大企业合作进行开放式创新方
面，展开思想碰撞与观点交流。同日，宝

山区与 ＧＥ、三星、沙特基础工业共同合
作参与的创投基金正式启动运营。

■保集ｅ智谷功能区启动仪式举行　１０
月２７日，保集ｅ智谷功能区启动仪式举
行。保集ｅ智谷为“上海市智能制造生
产性服务业功能区”，是上海唯一一家以

“智能制造”为主题的生产性服务业功

能区。园区围绕智能制造产业规划三大

中心（上海法国中心、上海智能制造装备

自动化培训中心、上海智能制造技术研

发中心），为入驻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专

业服务，通过产业链、服务链呼应，促进

企业聚合、跨界聚变，建设成为全球智能

制造领域的聚集区、高端人才聚集区及

产品销售中心。

■吴淞口创业园正式开园　（参见“钢
铁业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６第五届宝山焊接技术论坛举办
１０月２８日，由区科协主办、区焊接技术
协会承办，市科协指导、市焊接协会支持

的上海科技论坛———２０１６第五届宝山
焊接技术论坛在宝山举办。中国焊接协

会副理事长、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副

总工程师、中国石油高级技术专家、博士

生导师薛振奎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焊接

研究所所长华学明教授、上海市焊接协

会副理事长徐锋、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沈岗等专家、企业

家，以及市相关的制造业企业代表、宝山

区科协所属学（协）会代表等百余人参

加活动。论坛围绕“先进焊接装备数字

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主题，分

享“工业４０”相关理念，交流智能焊接
制造领域的前沿技术和方法经验。宝山

区焊接技术论坛于２０１２年首届举办，论
坛的规模和影响力逐步提升，年内被列

为上海市科协第十四届学术年会—上海

科技论坛项目。

■“三号创业带”建设启动　１０月 ３１
日，“三号创业带”建设启动。“三号创

业带”是以轨道交通３号线宝山段为载
体，借助紧邻的复旦、同济等知名院校人

才优势，依托沿线企业转型意愿，着眼于

企业培育和产业更新，建设年轻人创新

创业基地、高校及科研院所离岗创业基

地、大型企事业单位再创业基地，重点发

展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云计算、工

业设计、互联网＋钢铁等产业，重点聚焦
高境科创小镇、淞南梦创小镇、吴淞和友

谊路街道吴淞口创业园等特色产业区块

建设，最终形成创业要素聚集化、创业服

务专业化、运营模式市场化、创业资源开

放化的创业生态体系。

■承办“２０１６第四届上海军民两用技术
促进大会”　１１月１７日～１８日，由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

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国防动员

委员共同主办，宝山区作为唯一区县单

位参与承办的２０１６第四届上海军民两
用技术促进大会在宝山举行。宝山区组

织军民融合成果展并举办“军民融合科

技创新示范发展”论坛，宝山区军民融合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揭牌。会上，宝山区

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

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共同促进空天光电技术成果

产业化，推进宝山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区内３０余家企业参加大会，１２家企业参
加成果展，共展出展品７０余项。

■中国首个应用区块链孵化基地落户宝
山　１１月１８日，中国首个应用区块链孵
化基地———上海协同创新中心在上海智

力产业园正式成立。中关村区块链产业

联盟上海协同创新中心将组织国内外区

块链产、学、研之间的交流合作，致力于

解决在区块链技术发展中遇到的技术攻

关、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聚焦区块链技

术的标准化及产业化，打造完整区块链

产业链。

■临港新业坊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启动
１１月１８日，宝山区与临港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打造临港新业坊高

境科创综合体。综合体将围绕大智慧、

大文化、大健康、大科技、大消费产业领

域，在临港集团原有空间、产业、资源、服

务的基础上，提供“办公＋服务＋产业＋
空间＋投融”全方位的创新创业服务，形
成“１＋Ｘ”布局。“１”是指南大生态区的
整体开发；“Ｘ”是指一批战略性重点项
目，包括高境科创小镇项目、临港新业坊

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临港新业坊宝山

城工科技绿洲项目（暂名）、大场镇项

目、富杨路项目和临港—宝山海外创新

中心。

■“七号创意带”启动建设　１１月 ２４
日，宝山“七号创意带”建设启动。“七

号创意带”是以轨道交通７号线宝山段
为载体，集“文化、旅游、科技”为特色的

产业集群带。启动仪式上，七号创意产

业联盟、上海非遗大师入驻上海宝山工

作室揭牌，５家重点创意企业完成入驻
签约，５名上海非遗传承人设立工作室，
３０余名代表入围２０１６上海市民手工大
赛百强接受表彰。 （卫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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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获国家、市科技资金支持项目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国家、市资助 区资助

国家科技创新创业

人才
上海北裕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 —

优秀技术带头人
新一代高性能光学镀膜材料的研究与产业

化制备
上海晶生实业有限公司 — —

浦江人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

上海印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

市级创新资金项目

傲泊智能停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傲泊新型智能立体停车系统 １０（市） １０

上海牧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画你 ３０（市） １０

上海万顿国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动处理废轮胎生产塑性橡胶成套设备 １０（市） １０

上海钢联物联网有限公司 钢联物联网智慧仓储管理软件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同丰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车辆不限速动态称重系统 １０（市） １０

柏荣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竞争法比浊Ｃ肽检测试剂盒的研发及市场化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岩泉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供应链金融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玉屋粟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玉屋粟在线视频分发管理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长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银联大数据的房地产精准营销软件 １０（市） １０

数尊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数尊金融管控欺诈风险互联网在线安全服务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乐蜀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先进技术的手游应用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忆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ＬＵＡＳＥＲ服务器引擎软件 ３０（市） ０

上海联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寓智能公寓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集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果ａｐｐ－高校互联网渠道服务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通天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云平台的Ｘ－ＷＭＳ系统的研究及开发 １０（市） １０

上海优立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青少年中国民乐教育国际网络互动教学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联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会诊帮－第三方会诊服务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一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便携式４Ｇｗｉｆｉ娱乐系统 １０（市） １０

上海今创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脑干胶质瘤基因组学及表观遗传组学研究的应用检测

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坤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人机交互式智能轮椅与互联网健康数据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一造建筑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混凝土构件３Ｄ打印的研发与应用 １０（市） １０

上海诺莎智能遮阳技术有限公司 可更换式内置百叶的玻璃幕墙系统 １０（市） １０

费勉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超高亮度真空紫外光源 １０（市） １０

上海际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Ｈ５的海外自动化推广平台 ３０（市） ０

上海蓝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超经济型全智能农作物自动施肥灌溉控制系统 １０（市） １０

上海汝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云技术的的连锁餐饮管理系统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兴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兴芯双路ＩＳＰ ３０（市） １０

米橙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暖橙”孤独症儿童关爱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曦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加油站”能源一体化服务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帮趣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ＥａｓｙＡＰＩ服务平台 １０（市） １０

１３２

科　技



（续表）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国家、市资助 区资助

市级创新资金项目

上海必加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幼师口袋 １０（市） １０

鼎奥（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车通云”高智能移动保险定损ＳａａＳ系统 ３０（市） ０

上海星合机电有限公司
用于汽车变速器齿轮的小模数带圆角燕尾退刀槽 －梳
槽结

１０（市） １０

上海森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油田伴生气稳定混合烃＋ＬＮＧ液化回收节能减排绿色环
保项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匠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移动物联网技术三农智能化系统研发及创新示范

应用
１０（市） １０

聚鲜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食务链 ３０（市） ０

上海汉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感应式连接口腔成像传感器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小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大圣来了”汽车历史数据查询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衣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ＯＯＫ！———跨境电商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景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种治疗ＡＭＤ疾病的ＶＥＧＦ－Ｔｒａｐ抗体受体融合蛋白生
物制剂

１０（市） １０

上海眸特实业有限公司 大型激光焊接／切割扫描振镜项目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化全自动气相分子吸收光谱仪的研发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宝山石油机械厂 罐区ＶＯＣｓ源头治理技术 １０（市） １０

上海衡益特陶新材料有限公司 双辊薄带连铸用侧封板材料 １０（市） １０

映卓营销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映卓ＱｕｉｃｋＶｉｅｗ数据采集系统 １０（市） １０

上海聚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ｅ养车汽车后市场服务平台 １０（市） １０

宝寰供应链管理（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箱拉拉集装箱互联网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安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馒旅行保险服务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嘉树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城镇黑臭水体治理微生态系统 １０（市） １０

上海亿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考志愿填报导航系统 １０（市） １０

上海盟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盟聚移动社交广告服务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寰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智能ＰＯＳ机的智慧商家管理系统 １０（市） １０

上海赛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声表面波技术的无线无源传感器的研发和产业化 １０（市） １０

亨得昂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基于大数据的人才精英就职服务系统 １０（市） １０

洋萌（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洋萌跨境云服务平台 ３０（市） ０

上海臻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沼气脱硫提纯系统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帕派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ＵＰＢＯＸ激战联盟 －业余足球完整消费链条 Ｏ２Ｏ服务
平台

３０（市） １０

上海陶院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瓷尚生活＋（家） １０（市） １０

磐翼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汽车轻量化软件设计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坤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干洗客国内首创工厂直达用户云洗衣服务平台 １０（市） １０

上海微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校园司令 ３０（市） ０

上海宝研机械液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基于ＰＬＣ与激光测距的高温板材真空吸全自动精确堆
垛装

１０（市） １０

上海龙鉴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化立体仓库管理系统研究设计 １０（市） １０

上海领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交流电感耦合测量技术的高湿超净排放粉尘监测

系统
１０（市） １０

２３２

科技·信息



（续表）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国家、市资助 区资助

市级创新资金项目

上海孟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拼焊系统的研究及开发 １０（市） １０

上海超洁洗涤有限公司 基于ＲＥＩＤ和物联网技术的酒店纺织品租赁服务 １０（市） １０

盛隆石油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北斗卫星定位技术的管道内检测地面标记系统 １０（市） １０

市级科技小巨人工

程项目

上海家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市级小巨人培育工程 — —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市级小巨人工程 — —

小　计 ８５０ ６１０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序号 单　位　名　称

１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上海航发机械有限公司

３ 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

４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５ 上海久安水质稳定剂厂

６ 上海试四赫维化工有限公司

７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８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９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１０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上海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１２ 上海凡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１３ 上海浪潮机器有限公司

１４ 上海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１５ 上海宝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６ 上海过滤器有限公司

１７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１９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２１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２２ 上海新大余氟碳喷涂材料有限公司

２３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２４ 上海爱普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２５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 凯泰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美钻石油钻采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原美钻成套设备）

２８ 上海飞驰铜铝材有限公司

２９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 上海图博可特石油管道涂层有限公司

３１ 上海西重所重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３２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３３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３４ 上海洛克磁业有限公司

３５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３７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３８ 上海泰雷兹电子管有限公司

３９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４０ 上海东新冶金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４１ 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４２ 上海诚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４３ 海隆管道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原上海海隆防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４４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４５ 上海西艾爱电子有限公司

４６ 上海大隆机器厂有限公司

４７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４８ 上海德宝密封件有限公司

４９ 上海华宇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５０ 上海智大电子有限公司

５１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５２ 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

５３ 上海百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５４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５５ 中冶赛迪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５６ 上海宝钢铸造有限公司

５７ 上海天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５８ 上海科德轧辊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５９ 上海盈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６０ 上海朗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朗骏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６１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６２ 上海森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６３ 上海宝临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６４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６５ 上海三邦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６６ 上海宝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６７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６８ 上海雄博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 上海法维莱交通车辆设备有限公司

７０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７１ 上海凯迪克航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７２ 上海广联环境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广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７３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

７４ 上海久能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３３２

科　技



（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序号 单　位　名　称

７５ 上海耀秦冶金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７６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７７ 上海安畅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７８ 上海壹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７９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

８０ 上海奥格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８１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８２ 上海海笠新型环保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８３ 上海富驰高科技有限公司

８４ 上海易饰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８５ 上海唐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８６ 上海中冶横天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８７ 上海丰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８８ 上海华普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华普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８９ 上海安美特铝业有限公司

９０ 上海巨良电磁阀制造有限公司

９１ 法中轨道交通运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９２ 比尔安达（上海）润滑材料有限公司

９３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９４ 上海汇鸿智能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汇鸿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９５ 上海剑徽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９６ 上海山特姆电气有限公司

９７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９８ 上海马拉松－革新电气有限公司

９９ 上海超高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超高塑料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上海家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１０１ 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２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３ 上海稳健压缩机有限公司

１０４ 上海品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品兴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５ 上海阀门五厂有限公司

１０６ 上海东震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７ 上海埃维玛阀门有限公司

１０８ 上海中冶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原上海宝冶钢渣综合开发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９ 上海安泰至高非晶金属有限公司

１１０ 上海联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原欧唯特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１１１ 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１１２ 上海宝产三和门业有限公司

１１３ 上海赫丁格热处理有限公司

１１４ 上海通用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１１５ 上海飞和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１１６ 上海踏瑞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

１１７ 上海宝钢气体有限公司

１１８ 上海亚泰仪表有限公司

１１９ 上海精锐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１２０ 上海斯纳普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１ 上海百事灵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２ 上海安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３ 上海汉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１２４ 上海盛宝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５ 上海远恒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１２６ 上海美愉电子有限公司

１２７ 上海宝钢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１２８ 上海东方低碳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９ 上海建浩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１３０ 上海宝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１３１ 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１３２ 上海东方威尔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１３３ 上海企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３４ 馥稷生物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１３５ 上海北裕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北裕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１３６ 利滋勒方电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１３７ 上海发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原上海合驿物流有限公司）

１３８ 上海百图低温阀门有限公司

１３９ 上海宏图尚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宏图纸业有限公司 ）

１４０ 上海江南轧辊有限公司

１４１ 上海蓝箭电控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１４２ 上海宝研机械液压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３ 上海星合机电有限公司

１４４ 上海运良转向节有限公司

１４５ 上海升广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６ 上海科技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１４７ 上海三环弹簧有限公司

１４８ 宝钢工业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４９ 莱歇研磨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１５０ 上海宝菱电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１５１ 上海第一水泵厂有限公司

１５２ 上海电气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１５３ 上海东方压缩机厂有限公司

１５４ 上海富永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１５５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６ 上海海鹰机械厂

１５７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１５８ 上海合愉电机有限公司

１５９ 上海瑚石制冷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１６０ 上海杰盛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１６１ 上海品致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１６２ 上海千山远东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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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序号 单　位　名　称

１６３ 上海瑞吉锦泓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１６４ 上海赛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６５ 上海市通用机械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１６６ 上海祥贸实业有限公司

１６７ 上海英佛曼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１６８ 上海臻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原上海臻鼎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１６９ 上海制皂有限公司

１７０ 亿名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１７１ 上海际动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际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２ 上海龙鉴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３ 上海希游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１７４ 上海安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安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７５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原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７６ 上海电力环保设备总厂有限公司

１７７ 上海汇宜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１７８ 上海睿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１７９ 上海恒光警用器材有限公司

１８０ 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兆祥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１ 上海东大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１８２ 上海千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３ 上海骏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４ 天帷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５ 上海赛复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１８６ 爱卓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１８７ 上海申雕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１８８ 上海森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８９ 上海育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１９０ 上海好屋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９１ 上海辅昊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２ 上海玖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９３ 埃博普感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１９４ 上海东方低碳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１９５ 上海万享冷却设备有限公司

１９６ 焱智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１９７ 上海博腾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１９８ 上海宇禾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１９９ 柏荣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２００ 西姆流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 上海宝钢高新技术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０２ 上海欣辰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３ 上海北斗卫星导航平台有限公司

２０４ 上海创旗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上海创旗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５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６ 上海长伟锦磁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２０７ 皆爱西（上海）节能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８ 上海宝尚低碳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９ 上海利得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２１０ 上海捷羿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２１１ 上海鑫燕隆汽车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２１２ 上海东方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１３ 上海孟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２１４ 上海柱信汽车电子燃油系统有限公司

２１５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６ 上海科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１７ 上海亨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８ 上海达克罗涂复工业有限公司

２１９ 华院数据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２２０ 上海博龙智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１ 旭东压铸（上海）有限公司

２２２ 上海尚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３ 上海圣丹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４ 上海爱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５ 上海宽域工业网络设备有限公司

２２６ 上海新泰山高温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２２７ 海油发展美钻深水系统有限公司

２２８ 上海驿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２９ 上海新维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２３０ 上海思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３１ 上海国缆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２３２ 上海波司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３３ 上海越德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２３４ 上海东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２３５ 上海同丰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２３６ 上海君道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２３７ 上海软通动力实业有限公司

２３８ 上海乐宝日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９ 赛赫智能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０ 上海汉神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１ 上海永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２４２ 上海玻森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２４３ 上海盛备科制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４ 上海瑞宇健身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２４５ 上海壹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２４６ 上海云友信息软件有限公司

２４７ 上海谷米实业有限公司

２４８ 上海邮政通用技术设备公司

２４９ 埃瑞弗（上海）规划设计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 上海睿珂珠宝有限公司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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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

序号 名　称 序号 名　称

１ 东方假日田园

２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３ 海军上海博览馆

４ 上海玻璃博物馆

５ 上海陶瓷博物馆

６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７ 宝山地震科普馆

８ 上海东方泵业科普教育基地

９ 上海闻道园

１０ 宝山气象科普馆

１１ 宝山区青少年科学指导站

１２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１３ 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

１４ 顾村公园

１５ 上海生活垃圾处理科普教育基地

１６ 木博园

１７ 幻影机器人庄园

１８ 大场镇祁连二小科学隧道

１９ 高境三中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卫晓通）

气象
■概况　宝山区气象局是国家科研型公
益事业单位，是国家基本气象站，主要承

担地面与高空气象观测、宝山地区天气

预报、气象预警服务及气象防灾减灾等

工作。至年末，有在职职工３１人，合同
制工人５名。在职职工中具有本科以上
学历占７２％，其中博士１名，硕士研究生
５名，在读硕士研究生１名；高级工程师
４人，工程师 １８人。年内，宝山气象科
普馆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市科

普教育联合会“２０１５年先进集体”；指导
“宝山区大中小幼气象科普教育创新联

合体”学生探究科技论文获“上海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王健、李用

宇被上海市气象局机关委员会评为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度优秀党员。

■提供邮轮气象服务　年内开展邮轮气
象保障服务１２次。在台风和大雾、大风
过程的气象保障服务中，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根据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及时采取针

对性措施，避免邮轮长时间延误，保障港

口、邮轮正常运营。区气象局获“２０１６
上海邮轮旅游运营服务保障奖———保障

先进集体奖”。

■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　宝山气象服务
网、宝山气象 ＡＰＰ年内正式上线，宝山
气象信息平台投入业务化使用，实现监

测预报预警、产品制作发布、业务管理一

体化。完成“十二五”规划项目“宝山滨

江带气象服务系统建设”和气象大楼综

合改造，并发布宝山气象事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

■开展气象行政改革　推进防雷气象行
政审批改革，缩短审批时限，全年防雷行

政审批事项１６４项。宝山区气象局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关于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

竣工验收两项行政审批做出重大调整，

配合上海市气象局完成两项行政审批重

大改革。加强监管工作，开展全区防雷

安全检查工作，全年监督检查单位 ４５２
家，对存在安全隐患单位开具整改意见

书责令整改。发布气象行政权力和行政

责任清单事项共２９类１９６项。

■开展气象科普教育活动　气象科普全
面融入地方科普大平台，组织举办“科普

大讲堂”，开展“全国科普日”“全国科技

周”等系列气象主题活动。联合市气象

局、《新民晚报》共同举办“新民科学咖

啡馆”活动。配合市教委、市科委和上海

电视台开展《少年爱迪生》节目摄制。

争取上海市科委考核优秀资助项目，完

成气象科普馆基础设施安全和展项内容

综合技术升级改造。 （高建芳）

信息化
■概况　２０１６年是宝山区信息化工作
“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智慧城市建

设方面，宝山区主动对接国家网络强国和

大数据发展战略，成立区智慧城市建设领

导小组，开展智慧城市重大信息化项目建

设，探索信息化共建共享共用新模式，推

进各领域信息化从试点转向“标准配

置”，全面开展智慧城市进万家宣传服务

活动。建成区级网上政务大厅、事中事后

综合监管系统及电子政务数据中心，建成

区级影像诊断云平台及儿童疫苗接种网

上预约平台。营造“互联网＋”生活良好

环境，建设“文化云”、青年服务平台等项

目，上海“文化云”宝山子平台建设（一

期）建成数字图书馆，“市民百事通”信息

服务平台和市民智能问答系统汇聚１万
余项为民信息，服务人群超过４００万人
次。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共享平台建

设，推行无纸化办公，优化办公业务网，提

高行政办公效率。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方面，以守信受益、诚信自律为导向、以信

用制度为核心、以区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

台为抓手、以信用数据为基础、以重点领

域应用为关键，推进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编制《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工作要点》，将年度目标任务和重点

工作分解到各成员单位。组织召开区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部署全年重点

工作。推进“双公示”（行政许可信息公

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信用信息归集工

作，召开推进工作会议全面部署相关工

作。推进公共信用信息应用，在政策扶

持、评优评奖过程中，应用市、区公共信用

信息服务平台对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进

行核查。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案例报送

工作。至年末，全区新建通信管线１１８沟
公里，新建和共建共享移动通信基站５９８
个。累计建成通信管线２７６１沟公里，移
动通信基站２５２１个。累计接入宽带用户
４２．８万户，平均带宽达到４５Ｍ，无线覆盖
热点１２６５个，无线 ＡＰ数６３０３个，在９０
个公共场所开通“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免费上网
服务。移动电话用户２３５．２５万户，固定
电话用户 ４５．２万户，比上年下降约 ９．
８％；ＩＰＴＶ用户数达 １４万户，增加 ７万
户；数字电视用户数达６２万户，增加３万
户。宝山区２０１６年社会信用体系工作在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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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考核中名列前茅，并被评为“上海市

信用典型案例报送十佳单位”。“诚信平

台细核查·产业扶持严把关”案例获

“２０１６上海十大失信联合惩戒案例”。

■区“互联网＋”企业交流研讨会举行　
１月７日，区“互联网 ＋”企业交流研讨
会举行。上海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上

海交通大学、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研

究中心等单位专家应邀参加，欧冶云商、

宝寰供应链、宝临电气、二十冶集团、太湖

邮轮、宝之云等１０余家企业代表参加研
讨。研讨会上，上海交通大学网络化制造

与企业信息化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范菲雅

对“互联网＋”进行解读，并向企业介绍
“面向工业４．０和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智能
制造实施路径”、数字工厂全生命周期解

决方案。欧冶云商现场演示“互联网＋”
企业的发展新模式，暨打造集电商、物流、

数据服务、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等功能为

一体的钢铁服务平台。宝寰供应链对

“箱拉拉”集装箱互联网平台的功能、业

务模式和实施效果进行展示和分析。太

湖邮轮介绍综合应用国际领先信息技术，

实现邮轮餐饮预订、远程医疗等便捷服务

的进展情况。

■区国有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信息系统通
过验收　２月２日，区国有企业财务风险
预警信息系统通过专家验收，项目实现国

有企业财务数据的网上申报和预警管理

功能。预警管理通过宝山区国资财务风

险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在系统中对区国

资财务风险预警指标区间进行合理设置

和预警，各企业可实时看见企业财务风险

指标项，及时分析预警原因并找到应对措

施。区国资委可实时了解各企业财务情

况，尽早规避财务风险，加强对企业财务

运营监管，最大化发挥国资数据应用，保

障国有企业平衡有序发展。

■“宝山区网上政务大厅建设可行性研
究报告”专家评审会举行　５月１２日，
“宝山区网上政务大厅建设可行性研究

报告”专家评审会在区行政服务中心举

行，来自上海市政府公众信息网管理中

心、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市计算机软件评

测重点实验等各领域的信息化专家参加

评审会。（“网上政务大厅可行性研究报

告”由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委托上海

信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编制，项目建设周

期为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１２月，预计于２０１７年
２月２３日完成项目验收。）年内，宝山区

深化网上政务大厅建设，实现区级审批事

项１００％上网，审批事项关键节点网上可
查询、可追溯；加大网上办事服务推广力

度，实行网上预约、窗口优先办理服务模

式；打造一批网上核心服务，提供以服务

对象生命周期为主线的网上办事服务，做

好政务服务信息个性化、精准推送；注重

简化政务服务，优化企业设立与变更单一

窗口模式和建设工程的重点协同应用流

程；推进重点领域的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共用和开放利用。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实现网上政务大厅与企业综合监管平

台无缝对接，健全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形成综合监管和专业监管合力；明

确区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建

立与信息化相适应的平台运行和管理

体系。

■开展区网上政务大厅操作培训　６月
１６日，区召开网上政务大厅操作培训会
议，全区３４家相关职能部门参加培训，学
习网上政务大厅平台的管理使用，为各部

门网上行政审批工作开展做准备。网上

政务大厅平台操作培训详细演示具体操

作要求，进行现场答疑。６月底，基本完
成标准化业务手册和办事指南编制。

■区城管执法涉案物资监管系统通过验
收　６月２３日，区城管执法涉案物资监
管系统通过专家验收。该系统为宝山区

城管执法局提供完善统一的执法涉案物

资管理平台，对宝山区所有城管执法涉案

物资的数量和状态进行实时监管，对执法

涉案物资的罚没、仓库管理、归还、处置公

示各节点进行跟踪管理，实现城管执法涉

案物资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系统将大

量涉案物资信息进行量化，使执法涉案物

资统计、归还、处置以数字及报表体现，提

高城管工作效率。

■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正式上线并
投入运行　６月２８日，宝山区作为区级
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的试点单位之一，

建成并正式启用宝山区事中事后综合监

管系统，成为全市第二家推动事中事后综

合监管平台正式上线的区县。该系统可

有效实现企业信息统一归集共享、政府部

门监管业务协同、社会力量参与信用监

督。系统建设力求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监

管信息全面归集，实现政府部门间互联共

享，最终形成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市

场监管机制。通过多部门协同运用，将

“信息孤岛”变成“信息群岛”。

■区公务员门户升级项目通过验收　７
月６日，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区公务
员门户系统通过专家验收。升级后的区

公务员门户系统，优化后台发布管理平台

架构，使管理后台完全基于浏览器的操作

界面，使用起来轻松、方便。在功能上，后

台管理系统实现多站点、多栏目管理，各

站点可以独立运作并共享资源，支持分级

授权，不同管理人员可对每个站点的栏目

和内容进行独立维护。内容发布模块支

持对信息增加、修改、删除及预览。增加

监控管理平台，使管理人员便捷查看各部

门系统使用情况，实时了解系统运行情

况。宝山区公务员门户系统自２０１５年３
月上线起，日平均发布信息约２０条、日平
均登录次数约２０００次。

■区企业主体数据综合应用系统通过验
收　７月３０日，区企业主体数据综合应
用系统———法人基础数据库改造及公共

信用信息服务子平台通过专家验收。区

法人基础数据库改造内容包括：扩充和完

善原区法人库，完成与区市场监管局和市

法人库的对接，实现数据更新的长效机

制；完善区法人库数据库系统的各项功

能，主要包括信息查询、统计分析、发布展

现等，以图表、ＧＩＳ等形式将法人信息、各
类信用信息数据归集情况和应用情况进

行统一汇总展示。区公共信用信息服务

子平台建设依托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

台，发挥区域平台特色，开发信用信息上

报、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

■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通过
验收　８月１９日，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信息系统项目通过专家验收。该系统

以区级平台为信息汇聚中心，打造区、街

镇、村居委三级业务管理平台。在市级系

统层面，实现宝山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信息系统与相关市级业务平台（１２３４５、
１２３１９、网格市级督查）业务交互对接。在
区级系统层面，以区现有各条线专业系统

为基础，扩大业务涵盖范围，完善联动工

作机制，逐步实现公安、民防、防汛、法规、

安监、食药、房管、人口等区级业务系统对

接工作。年内，区网格平台共受理案件

４４５６４９件，及时率为９８．０２％，结案率为
１００％；热线平台共受理市热线办转派工
单３８６１８件，先行联系率９９．５％，实际解
决率３１．６％，市民满意率３７．３％。从考
核情况看，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综合评价在

全市１６个区排名第三位，热线办理综合
考评全市排名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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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电子政务数据中心完成升级改造　８
月底，宝山区完成“电子政务云”———电

子政务数据中心升级改造，构建双活机房

及网络系统，区政府网站、基础应用平台

和业务信息系统同时完成迁移，为区政府

大院外委办局和街镇业务信息系统迁移

上云打下基础。增配部分核心关键设备，

将区政务外网核心骨干网络由原来千兆

提升为万兆。增加ＷＥＢ应用防火墙、入
侵防御系统、日志审计系统等网络和信息

系统安全保障设备，加强网络安全保

障能力。

■区工会信息管理系统通过验收　９月，
区工会信息管理系统通过专家验收。该

系统集工作平台、沟通联系、预警提示等

功能于一体，主要实现预警提示、统计、服

务、联络四大功能，主要面向区总工会直

属工会及基层独立工会。

■开展“智慧生活大集市”广场服务活动
　１１月４日～５日，“２０１６上海智慧城市
进万家”宝山站启动仪式暨“智慧生活大

集市”广场服务活动在区文化广场举行，

市民在现场亲身体验智慧城市建设成果

和３０家“互联网 ＋”企业的创新创意产
品，感受 “互联网＋”给生活带来的便捷
和美好。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副区长

吕鸣出席活动并致辞，共同宣布宝山区

“智慧生活大集市”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广场宣传活动举
办　１１月１５日，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
席会议办公室在区文化广场举办以“守

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为主题的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诚信活动周”———宝山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广场宣传活动。活动

现场，区民政局、酒类专卖局、住房保障房

屋管理局、安监局、劳动监察大队、档案

局、文化执法大队、市场监管局、统计局等

１０家单位，围绕民生，面向社会公众，接
受市民对信用服务、统计诚信、真假酒类

鉴别、消费诚信、劳动保障、企业信息公示

等方面的相关咨询，发放各类宣传知识手

册２０００余份。

■区统计数据分析系统正式启用　１１月
１８日，区统计数据分析系统项目通过专
家验收。该系统提供常规、电子地图等多

种方式跨专业进行历史数据查询、分析，

并通过图表等多种方式进行结果展示，既

满足日常业务工作需求，也做到实时掌握

统计数据。

■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网上办事系
统通过验收　１１月１８日，宝山区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网上办事系统通过专家

验收。该系统将市局各条线下沉的１７５
条事项服务延伸至网络，向需要办事的宝

山市民提供网上服务，市民可以通过网上

办事大厅进行在线咨询、了解办事流程、

办事所需证件，在线下载办事表格，缩短

群众办事距离，节省办事时间，提升受理

中心办事服务效率。

■举办企业信用管理培训　１１月１８日，
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组

织区内 １５０余家服务业重点企业开展
２０１６年企业信用管理培训。主要贯彻落
实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和《宝山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快推进区

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社会信用体系

在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推进治理体

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战略性

作用。此次培训由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联席会议办公室、市信用服务行业协会联

合开展，讲解上海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

展和新一轮建设总体框架、工作任务；企

业信用管理的含义、目标、流程、意义；中

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外部信用风险、内部信

用风险；企业防范信用风险的过程管理；

企业提升信用能力和信用等级的途径等。

■区政府与中国通信信息中心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１１月３０日，区政府与中国通
信信息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全方

位、多层次、紧密型的战略合作关系。双

方将发挥交通信息大数据等信息生产力，

围绕宝山“十三五”战略规划，共建共享

优势资源，共同推动宝山区“智慧港口”

建设和智慧航运产业集群发展。区领导

汪泓、范少军、吕鸣，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

心主任曹德胜，上海金工集团董事长郁永

清、总经理郁春生等出席签约仪式。签约

仪式上，通信信息中心所属的中交航信

（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与宝山区金工集团

旗下的上海永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约，

合资成立“中交通信大数据（上海）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进行大数据研发和应用

业务开发。

■区环卫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通过验收　
１２月５日，区环卫综合管理信息系统通
过专家验收。项目通过对宝山区绿化和

市容局下属海淞公司、高境公司的５０辆
环卫作业车安装北斗卫星车载监控设备，

建立服务于区绿化市容局、各环卫作业公

司、基层作业区三级用户的统一监管平

台，借助４Ｇ无线通讯网络与后台指挥调
度中心进行数据对接和业务指令对接，实

现区局、作业公司、基层作业区三级用户

对环卫作业车辆的动态位置实时监控、作

业状态实时视频监控记录、作业油量消耗

监控、业务调度控制、双向通信、数据回

放、行车记录、统计分析等功能，实时掌握

环卫作业车辆运营状况，提升管理水平与

完善监管手段。

■区旅游智能化管理平台项目通过验收
１２月５日，区旅游智能化管理平台项目
通过专家验收。项目由旅游智能化管理

平台和旅游门户网和数据接口三大部分

组成，实现区旅游主管部门对旅游企业的

数据采集、统计、分析、业内网上办公、站

内短信、信息公告等行业信息化管理功

能，接入系统并使用的旅行社、旅游饭店、

旅游景点和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企业共

１１７家。同时，项目具备区旅游资源宣
传、信息实时发布、政务信息公开等一站

式旅游信息服务。项目数据接口实现与

“上海市旅游局旅游统计报表采集系统”

“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上海市

出境游信息动态监管系统”和“上海市入

境游及国内组接团动态信息系统”四大

数据接口的ＡＰＩ数据对接，避免旅游企业
对经营数据重复上报。

■２０１６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举行
１２月７日，２０１６（第三届）中国产业互联
网高峰论坛在上海衡山北郊宾馆开幕。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宝山区

领导汪泓、夏雨、王丽燕、吕鸣，市商务委

副主任刘敏等领导与各企业代表及专家

出席论坛。论坛以“中国制造———智

能·互联·虚拟现实”为主题，包括一场

主论坛和两场分论坛。开幕仪式上，参会

领导共同为中国电信制造行业信息化应

用基地宝山园、中国产业互联网联盟、中

国ＶＲ产业联盟揭牌，启动中国产业互联
网创新实践区网站，见证宝山区政府与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战略签约，并为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新材料）、中国产

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重点园区授牌。

■区社区管理信息系统（三期）通过验收
　１２月 ２２日，区基层事务管理信息系
统———社区管理信息系统（三期）项目通

过专家验收。该期项目是在前两期项目

基础上全面升级，构建统一数据框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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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与各个业务条线实时接口，加强对实有

人口、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资源等

条块信息的整合，加大对基础数据应用，

规范条线业务在基层准入机制，推动实现

基层业务精简、条线信息共享、辅助决策

支撑、统一协同治理、社区服务高效。

■区４家电子商务企业获评上海市电子
商务示范企业　１２月，上海钢联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

公司、上海钢银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和

上海随易网络有限公司（食行生鲜）四家

区内企业获评“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
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并获上海市商务委

授牌。“上海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

工作是上海市推动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

主要举措之一，获评企业均需满足独立网

站运营、电子商务业务良好、企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较强、电子商务业务在行业内处

于先进水平要求。

■开展重点单位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　
１２月，依据《２０１６年上海市重点单位网络
与信息安全检查实施方案》要求，区信息

委制定并下发《关于印发 ＜２０１６年宝山
区重点单位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实施方

案＞的通知》，重点抽查６４家单位的信息
系统和网站，组织开展远程检测和现场检

查工作，做到以查促建、以查促管、以查促

改、以查促防，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健全安

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防护措施，提升自

主可控水平和安全防护能力，预防和减少

网络安全事件发生，保障宝山区各重要网

络和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开展信息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年内组
织开展各类信息安全教育。９月９日，举
办２０１６年区网络与信息安全专题培训
班，各街镇（园区）、委办局共７２个相关
部门的网络管理员参加培训，重点培训信

息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信息安全保障的

新技术新方法，交流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经

验，提高各单位网络管理员的安全保障和

风险防范能力。９月２４日 ～２５日，配合
第三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地区）

暨第六届上海市信息安全活动周，组织举

办宝山区信息安全培训、重要应用系统应

急演练等活动，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风险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陆艳萍）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
站（以下简称“网站”）完成第八次全新改

版，推进网上政务大厅建设，探索政务信

息发布新载体，开展各种互动活动，提升

政府凝聚力。年内，网站获第七届上海市

政府网站优秀网站称号，“上海宝山发

布”被市政府评为“２０１６年上海十大政务
微博”。

■完成网站第八次全新改版　此次改版
突出“政府信息公开”“网上政务大厅”

“政民互动”和“公众服务”四大板块。完

成发布检索升级，提升网站群的检索功

能。开发完成网站内容保障管理系统、网

上政务大厅微门户。

■推进网上政务大厅建设　完成区行政
审批事项１００％上网，实现各类数据与区
网上政务大厅对接，包括４８１个审批事
项、１５８个服务事项及相关办事指南。重
建网上政务大厅框架，突出审批事项、服

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和特色宝山等核心

栏目。实现与区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系统

深度对接，提供“一站式”服务。拓展移

动门户访问，在“上海宝山”微信同步开

通网上政务大厅办事服务，初步实现手机

终端事项查询反馈，线上预约、线下优先

办理服务。

■推进政务新媒体建设　首次采用网络
直播形式现场直播“感动宝山人物”“微

电影、微故事”评选活动，以图解方式解

读“宝山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一图读

懂党代会报告”等。策划区“十三五”新

开局、２０１６上海樱花节、上海邮轮旅游
节、区镇两级换届选举、感动宝山人物评

选等重点工作，并开通专题专栏１１个。
网站全年发布政务类信息２５７１条，页面
总访问量近４０００万人次。“上海宝山”
政务微博发布信息８９００条，阅读量７８００
万人次，粉丝数达４０万人，综合排名列
全市各区第二位。“上海宝山”政务微

信发布信息 １１４７条，阅读量 ３９０万人
次，粉丝数１０万人，综合排名列全市各
区第五位。与东方网共建宝山新媒体编

辑部，双方开展主题轮岗培训，参与、策

划、维护网站新媒体发展建设，打造学习

型团队。

■开展第二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　年内
组织开展第二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工

作，网站采取自查措施按时完成技术普

查和整改工作，全区５０家政府网站通过
国办普查测评。 （顾莉莉）

广播电视
■概况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拥有宝山人
民广播电台（调频９６２兆赫）、宝山电视
台（ＵＨＦ３５频道）以及视频新闻网站
（ｂｓｔｖｂａｏｓｈａｎｓｈｃｎ）三大宣传平台，其
中电台每天播音１８小时，电视台每天播
出１７５小时。至年末，全台在编工作人
员８９名，其中专业技术中级及以上人员
４３名。下设办公室、总编室、新闻部、专
题部、广播编辑部、技术部、产业发展部。

年内，广播消息《“扶贫羊”项目启动精

准扶贫增强“造血”功能》获第二十五届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新闻奖二等奖、２０１５年
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二等奖。广播文艺

《共筑“血色丰碑”》获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广
播电视奖二等奖。副台长李学军在第六

届全国广播影视“十佳百优”理论人才

评选中获“百优理论人才”称号；许鹤晖

获２０１６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栏目设置及舆论宣传　做好新闻宣
传，组织实施区内各项重大主题、重大活

动宣传报道，全年《宝山新闻》共播发新

闻报道２７００余篇，深度报道１４５期。结
合实际制作各档专题，制作完成各类重

要工作专题片共计５２部。推进外宣工
作，全年上视平台共录用宝山提供的新

闻５００余条。打造品牌栏目，３月起，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及其合作伙伴北京星

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对宝山人民

广播电台进行整体改版。品牌广播栏目

《百姓连线》全年完成５１期节目，回答网
友提问１２９个，接听群众来电３５个，所
有问题做到有答复、有回应。拓宽发展

渠道，２月 ７日（羊年除夕），正式开通
“宝山广播电视”官方公众微信号，实现

新媒体平台和传统电视节目的互通互

动。深化直播宝山平台建设，搭建与受

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完成区两会直播及

“宝山区纪念建党 ９５周年群众文艺汇
演”“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物颁奖活动”等２０
余场区内大型活动的排演、制作、录制以

及播出等工作。

　　
■设备改造及安全播出　推进电视高清
化改造工程，先后完成高清非编系统改

造、３００平米演播厅高清改造，正式启用
高清 ＥＮＧ摄像机、高清转播车，基本完
成开放式新闻演播中心以及电视总控播

出系统建设。１１月３日，首次启用高清
摄像机、高清转播车等对“２０１６感动宝
山人物颁奖典礼”进行全程节目录制。

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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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８日，对宝山区第七次党代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进行电视现场直播。每天对

播出单进行复查，确保播出节目无差错。

做好电视电台总控播出系统管理与维

护，确保全台计算机、局域网、非编网及

摄录像机等各类设备的安全可靠。

　　

■公益广告及产业发展　采取广告代理
模式，全年创收１７２万元。每天播出公
益广告累计时长超过３０分钟。４月，开
播健康类栏目《名医话健康》，邀请名医

做客演播室，进行通俗易懂的科学讲解，

普及正确的健康知识。对原宝山区有线

管理中心名下房屋进行清理核查，与各

房屋及管道架空杆线的承租方签订年度

出租出借合同，完成全年租金收入收缴

工作。对全区２８５７９户的广播喇叭进行
日常维保，做到２４小时服务。

（施　琦）

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类型 内容／标题 主创人员 奖　项 颁奖单位

广播消息
《“扶贫羊”项目启动 精准扶贫增强“造血”功
能》

梁晓峰　李新平
许　建　李学军

第二十五届（２０１５年度）上海新闻奖二等奖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二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广播文艺 《共筑“血色丰碑”》
马　萧　严　静

李　灵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二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一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广播专题 《平安英雄：好汉王伟》 曹英姿　李　灵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三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电视专题 《永不磨灭的记忆———口述淞沪抗战》
李学军　张　溥
缪婧瑛　唐　捷
杨玮琦　龚春平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三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广播专题 《两元书场》 华晓瞡　李　灵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广播社教
专题一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播音主持 《国民体质监测为市民筑起健康“防火墙”》 潘　洁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电视播音
主持一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电视专题 《从军》
张　溥　龚　昱
龚春平　许　建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电视社教
专题二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电视文艺 《归来》 缪婧瑛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电视社教
专题二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播音主持 《滨江故事：张月娟》 龚昱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广播播音
主持二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广播新闻 《逆“寒流”而上 宝山崛起钢铁“物流管家”》
段小龙　仲昱峰

潘　洁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广播新闻
专题类三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电视新闻 新环保法实施 宝山开出“按日计罚”第一单》
林　勇　顾国荣

李学军

２０１６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电视短消
息三等奖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三等奖 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

电视专题 《指尖上的传承》 集体
第十届上海“农村小康电视节目工程”暨第三届“美
丽新城镇”电视作品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局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集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拥军优属模范
单位

宝山区人民政府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集体 ２０１６年全国基层广播电视统计先进集体 国家广电总局

许鹤晖 个人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市总工会

梁晓峰 个人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宝山区委组织部

东方有线
■概况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于２０１１年３月转制成立，是集合有线
电视、家庭宽带、互动电视、企业数据、智

慧项目等于一体的全业务运营商，其基

础业务是建设和维护宝山区有线电视网

络，为居民用户传输安全、稳定、清晰的

有线电视节目及其他增值服务。至年

末，宝山区内有线电视用户总数达７２万
户，全年新增宽带用户２２万户。

■推进有线电视工程建设　全年有线电
视新建工程共２４１项，总立项金额３８００
万元。其中 ＮＧＢ改造 １８项、管道建设
１２项、机房建设６项、小终端７８项、数据
业务８１项、营业厅装修等投资类６项、

房产配套４０项。

■加强基础网络建设　宝山区 ＮＧＢ改
造年内完成，满足有线电视用户个性化

增值服务需求。宝山东方有线对全区光

缆进行梳理，并规划２０条光缆以做好补
充光缆准备。购买信息管线管道２０条，
２４６沟公里；接入商务楼管道４处，与其
他运营商合建管道１２条，１１７沟公里；
自建管道１条，４２沟公里。 （刘恒苹）

宝山报
■概况　《宝山报》全年共出版 ５３期
（第１９５０期 ～第２００２期），出版第二届
“双微”评选特刊等２期，每期对开四版，
共计版面 ２６６个，刊登稿件 ２４００余篇，
新闻图片３８０幅，资料图片 ６２８幅。推

送微信公众号１００余期，稿件４００余篇，
同步上线“数字报”５３期。８月，宝山报
社经历体制编制双重调整，成为区委宣

传部所属副处级事业单位，设办公室、新

闻采编部和新媒体部。至年末，共有工

作人员１４人，其中８名在编人员，６名聘
用人员，专职校对员１人。《宝山报》每
周二发行，发行量３２５万余份，免费发
行至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

队、学校、医院、村委会、居委会、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离退休老同志和部分市民

等。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市新闻学会、

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区县报工委联合举办

的“好新闻”评选中获上海市区县报“年

度最佳进步奖”；报社选送的作品获一等

奖２篇、二等奖４篇和三等奖３篇，获奖
质量和数量实现历史性突破。宝山报微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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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众号首次参评便获微信公众号类二

等奖。部分报道作为统发稿或新闻素材

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以

及“人民网”“中国上海”“东方网”“上

海观察”等中央及市级主流媒体上刊发。

■新闻报道　坚持服务中心大局，开展
重点主题宣传。聚焦区委、区政府“一号

工程”，共计刊发稿件４０余篇，开设《攻
坚“三治两去”》等栏目，重点报道“南大

模式”和“月浦速度”、交通违法大整治、

强化环境整治、消除火灾隐患、调整产业

淘汰落后产能等各方关注的焦点、热点

和关注点。推出《一把手谈“五违”整

治》访谈录，报道全区及各街镇“五违”

整治的难点、思路、举措和成效。聚焦学

习贯彻六届区委九次全会精神，推出《努

力建设“两区一体化”升级版的现代化

滨江新城区》新栏目，发表新闻报道１０
篇。聚焦“推动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发

展”重大主题，开设《新开局、新动作、新

气象》栏目，重点报道融合、转型中的新

举措、新成果。聚焦区镇两级人大换届

选举，开设《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之

窗》栏目，全面宣传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进

展情况和动态。聚焦环保督查工作，开

设《环保３６５生态惠民生》《环境保护督
查》等栏目，并增发“环保政策系列解

读”特刊。聚焦区“十二五”发展成就，

策划推出《回眸宝山“十二五”》栏目和

“１＋１４”（１篇综述加１４篇消息）系列报
道。《聚焦群团改革》栏目，连续推出３
篇综述性文章，全面反映宝山工青妇 ３
家单位在群团改革大背景下，工作理念、

架构、机制、内容上的变化以及取得的新

成效。重点聚焦区第七次党代会，推出

《喜迎党代会》《魅力滨江》《贯彻落实区

第七次党代会系列评论》等栏目及２期
１２版“党代会特刊”，刊发报道及图片达
百篇，组织骨干力量连续撰写发表“立足

新起点谱写新篇章”“继往开来、一脉相

承”“一张蓝图绘到底”“宝山转型正当

时”等７篇评论员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党
代会报告进行解读。围绕“两会”报道，

发挥“报微”优势，开设《喜迎宝山“两

会”》专栏，微信公众号做到天天有新

闻、期期有看头，相继刊发“两会开幕”

“解读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委员声音”

“两会影像集”“两会闭幕”等报道。坚

持弘扬正能量，宣传核心价值观。在“感

动宝山人物”宣传中，实现基层典型人物

宣传的几个“首次”：首次推出典型人物

新闻特刊，采取“１＋７”方式，即１个新闻

版和７个人物版，运用消息、通讯、照片
和评论等方式，再现“感动宝山人物”揭

晓盛况；首次推出典型人物电子杂志及

光盘，融入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讲

述感人故事；首次推出《宝山好人（第三

集）》精装版本，将两年来宝山报刊发的

典型人物共计４８篇事迹报道汇编成册。
以区政法委“双微”评选为契机，推出特

刊，宣传政法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和感人

故事。以启动“七五普法”为契机，与区

司法局共同编纂《法治宝山》一书，全面

宣传“六五普法”期间的做法与成效。

选派记者到新疆，先后采访２７名援疆干
部，撰写２万余字报道，全面展现援疆干
部风采。以各类节日和特色活动为契

机，报道好春节、元宵节、国庆节等重大

节庆和民俗节庆，重点报道“２０１６上海
樱花节”、上海邮轮旅游节、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文

化四季”活动。在“３·５学雷锋”“三
八”“五一”“五四”“七一”“八一”等重

要节日以及“宝山科技活动周”“文化服

务日”“市民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中，集

中报道反映基层群众爱岗敬业典型和市

民安居乐业情况。

■推动新媒体发展　坚持内容为王，增
加微信推送频率，从每周２次提高至每
周３次 ～４次，重要新闻及时推送。与
有关部门资源共享，联合推送，如与团区

委“青春宝山”微信号共同策划《邂逅宝

山“赵医生”》，运用热门剧《欢乐颂》引

发的社会效应，展示宝山年轻医务工作

者风采，阅读量达到６０００余次。线上线
下联动，增强用户参与积极性，通过开展

在线投稿、有奖问答、线上线下活动等形

式，引导用户参与互动、发表评论，提高

活跃度。在网页设计、图文制作、内容安

排等方面做足“特色”文章，彰显新媒体

优势，增强竞争力。加强顶层设计，制定

《宝山报社媒体融合发展现状及规划》，

提出“十三五”期间媒体融合发展指导

思想、发展目标和基本任务等，使宝山报

社成为一家以报纸传播为主渠道、以新

媒体传播为重要依托、传播党的声音的

重要媒体平台，成为广大市民了解宝山

的重要窗口。 （倪东升）

宝钢日报
■概况　《宝钢日报》是宝钢的主要新
闻传媒之一。１９７８年８月１日创刊，国
内公开发行，周三刊，每周一、三、五出

版，对开４版，全年出版１５２期，定价１８０

元，发行量４８万份。主要发行对象是
全体宝钢员工（宝钢驻外单位和员工也

可以订阅或上网浏览数字报），宝钢所属

单位为员工订阅到户。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
日起，《宝钢日报》委托邮局统一发行。

至年末，报社在编员工４１人，借聘２人。
１２月，随着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宝钢新闻中心”改名为“宝武新

闻中心”，“宝钢新闻”ＡＰＰ和“友爱的宝
钢”官微在第一时间即切换成“中国宝

武”ＡＰＰ和“友爱的宝武”官微，及时传
递宝武集团声音，树立企业形象。

■重点报道　年内，《宝钢日报》围绕集
团公司“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宝武联合

重组、推进落实新一轮发展规划做好报

道工作。通过总部深化改革先行解读和

员工反响，上海不锈、八钢员工转型，集

团协同支撑八钢扭亏增盈，“宝钢援藏、

援青、援滇、八钢住村工作组勇担社会责

任”、加快“一带一路”走出去步伐、“韶

钢薪酬改革、劳动效率提升”、湛江钢铁

生产建设等系列报道，宣传形势和任务，

凝聚干部员工，共同应对挑战争创佳绩。

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５周年，与集团公
司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联合举办“入党那

一天”征文活动，共刊发征文７８篇，评出
２０篇优秀征文。对集团提前完成 ２０１６
年化解钢铁产能过剩任务、人员分流稳

定有序、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作重点报

道。围绕欧冶云商布局及取得的突破和

成效、城市新产业转型发展———吴淞创

业园成立、二钢地块打造“互联网 ＋”产
业园等策划重点报道。围绕集团公司开

展劳动竞赛活动，开设“降本增效，我们

在行动”“劳动竞赛风采录”等专栏，挖

掘湛江钢铁生产建设“二达二降一确

保”、劳动效率提升、拓展新市场、工作环

境改善等典型案例。及时报道湛江钢铁

２号高炉投产、一期全面建成、尽快达产
达标达效等信息。拍摄宝武集团成立大

会暖场专题片、“大美宝钢”、欧冶国际

电视片、职工创新回顾短片、心越公司揭

牌仪式“共享未来”电视片，宣传企业品

牌形象；拍摄“国企高管的人生沉沦”，

开展廉洁警示教育。在《宝钢日报》、

“宝钢新闻”ＡＰＰ上开设专栏“认清形
势，抓住机遇，破冰前行”，共刊发４９期
１５０余篇文章，及时、系统介绍行业、市
场形势，国家在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

去过剩产能等方面的要求与政策，行业

规划发展导向、专家观点，国内外钢铁企

业经营绩效、应对举措以及改革转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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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情况。围绕员工思想动态和舆情，开

展基层调研，并整理成调研报告，发挥

“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作用。向央视提

供资料，配合集团公司开展形象宣传，向

集团内部提供资料，制作视频等。加强

业务培训，通过参加外部专题培训、内部

压担子、项目策划指导等方式，提升记

者、编辑的工作能力。用独特视角挖掘

发现，深入报道企业在深化改革、转型发

展中的典型事件和先进人物，涌现一批

优秀新闻作品，多件新闻作品获全国、上

海市或行业大奖。发挥新媒体作用，减

少纸质版《宝钢日报》发行量，２０１６年发
行量减少到 ４８万份，比 ２０１５年减少
１５万份。

■《宝钢日报》数字报　２００５年２月４日
《宝钢日报》推出电子版，２０１１年推出数
字报，网址为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ａｏｓｔｅｅｌｃｏｍ。
主要栏目有一版要闻、综合新闻、经济新

闻、行业动态、时事评论、专副刊、数字报、

宝钢视频、互动平台等九大板块。年内共

发布文章总数４６１２条，报纸版面６０８个，
电视新闻和专题片１５４条。全年网页浏
览量为６９２７３０次。

宝钢视频新闻
■概况　《宝钢新闻》在 ＡＰＰ（手机应用
程序，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由《宝钢新闻》
ＡＰＰ改成《中国宝武》ＡＰＰ）客户端上播
出，网友同时可在新闻中心网站或集团

内网上收看，全年报道视频新闻１７６条。
做好重大事件报道。视频报道服务于宝

武集团中心工作，分别制作“宝武启航”

“我们的２０１６”“传递钢铁的温度”“转型
发展天地宽”“我们准备好了”“匠心”等

多部微电影微视频。完成 ２０１６宝武年
度人物颁奖典礼、欧冶云商之夜等活动

的现场直播（视频、图文），承接多部集

团及各子公司委托的全场录像、视频拍

摄、资料转换等。

■新媒体　新闻中心加强新媒体采编，
探索“短、快、灵”运作规律，倡导“稳、

准、狠”编辑理念，运用“图片、文字、视

频”等多媒体手段强化内容表现，增强亲

和力和员工评论参与性。“中国宝武钢

铁航母正式起航”现场快播阅读量近１０
万次，“２０１６宝武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视频、图文）等大型活动的现场直播，

“拼的是精神，讲的是担当”述职评议等

相关新闻广受关注，并受到读者热评。

至年末，《中国宝武》ＡＰＰ客户端用户数

达到２２万余户，总下载量 ２３８万户，
总访问量 ３９２８万次，总访问人数 １１５
万人，平均每天２０００余人次。“友爱的
宝钢”官方微信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改
成“友爱的宝武”官方微信。官方微信

挖掘平台工具和功能，推出集团内各子

公司组成的微信矩阵，便于全面了解企

业。全年共发布微信４１７篇，总阅读数
１２９３万人，转发分享数５３２万次，粉丝
２１８万个。

■新闻作品获奖　年内，《千万别做“堂
上木偶”》获第二十五届上海新闻奖三

等奖。《千万别做“堂上木偶”》获上海

市企业报“新闻奖”言论一等奖。《追梦

路上志千里》获上海市企业报“新闻奖”

通讯一等奖。《宝钢一发明让稻农“多

收三五斗”》获上海市企业报“新闻奖”

消息一等奖。《“苹果 ＬＯＧＯ”用材宝钢
也能供了》获上海市企业报“新闻奖”消

息二等奖。《仲巴高原格桑盛开》获上

海市企业报“新闻奖”特稿二等奖。《轻

盈“羽衣”绽放绿色梦想》获全国冶金新

闻工作者协会好新闻消息一等奖。

《“触不可及”和“一步之遥”》获全国冶

金新闻工作者协会好新闻言论一等奖。

《韶钢干部员工“冬练”系列报道》获全

国冶金新闻工作者协会好新闻通讯一等

奖。《宝钢造车了？有图有真相》获全

国冶金新闻工作者协会好新闻微信作品

一等奖。在上海市报业协会行业企业报

委员会主办的年度“最接地气”单项奖

评优活动中，“宝钢新闻中心新媒体运

行”案例获“最接地气”发展创新奖；《千

万别做“堂上木偶”》和《宝钢一发明让

稻农“多收三五斗”，水稻专用含硅复混

肥实现工业化生产》获“最接地气”新闻

作品奖；“宝钢人的爱”专栏获“最接地

气”专栏（版）奖。 （赵　琦）

电信
■概况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电信局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简称“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二

级直属单位，负责宝山行政区范围内电

信网络及信息化设施的营销、维护及服

务，主要业务种类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ＣＤＭＡ）、宽带业务和 ＩＰＴＶ等各类电信
基础业务和增值业务。共设有牡丹江

路、宝安公路、长江西路、宝龙广场、市一

路、德都路、顾新路、永清路、锦秋路９个
营业厅。年内以“智慧宝山”为目标，致

力智慧社区及农村光网建设，打造覆盖

全区的基础语音、数据通信、移动通信和

多媒体集成精品网络。实施聚焦客户的

信息化创新战略，以全业务经营优势在

政府服务、两化融合、服务三农和服务民

生等四大领域提升区域信息化水平。

■举办２０１６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１２月７日，２０１６（第三届）中国产业互
联网高峰论坛举行。上海电信党委书

记、总经理马益民与宝山区区委书记汪

泓共同为“中国电信制造行业信息化应

用基地（宝山园）”揭牌，并与其他嘉宾

共同启动“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

区”，公司副总经理雷宇代表上海电信与

宝山区副区长吕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公司将深度参与宝山区产业

结构转型及智慧城市建设、深化信息化

战略合作、推进“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

践区”建设。双方将围绕《宝山区深化

智慧城市建设“十三五”规划》中的主要

发展任务，展开全面深度合作，为建成以

“政府服务一体化、市民生活便捷化、城

市管理精细化、产业发展网络化”的智慧

现代化滨江新城区而共同努力。

■签订“智慧校园”战略合作协议　３月
４日，宝山电信局与上海市电化教育馆
签订“智慧校园”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在校园信息化应用、科研开发等

领域建立中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在网络

建设、平台开发和应用等各个领域，逐步

合作开展“智慧校园”建设项目，提升上

海市各学校“智慧校园”应用。针对校

园计算机网络、校园 ＷｉＦｉ网络、校园云
数据中心、校园一卡通、校园安保、智能

感知等相关新兴信息技术领域，进行标

准研究制定及合作建设，满足师生开展

科研创新需求，探索双方合作互惠互利

的差异化新模式，帮助目标学校成为上

海市乃至全国教育信息化应用推进项目

和国际协作项目的科研实践应用单位。

■“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宝山站活动
举办　１１月，“智行上海，慧享生活，
２０１６年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宝山站活
动在区文化馆广场举行。该活动由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及宝山区人民政府主

办，宝山电信局作为协办支撑单位，主要

负责整场活动的网络支撑保障工作，同

时作为参展方，为广大市民展示“智慧家

庭”的各类电信产品。活动当天，宝山区

政府副区长吕鸣到现场参观并体验电信

智能产品。 （张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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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卫生
■编辑　王素炎

基础教育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学校
３１８所，其中高中８所（民办１所），完中
５所（民办 １所），民办十二年一贯制 １
所，九年一贯制２３所（民办２所），初中
２５所（民办３所），小学６９所（随迁子女
小学１１所），幼儿园１６３所（民办３９所，
民办三级２８所），中等职业学校４所（民
办２所），特殊教育学校１所，工读学校１
所，其他单位１８所。年内新开办１０所
学校、幼儿园（含分校园），撤销６所中小
学、幼儿园（其中幼儿园１所、小学４所、
初中１所）。共有在校学生１６９８２９人，
其中中学生４２８６９人、小学生６５２４２人、
幼儿园幼儿５７１６９人、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３４２６人、特殊教育学生 １４４人、工读
学生５９人（托管生、初职生５９人）、其他
学生９２０人；教职工１５５２４人，其中专任
教师１２４９２人。

全区学前教育着力科学普惠，加强

“有品质幼儿园”建设。实施新一轮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及学前教育内涵发

展基地结对、宝山区幼儿园智慧校园建

设、公民办牵手（公办、民办幼儿园结

对）、幼儿园特色发展４个方案。将区内
１０所上海市一级幼儿园捆绑带教１０所
区一级幼儿园，实施园本课程建设、“保

教质量评价监测”和生活化早教等重点

项目。彩虹幼儿园等４所幼儿园成功创
建上海市一级幼儿园，完成５个早教生
活馆标准化建设。

义务教育着力优质均衡，实施义务

教育集群发展。积极架构淞宝教育品牌

示范区、高境淞南教育特色多样实践区、

大场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区、长江路教

育品质提升区、月杨优质教育培育区、沪

太路沿线新农村教育发展带“五区一

带”资源布局，助推宝山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实施《宝山区推进学区化集团

化办学工作方案》《宝山区新优质学校

集群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推进学区化办学，２６所公办小
学参与吴淞、友谊、月浦、泗塘４个学区
的学区化办学试点。开展集团化办学试

点，组建成立上大、行知、罗店３个教育
集团，２０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参与。启
动长江路提质工程，通过校长联席会议

制度和区域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区域优

质资源共建共享。

高中教育着力特色多样，推进普通

高中优质发展。打造宝山高中教育高

地，启动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行知中

学、吴淞中学、上大附中）提标工程，初步

完成概念方案设计。强化项目引领，加

快推进宝山“特色高中”项目建设，助推

宝山中学、罗店中学成功创建市“特色高

中”，同时启动区“特色高中”创建工作。

以高考改革为导向，推进走班教学、个性

化学程和学分制管理、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完善高中学生生涯发展教育项

目方案设计，建成８１个区、校两级社会
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岗位 ２３４５９
个，组织学生参加志愿服务达７３５６０余
人次。

特殊教育着力医教结合，推动特殊

教育延伸发展。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国家特殊教育改

革医教结合实验区建设，启动学前教育

阶段设点布局项目，完成特殊教育语

文、数学及自闭症训练教材的编写和评

审，开展初三学生就业需求及去向跟踪

调查、随班就读学校年终评估。继续做

好送教送医工作，新建 １７个特殊教育
资源教室。

职业成人教育着力服务理念，提升

职成教育反哺能力。完善职教集团信息

资源平台，发布区域技术技能人才供需

信息。推进中高职教育贯通培养模式改

革和中高职贯通实训设施优化工程，拓

展中高职贯通培养专业，与相关高职院

校初步达成物流跨境电商、护理等专业

的贯通合作培养意向。探索校企合作育

人模式，启动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普

职成”融合计划，开展成人学校“双师

型”教师培训和普教学生职业体验等活

动。面向社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成

１１０００余人次的培训和鉴定工作。完成
首批１４０个学习点师资配送计划，培育
２２个“民间社团”，承办上海市老年教育
金融知识复赛。

队伍建设着力多管齐下，打造德业

兼修教师队伍。以培养、选树优秀教师

为抓手，评选出一批德业兼优的好老师。

开展区中小学思想政治（品德与社会）

“学科之星”与“学科先锋岗”评选和区

第三届“知行杯”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

共评选出星级教师 ６３名、优秀团队 １２
个；“十佳”班主任１０名，金、银、铜奖班
主任８７名，新秀班主任７名。完善师德
先进典型资源库和培育机制，以宣传先

进典型为载体，开展“百名优秀典型”系

列宣传及“校园文化新景观”项目评选

活动，弘扬教育正能量。推进“十、百、

千、万”（十大名师登峰计划、百名新秀

助力计划、千名骨干培育项目、万名教师

提质工程）教师培养工程，举行“十三

五”师训工作启动仪式，开展“新秀教师

在课堂”英语专场及数学、体育学科指导

团市级展示活动。完善学科基地建设，

初步形成“区域布点 ＋优势组合”的培
训特色。启动“宝山名校长培养研修基

地”建设。加大引才、聚才力度，实施外

省市高校优秀毕业生租房补助政策。加

大对农村教育扶持力度，出台《宝山区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意见》，在评先评

优、职务评聘、工作津补助等方面给予政

策倾斜，鼓励教师扎根农村。

安全工作着力软硬件并重，确保校

园平安。落实安全工作“一岗双责”，加

强学校安全管理，启动学校安全视频监

控中心建设，建立学校安全巡查、学生集

体外出活动用车安全审核管理备案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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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严格做好校车管理工作。完善学校

安全教育制度，强化学校应急管理和预

案演练，建成１个区域安全体验中心和
２１个公共安全体验教室。会同学校周
边办成员单位对全区学校安全和校园周

边环境开展联合整治行动。组织新一轮

宝山区安全文明校申报验收工作。区教

育局和基层１４个学校获上海市平安示
范单位称号。

学生在做广播操 摄影／顾鹤忠

■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成立　１月１２
日，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在上海大学

成立，集团由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大

学附属学校、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

校、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４所学校组成。
在成立大会上，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大学

签署“关于共同推进宝山基础教育战略

合作意向书”。这是宝山区第一个由大

学参与组建的基础教育集团。区委书记

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副区长陶夏芳，

上海大学党委书记罗宏杰，上海大学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夏小和等出席成立

大会。

■山海工学团学生活动中心成立　１月
２１日，山海工学团学生活动中心揭牌仪
式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举行。上海市陶

研会常务副会长陆建非、区教育局党委

书记王岚为活动中心揭牌。山海工学团

学生活动中心设在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由伟长科技创新中心、体育中心、艺术中

心、创客中心和心理中心组成，向全区学

生开放。

■区教育综合改革启动大会召开　３月
９日，区教育综合改革启动大会在行知
中学举行，成立由区委书记和区长担任

组长和常务副组长的区教育综合改革领

导小组，于漪、张民生等教育专家组成区

教育综合改革专家组。区委书记汪泓，

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以及各街镇（园

区）和相关职能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全

区校（园）长及市教育界部分资深专家

等５００余人参加会议。方世忠代表区政
府与各街镇园区、委办局代表签订“十三

五”期间贯彻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责任书。

会议下发“宝山区教育特色综合改革方

案”，方案含２４个重点改革项目，７０个
改革子项目，聚焦人才培养、学校发展、

队伍建设、教育治理、资源共享五个

方面。

■宝山世界外国语学校落地顾村　３月
２９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代表宝
山区政府与均瑶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均金

签订合作办学框架协议，拟在宝山顾村

地区建设一所１２年一贯制“上海宝山世
界外国语学校”，性质为非营利性民办学

校。学校规模为６０个教学班，其中义务
教育阶段３６班，高中阶段２４班，可容纳
约１８００名学生，计划２０２０年起招生。

■开展教师专业发展示范校评审　３月
３１日，宝山区“万名教师提质工程”之
“教师专业发展示范校”评审活动在宝

山区教育学院举行。评审由校（园）长

做８分钟教师专业发展特色陈述及５分
钟现场专家提问答辩两部分组成，５８所

中小学（幼儿园）参加评审，其中３８所学
校经专家组评审，认定为宝山区教师专

业发展示范校。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主

任赵洁慧、各区教育（教师进修）学院院

长及局领导组成专家评审组。

■吴淞中学道尔顿工坊启用暨“院士导
航站”揭牌　４月２８日，吴淞中学道尔
顿工坊启用暨“院士导航站”揭牌仪式

在吴淞中学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威

琪、区委书记汪泓为“院士导航站”揭

牌。“院士导航站”拥有３名中国工程院
院士、３名教授、１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为道尔顿工坊建设发展提供专家资源。

■承办首届上海市中学生创客体验夏令
营　７月５日，由上海市电化教育馆、上
海教育报刊总社、交大电子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及华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联合主

办的首届上海市中学生创客体验夏令营

开幕式在吴淞中学举行。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教授王思敬，市教委副主任

贾炜，副区长陶夏芳等专家和领导出席。

全市８０多所中学５５０余名学生参加夏
令营活动。夏令营分初步体验，选题定

点；自主研究，形成成果；评比遴选，深度

孵化三个阶段。

■宝山实验学校中学部新校舍启用　９
月，位于友谊路１２０号的宝山实验学校
中学部新校舍建成启用，新校舍按３３个
教学班建造，建筑面积２０６２３平方米，有
地下停车位３８个。宝山实验学校中学
部由１９７９年创办的宝钢一中和１９８０年
创办的友谊路小学于１９９６年合并而成，
是宝钢建设的配套学校，于２０１３年９月
在原址推倒重建。

■陈贤获市金爱心教师评选一等奖　１０
月１５日，第１２届上海市金爱心教师颁
奖典礼在市三女中举行。上海市行知实

验中学陈贤老师获上海市金爱心教师评

选一等奖。金爱心教师评选活动是由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新民晚报社和爱的教

育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每二年评选一次。

■举办纪念陶行知诞辰１２５周年系列活
动　１０月１８日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
生诞辰１２５周年纪念日，宝山举办系列
纪念活动。１０月１３日～１５日，“行知伴
我成长”———２０１６长三角地区“陶行知
教育思想进课程进课堂”主题活动在行

知中学举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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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天、上海市陶行知研究协会会长王

荣华及宝山区委书记汪泓等领导出席。

１０月１６日 ～１９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中学教育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６年学术年会
在行知中学举行。１０月１８日，区四套班
子领导到大华行知公园，为新落成的陶

行知铜像揭幕。同日，陶行知纪念馆和

大华公园馆园一体化建设工程竣工

开放。

■陶行知纪念馆成为民盟（上海）教育
基地　１０月２６日，民盟（上海）传统教
育基地揭牌仪式在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

举行。民盟中央副主席、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郑惠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沈

伟民为基地揭牌，仪式由民盟市委专职

副主委沈志刚主持。民盟上海市委、区

人大、区政协、教育局、民盟宝山区委等

领导及８０余名民盟基层支部盟员出席
揭牌仪式。

■接受上海市“课程与教学”集中调研
　１１月１４日～１８日，吴淞中学、求真中
学等１９所中小学、幼儿园接受市教委基
教处、教研室的“课程与教学”集中调

研。集中调研于１４日在吴淞中学启动。
启动会上，宝山区教育局从“背景与历

程、理念与构架、战略与策略、特点与成

效和问题与思考”五个方面介绍宝山区

在“课程与教学”上的实践成果和思考。

１２０多名专家在一周的集中调研中，共
计听课 ３５０节，开展现场教研活动
５０次。

■宝山区青少年书法教育研究中心成立
　１１月 ２８日，上海市青少年书法家协
会宝山区青少年书法教育研究中心及上

大附中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上大附中举

行。全国青联委员、上海市青年书法家

协会主席卢新元及团区委、区教育局领

导出席活动。

■区问题化学习研究团队参加２０１６中
国教育学会年会　１２月１７日 ～１８日，
宝山区“问题化”学习研究团队一行１３
人由上海市教育学会推荐，参加在四川

成都举行的主题为“提高质量———教育

创新发展之本”的第二十九届中国教育

学会年会，并承办大会微论坛之一“问题

化学习的本土创新实践”。微论坛包括：

数字故事《问题化学习１２年》《问题化
学习的本土创新实践》《问题化学习者

的理想学校》及问题化学习的课程、学

科、推广等四方面内容。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陈如平教授对微论坛作点评。

■区学校少年宫联盟成立　１２月 ２２
日，宝山区学校少年宫联盟在罗店中心

校成立。市文明办、市教委等部门于

２０１２年发出建设学校少年宫的倡议，至
１２月２２日，宝山区建成市、区两级学校
少年宫１８个，其中杨行中心校等４个学
校少年宫建设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基金

支持。区学校少年宫联盟成为拓展学生

课外活动教育资源的合作共享平台。

■民办和衷中学代表队获头脑奥林匹克
一等奖　１２月２４日，第三十届上海市
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在上海大学附属

中学举行。民办和衷中学代表队参加

“古典…来源于 ＯＭＥＦ的灵感”项目比
赛并获一等奖。共有来自１６个区的１８
支参赛队参赛。民办和衷中学代表队将

于２０１７年２月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头
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决赛。

■行知中学成立六大创科中心　２０１６
年，行知中学在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培养方面搭建六个平台。先后与复

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和上海大学签约组建计算数学研究

中心、工程技术创客中心、智能机器人研

究中心、河口海岸学创新实验中心、版画

创作中心及学生体质训练中心。为持续

做好六大创科中心建设，发挥创科中心

在推进学校教育改革、创新型学校建设

等方面作用，学校成立创科教研室。

（倪永培）

上海大学
■概况　至年末，学校有 ２５个学院、２
个校管系和１个学部（筹），设７１个本科
专业、４２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２０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１７个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４个国家重点学
科、１１个上海市一流学科，１个Ⅳ高峰学
科、４个Ⅲ类高峰学科、７个Ⅱ类高原学
科、１０个Ⅰ类高原学科，８个学科进入
ＥＳＩ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百分之一，其
中工程学进入 ＥＳＩ全球前 ２‰。拥有 １
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１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１个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２个省
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１个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８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
２个上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４个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４个教育部特色专
业建设点等。拥有２个上海高等教育内
涵建设“０８５工程”项目、２个上海高校知
识服务平台、２个上海市专业技术服务
平台。有专任教师 ２９００人，其中教授
６４０人、副教授１０６２人。有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２人，外籍院士７
人；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１９人，入选
上海市“千人计划”３９人；获评教育部
“长江学者”１４人，上海市“东方学者”７５
人；获“杰出青年基金”１８人，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３６人。有博士研究生
１９１７人，硕士研究生１２５０１人，全日制本
科生２０８１５人，成人教育学生１９６８７人，
外国留学生４１１７人。校园占地面积近
２００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１１９万平方
米，形成宝山、延长和嘉定校区“一体两

翼”的校园格局。图书馆有馆藏图书

３８９万余册、报刊３１００余种，订购数据库
６９种。

加强人才培养。实施本科教学教师

激励计划，确保高层次人才为本科生上

课，正高职称教师为本科生开课比例达

８５％。招收本科生４７１９人、硕士生４３８４
人、博士生４００人，研究生招收数首次超
过本科生；录取的外省市本科生中６１％
超当地一本线８０分，较去年提高３７个
百分点；接收推免研究生１０５０人，位居
全国地方高校第一。３０篇论文被评为
上海市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同比增加

３６４％；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合格率为
１００％；与中科院联合培养的研究生首次
在Ｎａｔｕｒｅ杂志发表研究论文；获批“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１５项、“博士后创
新人才支持计划”２项。学校获教育部
首批５０所“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
校”称号，毕业生就业率９９２％、签约率
８５２％、签约世界 ５００强公司人数占
２２６％，均创历年新高。

开展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对接上

海产业需求，以医学、材料、通信计算机、

艺术、商科等五大学科１５个方向为一流
学科建设重点。通信计算机学科获批上

海市Ⅳ类“高峰”学科项目，为上海市首
批、唯一由市属高校牵头的四个Ⅳ类“高
峰”学科之一；生物与生物化学、计算机

科学两个学科首次进入ＥＳＩ全球排名前
１％。修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激发教师
争取科研项目积极性，获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１６６项，比上年增加５７％；
发表ＳＣＩ论文 １４３１篇，增加 ２００％；科
研事 业 费 收 入 近 ５２７亿 元，增 加
３５０％，创历史新高。牵头国家重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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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计划４项，负责重点研发计划课题１３
项，参与课题２０项；获批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４项，位列全国第九位；获批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４项，位列上海市
第一位；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３项，位列全国第五位；获批教育部人文
社科项目１５项；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２３项，总数比上一届增加
１５０％，一等奖获奖数位列上海第三位；
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１项、上海科技
进步一等奖１项、上海技术发明一等奖１
项。服务国家战略，学校成为国防科工

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军用关

键材料、机械电子工程、电磁场与微波被

国防科工局列入国防特色学科；碳碳复

合材料和精海系列无人艇参加“全国军

民融合高科技成果展”，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等国家领导人肯定；６份决策咨询报
告被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等采用，其中３份报告获习近
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批示。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采用学部或联

合学科组答辩方式，建立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制。建立高层次人才快速反应机

制，大幅度缩短决策周期，全年共培育和

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２３人次，国家级
高层次人才累计达８１人次；引进以加拿
大国家工程研究院首席教授张久俊院士

为首的创新团队，组建可持续能源研究

院；引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终身教授孙

钰院士，作为领军人才开辟医工结合领

域微纳尺度机器人技术方向；柔性引进

４０余名“特聘教授”加盟上海大学上海
美术学院；吸引知名表演艺术家奚美娟、

著名导演田壮壮、著名电影摄影指导赵

晓时加盟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选聘

领军人才任院长，加强二级学院的班子

建设，选聘钢铁研究总院副院长董瀚担

任材料学院院长、张久俊院士担任理学

院院长，选聘知名艺术家冯远、王勇、贾

樟柯分别担任上海美术学院、音乐学院、

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完善新进教师岗

前培训体系，实施青年教师助教制度，鼓

励青年教师参加各项培训，全年入选上

海市各类教师发展工程项目３５人，获资
助金额３５５万元。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智工作方

面，“集成计算材料与材料基因组创新引

智基地”获批２０１６年度“高等学校学科
创新引智计划”（即“１１１计划”）引智基
地，为上海市唯一的地方高校引智基地；

获批“国家高端外专”项目１０项。学校
作为上海市落实中外合作办学自主权下

放唯一试点高校，制定“理工农医类专业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审批备案制”改革试

点工作方案。推进国际联合培养，入选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留学项

目７９名，３６５名研究生到３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短期访学或参加国际会议，海外实

习人数２８６人，通过学校办理在海外修
读学分人数为 １４８３人。依托国家留学
基金委出国留学项目平台，选派１９名青
年教师出国研修。新设立研究生全英文

课程２７门，其中３门入选教育部“全英
文授课品牌课程”。加强与国外知名机

构合作，与美国西北大学、哈佛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德国马普学会固体化学物

理所等开展材料科学前沿领域研究，与

悉尼科技大学联聘６名教师，与英国帝
国理工学院开展大数据方面合作。与澳

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英国班戈大学

在特种光纤、光接入网等领域深度合作，

成立国际联合实验室。亚洲人口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元中心总部和网站由新加坡

国立大学移交到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

中心。宋卡王子大学普吉孔子学院获

“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称号。

开展产学研与国内合作。与多家大

型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建立联

合研发平台，双方共享研发设施。大学

主要承担基础研究，企业派人参与，同步

开展工程化策划、工程化开发准备等；企

业承担工程化开发，大学提供研究支持，

合力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与中船

工业、中船重工、中石化、宝武集团、上海

汽车、南瑞集团等２０多家大型企业集团
开展科技合作，确定一批重要校企合作

项目和联合创新平台，到校服务社会横

向经费２４６亿元，比上年增加３３％。开
拓大学生实习基地，在中船重工、电子科

技集团、航天集团等企业建立实习平台。

与宝山区政府共建基础教育集团。

加强办学支撑体系建设。加快校园

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延长校区西部食堂

建设工程，启动校园修缮和部分旧建筑

拆除工作；超额完成宝山校区扩建三期

工程全年建设计划，启动“上海大学智慧

校园建设”项目。在３个校区设立微型
消防站，完善实验室三级安全教育体系，

构建四级安全网络保障食堂食品安全。

推进校友会注册工作，成立英国校友、来

华留学生等５个校友分会，与校友企业
共同打造上海大学校友活动中心。推进

上海大学机构知识库建设，为学院（部

门）科研绩效评价提供依据。组建“一

站式”建设工作推进组，聚焦一站式服务

和学生行为数据生成。

■成立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　１月１２
日，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成立。宝山

区委书记汪泓，上海大学党委书记罗宏

杰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宝山区委副书

记、区长方世忠，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吴延风，副区长陶夏芳，上海大学副校长

丛玉豪等出席签约仪式。上海大学基础

教育集团成员学校包括上海大学附属中

学、上海大学附属学校、上大附中实验学

校、上海大学附属小学，未来将涵盖幼儿

教育。集团成立后，宝山区和上海大学

密切协作，在教师引进培养、课程开发建

设、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支持集团建设

发展。

■获批５个本科专业　２月１９日，学校
申报的音乐表演、表演、影视摄影与制

作、金融学（中外合作办学）、材料设计

科学与工程专业５个本科专业通过教育
部批准准予设立。学校本科专业总数达

到７１个，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
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九

个学科门类。

■市委书记韩正到校调研　３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到

校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市委副书记

应勇，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副市

长翁铁慧参加调研和座谈。上海大学党

委书记罗宏杰、校长金东寒汇报学校改

革发展以及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

情况。

■获３项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４
月１８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
开，上海大学共有１１项第一完成单位成
果获表彰，其中由学校吴明红教授领衔

完成的“荧光石墨烯量子点的可控制备

及生物医学应用研究”获２０１５年度上海
市自然科学一等奖，由任忠鸣教授领衔

完成的“金属材料纯净化制备新技术”

获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由
谢少荣教授领衔完成的“无人艇智能控

制系统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获２０１５年
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举办“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２０３５发展
战略”国际高端论坛　８月１５日，“机械
与运载工程科技２０３５发展战略”国际高
端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开幕式由中国

工程院副院长田红旗院士主持，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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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院院长周济、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高文、上海

大学校长金东寒分别致辞。论坛由上海

大学校长金东寒院士主持。论坛以“机

械工程”“航空航天装备”及“水陆运载

装备”为主题，分３个分会场举行专题报
告，共邀请２６名专家作专题报告，讨论
未来发展趋势及挑战应对。

■被教育部授予“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
验高校”　９月２９日，教育部召开全国
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座谈会，教育部

副部长林蕙青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

上海大学被教育部授牌为“全国创新创

业典型经验高校”。

■硕士研究生首次在《自然》杂志发表
论文　１０月６日，上海大学与中科院上
海高研院联合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于飞

（第二作者）、安芸蕾（第三作者）在《自

然》上发表论文Ｃｏｂａｌｔｃａｒｂｉｄｅｎａｎｏｐｒｉｓｍｓ
ｆ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ｏｌｅｆｉｎｓｆｒｏｍ
ｓｙｎｇａｓ，论文第一作者为于飞和安芸蕾的
校外导师、中科院上海高研院钟良枢研

究员，这是学校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文

的历史性突破。论文通过采用全新催化

剂活性位结构研究，实现在温和条件下

合成气高选择性直接制备烯烃，对拓展

合成气催化转化领域有重大意义。

■实现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零的突破
　１０月 １７日，由校省部共建高品质特
殊钢冶金与制备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任

忠鸣教授领衔，东北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参与的研究团队，通过

国家自然基金委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部十

三五首批重大项目———电磁场作用下冶

金相变机理的答辩。该项目的通过实现

上海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上零的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上海大学展台　１０
月１９日，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防科工局、全国

工商联联合举办“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

高技术成果展”在北京开展。上海大学

作为教育部选择的２５所高校之一参加
展览，展品“碳／碳复合材料”和“精海”
系列无人艇受到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

重点关注。上海大学在大型实装区展点

被指定为重点讲解单位，党和国家领导

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

山、王岐山、张高丽等莅临上海大学展

点，听取校长金东寒院士汇报、讲解。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等国家部委领导到
校调研　１２月５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一行到上海大学调研，上海市副市长翁

铁慧陪同。调研期间，陈宝生部长听取

金东寒校长关于学校改革发展的工作汇

报。１２月７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副局长童刚一行到上海大学上海温哥华

电影学院视察指导，党委书记罗宏杰，副

书记、副校长龚思怡及学院负责人员汇

报工作。４月 ７日，教育部副部长杜占
元在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陪同下到校调

研学科建设工作，上海大学党委书记罗

宏杰、校长金东寒，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

主任袁雯分别作汇报。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成立　１２月
１１日，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正式成
立。校党委书记罗宏杰致辞，校长金东

寒宣读成立上海美术学院的决定并为全

国文联副主席、美协副主席冯远颁发院

长聘书。院长冯远为加盟上海美术学院

４０余名国内外著名艺术家颁发特聘教
授聘任书。宝山区区长范少军、宝武集

团总经理助理侯安贵和金东寒校长共同

签署《共建上海美术学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宝武集团总经理陈德荣、宝山区

委书记汪泓代表共建单位对学院成立表

示祝贺。冯远与国际设计艺术院校联盟

主席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Ｇｕｅｌｌｅｒｉｎ签署共建中法设
计中心协议。翁铁慧副市长和冯远共同

开启“上海美术学院之门”。

■获２０１６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由
学校机自学院谢少荣教授领衔的无人艇

项目《复杂岛礁水域无人自主测量关键

技术及装备》在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上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这是学校首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也是学校首个由女性科研工作者领

衔完成的国家级大奖。该项目主要完成

人谢少荣教授、罗均教授、彭艳副教授、

蒲华燕副教授作为获奖代表在人民大会

堂接受颁奖。习近平总书记等国家领导

人出席奖励大会，并与获奖代表一一握

手祝贺。 （陈　皇）

职业技术教育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６年，学
校招录取新生 １５５８人，实际报到 １３５２
人，报到率为８６７８％；新疆内职班录取
３２人，实际报到３２人，报到率为１００％。

在校生３６８０人，应届毕业生 ８７８人，就
业率９９８９％，签约率９０２１％。学院有
教职员工２２７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２０人。
学校在上海市高职高专院校中高职贯通

重点专业建设教学设计比武中获三等

奖。在２０１６年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比赛中，学校烹调工艺与营养、影

视动画和钢琴调律专业学生在“烹饪”

“动漫制作”和“艺术专业技能大赛（音

乐表演）”项目竞赛中分获团体一等奖、

个人二等奖和三等奖。２０１６年度上海
市民办教育政府扶持专项资金项目获批

８４９万元。黄艳秋老师申报的《工学一
体能力进阶模块化双主体人才培养方案

构建》获批上海市民办高校重大内涵建

设科研项目。

优化专业布局。学校在“十三五”

规划中，对现有２２个专业２５个专业方
向进行“优化调整”，初步形成“演艺设

计”“旅餐酒店”“物流管理”“语言文

化”“计算机技术应用”五大专业群的专

业布局。启动２０１６级新生课程建设改
革，统一全校各专业学分，统一规划各专

业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专业选修课

及部分实践课的学分；在各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中增加“毕业条件”项目：“本专

业的学生在有效的学习年限内，须完成

培养计划中要求的各类理论课程及实践

环节，考核合格并达到 １３０学分，方可
毕业。”

推进德育工作。２０１６年，学校发放
校内奖学金 ９４５万元，发放国家奖学
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合计

４８７万元，发放国家助学金合计３４９人
次共计１０２９５万元，发放勤工助学工资
近１１１７万元，帮助１３名学生申请到国
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贷款共计１０４万
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团建设，有

各类学生社团９个，会员近４６０人，志愿
者公益性社团２个，参加人数６００余人。
学生在各类比赛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７
项，省部级２３项。空手道社团在１２月
举行的“２０１６年上海市空手道锦标赛”
有７人获奖；红十字社团在５月举行的
“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国际人道问题辩

论赛”获“优秀组织奖”称号，在１０月参
加的“２０１６年上海市高校红十字应急救
护比赛”获“优秀组织奖”称号。学生薛

雨菲在第五届原创音乐大赛中获金奖。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年内成立尹天

夫灯光设计专业工作室。抓住市教委

“强师工程”培训项目契机，共组织４个
项目计２３人次参加培训。引进人才，先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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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招聘岗位２１个，录用２４人。完善工
资管理制度，学校从９月起提高教职工
工资水平。

加强国际交流。经国家教育部批

准，学校举办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技术与继续教育

学院（ＴａｓＴＡＦＥ）合作举办物流管理专科
教育项目，自２００２年开办以来已培养近
千名毕业生，其中近两百名学生到澳洲

对口院校留学深造。与日本交流艺术学

校法人合作举办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专

业为新办专业，实施招生。

７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学校主办长三角
物业管理专业建设活动论坛，来自两岸

５０余名从事物业管理行业专家教授、企
业高管和产业代表参加，近１０名专家围
绕行业发展趋势、人才市场需求、专业建

设质量标准等议题作专题报告。

（郑　楷）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至２０１６年
末，学院有１个二级学院、４个系、２个教
学部、１个研究所、１个继续教育学院，共
设２５个专业。有专任教师１６５人，拥有
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２７％，具
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教师占专任教

师总数５４％，“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教
师比例为４２％。校园占地面积６７６公
顷（１６９亩），建筑面积 １０１６４４平方米。
２０１６年，学院在校生５０００余人，全年招
生总计划２４００名，录取１９７９名，计划录
取率８２４６％，到校报到１８１８名，录取报
到率９１９％。共有毕业生１６５６名，毕
业签约率８７０２％、就业率９９７６％。年
内获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第七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铜奖１项，获上海市高职高专教学指导
委员会高职院校教师说课大赛二等奖１
项、三等奖２项，获上海市高职高专教育
土建类专业教师说课比赛一等奖１项、
二等奖３项，获第二届上海高校青年教
师教学竞赛三等奖１项、优胜奖２项，获
中高职贯通专业建设教学设计比武优胜

奖１项，获“市级教学团队”称号１项，获
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微课教学大

赛一等奖１项。
注重教育教学内涵建设。以高职特

色校、民办示范校建设为契机，抓好特色

专业建设、优化专业结构、深化课程改

革。全面推进以内涵建设为主要内容的

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校内实训平台构建、

校内实践环节实施、实验实训设备设施

建设、专业群协同发展、学生工程实践活

动、培养方案实施、实训教师队伍建设

等，通过高职特色校建设项目验收，被市

教委评为“优秀”。推进公共基础课教

改，面向 ２０１６级新生进行英语分级教
学、实施体育专项化教学，开设４门专项
课程，高等数学首次尝试开展分专业教

学。学院共获上海市精品课程２门、市
级决策咨询服务项目结题１项、市级重
大内涵建设科研项目１项、市级重点培
育项目１项、上海市高职高专教学研究
会重点科研课题（专业建设）立项科研

课题１项、上海市高职高专教学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课题结题４项，参与上
海建筑职教集团子课题结题２项，“晨光
计划”１项。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组织职业

技能大赛活动，开展建工系第三届“无限

度”创新结构及施工技术大赛、机电系第

二届“尊鼎杯”汽车技能大赛，建立“第

一课堂—专业社团—竞赛团队”梯队选

拨机制。发挥第二课堂、第三课堂育人

作用，思政部持续开展“感恩教育”实践

教学、红色经典读诵活动，指导悦书明礼

社开展诵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法练习

活动，编辑印刷《中华优秀传统诗文选

编》，邀请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笔韵墨香·墨锭描金”进校园。“中华

优秀传统诗文诵读与传承”项目获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大学生社团文化扶植计划“大

学生社团优秀项目”。建立校企合作基

地，与上海公路桥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等１０家单
位签署校企合作办学协议书，新增１８家
校外实习基地，累计有４４家合作办学单
位、１１５家校外实习基地。对困难学生
和少数民族学生加强人文关怀和资助，

全年设立勤工助学岗位４０多个，近５００
人次参与校内勤工俭学。为２０１６级５０
名中西部困难学生发放学习用品“大礼

包”，为５名学生申请困难资助补贴共计
１万元；为１６０人办理生源地贷款，合计
１２６６万元；为８２人办理义务兵服役学
费补偿以及退役复学学费减免，补偿金

额１１９２万元，５８人发放义务兵服役资
助补偿，共计金额１０５６万元；资助困难
毕业生，５２名学生获求职补贴５２万元。
年内向部队输送优秀青年４５名，被上海
市政府和上海警备区评为“征兵工作先

进集体”。召开学院第二届学生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协

调建筑系２０１４级约２８０名大三学生入
住同济大学沪西校区。

加强培训教育。学院利用现有资源

开展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合作，为宝

山区职业教育服务。２０１６年，学院申请
“养老护理员（医疗照护）”培训资质，成

为宝山区唯一资质单位。承办市教委民

办高校“强师工程”绿色建筑技术应用

培训项目。开展汽车实训项目，针对同

济大学学生学习需要，开展汽车机构、原

理等实训课程。深化“助残”“助老”“大

手牵小手”志愿服务上海科技馆和上海

自然博物馆等活动，组织暑期社会实践

活动，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
暨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社会实践专项
行动、上海市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志愿

服务专项活动以及２０１５级学生暑期综
合实践月活动。“爱心暑托班”志愿服

务专项活动获２０１６年“知行杯”上海市
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三等奖；３名学生
获宝山区爱心暑托班“优秀志愿者”称

号。全面提升师资水平，共有４４名教师
参加上海市民办高校“强师工程”培训，

其中８名教师获“优秀学员”称号，１名
教师通过选拔获“海外访学”资格。

优化人才成长发展环境。制定《关

于进一步完善专业主任聘任工作的指导

意见》《名誉教授、客座教授、特聘教授

管理办法》《人才引进教学科研启动专

项经费实施办法》，规范和完善各类评聘

工作；制定《优秀青年教师培育计划实施

办法》《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实施办法

（试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组织机构

主要工作职责》，激励优秀教师提高教育

教学水平。实施“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工

程”，选派优秀师生代表到捷克布拉格建

筑学院进行为期１８天学习交流，派公共
英语教师暑假前到英国巴斯学院参加英

语课程培训。

构建健康和谐校园。投入９００万余
元改造体育馆、风雨操场、网球场以及武

东路校区食堂、浴室。重视校园绿化建

设，完成绿化一期工程，投入８０万元完
成校园西北角 ５０００平方米绿化种植。
健全安全防范机制，组织消防逃生、灭

火、救护演练３次，各类安全讲座１５次，
组织师生灭火培训２次。完成技防建设
投资５０万余元，学院三年技防发展规划
初步通过市教委预验收。 （杜　宇）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至年末，学院有
教职员工４１３人，其中专任教师２２８人，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９８人，研究生以上学
历１２３人，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 ８０
人。２０１６年招生录取 １９３７人（上海市
９８１人，外省市９５６人），实际报到 １６２５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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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报到率８３９％。毕业９９６人，就业率
９９６％，签约率９９２％。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召开“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教学工作会议，修订、新增

教学文件４３个，确定１８周学期制，增设
“第０周为开学准备周”“第１９周为学期
结束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

学大纲，建立“学校、二级学院、学生合

力”三级督查保障体系，规范校级领导、

院级领导、专业主任、辅导员及专职教师

四个层面听课机制。选派３名教师参加
第二届上海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分

获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开展“第九

届教学质量月”活动，４名教授展示示范
课、３名年轻教师展示公开课。举办第
五届科技节，开展２７个竞赛项目，其中
校级竞赛项目７个，７名学生获一等奖，
１６名学生获二等奖，２１名学生获三等
奖。开展第二届职业体验日活动，举办

“网店装修与开设”“护理急救”和“建筑

工程”三个项目，其中“临床护理技能实

训观摩”获“２０１５年职业体验日优秀项
目”。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海

赛区“文秘速录”选拔赛，学院获团体第

一名，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团体三

等奖。“电子商务技能”获上海赛区团

体二等奖，“音乐表演”和“护理技能”获

三等奖。３名学生获“奥派杯”移动商务
技能竞赛———上海赛区高职组竞赛团体

三等奖。８名学生获上海市第三届航空
服务礼仪大赛团体三等奖，２名学生获
“人气之星”“礼仪之星”称号。１名学生
获市教委护理技能大赛个人三等奖。机

电工程学院承办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

“数控铣工”项目时获“优秀组织奖”。

增设《电子商务》《酒店管理》《会计（公

司理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摄影

摄像技术》五个专业。数控专业获批双

证融通试点。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国际

交流等２０余项学历培训和能力培训，推
动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融

通”。与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等开展

“校校合作”。开展第九期赴美带薪实

习项目，１４名学生出国实习。
落实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召开学生工作会议，成立“学生自治管理

委员会”。实施《学生综合素养德育学

分实施办法》，修订《学生管理事故认定

及处理办法（暂行）》《学生申诉处理办

法》等７项制度。举行“２０１６年辅导员
队伍建设月活动”，评选年度辅导员 １
名、提名人物５名。举办第二届辅导员

职业能力大赛，组织辅导员发展论坛、团

队拓展活动，建立辅导员工作案例库。

制定《辅导员分级评定办法》，修订《辅

导员工作日志》《辅导员考核指标体系》

和《辅导员年度考核表》，明确工作职

责，规范工作内容，量化考核指标。举办

第七届军训营，共３２９人参加。开展“向
雷锋学习”系列活动、“中华经典中国梦

想”中华经典诵读大赛、“践行核心价值

观，弘扬五四爱国情”五月歌会。在上海

民办高校大学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短句

展演活动中，学院《战斗里成长》获“优

秀表演奖”。参加各种志愿者服务活动

累计５００余人次。学院团委被评为“科
技馆志愿者活动先进集体”，１人获“先
进组织者”、２人获“积极分子”称号。弘
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学院

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者超过千人。

规范奖、助、贷、勤，提升服务学生意

识。２０１６年度，共评出上海市普通高等
学校优秀毕业生３６名，学校特等奖学金
２２名、一等奖学金 ５６名、二等奖学金
１１８名、三等奖学金１６８名。国家奖学金
２名、上海市奖学金３名、国家励志奖学
金２４名、国家助学金５１８名。校级“奉
献之星”５６名、“拼搏之星”５３名、“攀登
之星”２８名。评出优秀学生 １３５名、优
秀学生干部８９名、优秀班级８个。为５２
名符合高校学生义务兵服役学费补偿、

贷款代偿及学费资助政策要求的学生，

申请资金总额７４４万元；为５名学生符
合退役考入士兵教育学费资助政策要

求，申请资金总额４万元。安排１９名退
役大学生回校学习，发放优待金近 ３００
万元。开拓勤工助学岗位，１０２名学生
申请学生宿舍楼巡夜员、图书馆管理员、

实验室协管员等校内岗位。提供校外勤

工助学岗位４３个，４０１名学生勤工助学
达到１８５６８个小时。

加强教师培训，促进教师发展。全

年共有２２名教师、管理干部参加民办高
校“强师工程”研修班，５名教师出国出
境研修，３名教师申报国内访学，１名教
师申报产学研项目，３名教师获上海高
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１４名教师
参加学历进修，其中４名博士在读（１人
毕业）、６名硕士在读。８名教师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９人获高校教师资格证。
年内引进行政人员２人、二级学院院长３
人、专业主任３人、新进专业教师１８人、
辅导员１１人。

强化教师素养，提升科研能力。全

年有９名专职教师在省部级和国家核心

期刊上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五本，申请专

利３项。经管学院胡守忠教授的《地方
工科类（应用型）高校绩效评价和实证

研究》获上海市教育研究成果一等奖；陆

洲艳教授的《生命科学冷链一体化供应

链服务平台》获上海市服务业发展一等

奖。申报上海市高校科研项目３项，其
中陈力华院长领衔申报的经管专业人才

培养创新—实践课业体系建设项目获批

经费６０万元，徐念祖教授领衔申报的物
联网应用技术特色专业建设实践研究项

目获批经费４０万元，胡克文教授的数字
传媒类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研究项目获批经费４０万元。传
媒艺术学院申报的上海市新闻教育出版

集团的子项目获批经费２０万元。经济
管理学院申报的商贸职教集团研究项

目———深化中高职国际商务专业贯通培

养模式改革实践研究及国际商务专业配

套核心课程资源库建设立项经费 ６５
万元。

加强国际交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２０１６年首届《物联网应用技术》中美合
作专业招生，英语教学内容“量身定

制”。王纯玉副院长作为高级访问学者

应邀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开展应用艺术研

究工 作。美 国 麦 当 娜 大 学 教 务 长

ＤｒＷａｌｋｅｒ、瑞士北沃州经济发展协会会
长Ｊｅａｎ－ＭａｒｃＢｕｃｈｉｌｌｉｅｒ访问学院，学院
与美国麦当娜大学达成合作意向备忘

录。 （郑兴兰）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设宝山
校院和浦东校院２处办学场所，另设港
口学院、轨道学院和航空学院，有１１个
教学系部。２０１６年，学院共有全日制在
校生 ４５９３人，其 中 外 省 市 生 源 占
４６４６％；专任教师 ２５８人，全日制毕业
生数１２３３人，就业率９３９３％。学院设
３２个专业（含专门化方向），其中“汽车
运用技术”“集装箱运输管理”２个专业
为国家级教改示范专业。年内被评为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安全文明校
园、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华强奖”招生先进
集体。在上海市第六届教学设计比武

中，轨道学院“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中高

职贯通）”专业获二等奖。上海交通物

流职教集团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遴选为

集团化办学典型个案。获上海市高校教

师板书、书法、钢笔字大赛优秀组织奖。

青年教师参加上海市第二届高校青年教

师教学大赛，缪巧军获三等奖，温婷婷、

贵婷获优胜奖。学院大学生志愿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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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获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项目“优秀项目奖”。获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汽车检测与维

修、汽车营销项目比赛２银。师生参加
全国交通运输（管理类）专业指导委员

会举办的物流创新大赛，获“现代物流储

存与配送作业优化设计和实施”赛项三

等奖。获“金源诗琴”杯全国机械行业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１个二等奖、１个三
等奖、１个优胜奖；指导教师获“优秀指
导教师”称号。参加奔驰戴姆勒星辉挑

战赛，获排位赛第一、单圈车速最快成

绩，并获“最佳创新奖”。“新车检验师”

项目获首届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上海高

职院校职业体验日“优秀项目”称号。

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

上海市二等奖、三等奖。学院板球队参

加全国比赛分获男子组、青年组一等奖。

全面完成上海市特色高等职业院校 ２７
项建设目标、１２０个子项目建设，完成特
色院建设经费使用等专项审计。形成教

科研成果精编，包含职业教育研究、培养

模式创新、师资队伍建设、校企合作实

践、专业教学改革五大篇章近４０份研究
报告；形成典型案例１０个。７月１５日，
学院接受并通过市教委专家组验收评

估，获优秀。

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学院制定并上

报２０１６年市级重点专业建设实施方案，
完成高职三年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

专业建设”“创新实践基地”项目申报，

汽车专业“品牌示范性”（国家级）专业

建设获批立项。完成２４个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修订。完成汽车智能技术、交通

枢纽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

技术等３个新专业申报，以及航海技术、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物流管理等３个
中高职贯通专业申报。双证融通试点方

面，物流管理专业开展市级鉴定测试，汽

车专业申请试点获得批准。完成轨道学

院《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电气检修》市级

精品课程申报。开发《汽车使用与日常

养护》数字化教材，完成市教委《职业道

德与法律》微课资源包开发。英国诺丁

汉艾蒙特克公司轻型车辆维修保养修理

三级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中心在浦东校院

挂牌。

完善师资培养机制。引进７名教职
员工，６３人次参加各级各类岗位培训，
１０人在读研究生（其中４人参加博士学
位进修）。暑期派遣汽车、水运专业教师

共１１人，分别到英国诺丁汉中央大学、
德国奔驰总部、荷兰 ＳＴＣ职教集团（内

河水上运输和 ＩＭＯ６０９培训师培训）参
加为期１个月专业培训，并获相关技能
提升证书。申报上海市晨光计划２项，
即《高职广告设计教学中增强现实技术

的应用研究》《“工匠精神”视角下高职

学生自律能力培养有效途径研究———以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市青年项

目１项，即《基于行为的中职生实践性学
习策略研究》。市级、职教集团、院级课

题结项共计５０余项，其中院级以上课题
２０项、职教集团３０余项；各类立项在研
课题６０多项。教师科研活动资助教师
７０余人。编辑出刊《上海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文章６０余篇，３０万余字。

完善德育工作机制。深化思政工作

体系建设，加强时政形势教育、法制教

育、职业道德教育、诚信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

进课堂、进网络、进评价体系。优化学生

管理体系，制定《辅导员走访学生宿舍记

录册》《志愿者服务记录手册》《市级以

上素质教育活动及科技创新活动获奖奖

励办法》等。利用新媒体拓展宣传新阵

地，“青春交校”“青春交院”“交院微社

团”等微信公众平台建立情况通报、周

报、月报等制度。完成１３２６名新生军训
组织工作，做好夏季征兵工作，５２名学
生（其中女生４名）光荣入伍。创新推广
易班新模式，全年累计报道各类校园活

动３６次，易班网头条刊登１０余次。全
年开展志愿服务２３２０人次，完成４８８人
献血指标，实际完成５２１人。加强学生
干部队伍建设，组织优秀学生干部参加

业余党校、井冈山红色体验、纪念建党

９５周年暨学生红色革命根据地社会实
践活动等。组织参加“京津沪冀优秀学

生交流活动”“创客文化体验”“无青春

不奋斗”主题交流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创

新创业激情。

开展招生就业工作。计划招生

１８００人，录取 １７３７人，实际报到 １５９３
人，总报到率为９１７％，招生省份１７个，
招生专业２１个。其中：依法自主招生计
划５５４人，实际报到５４５人；“三校生”计
划１０人，录取１０人，实际报到１０人；高
中生计划１２３６人，录取１１７５人，实际报
到１０３８人。成人大专在校生１８８人，毕
业生８０人，录取“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专业新生７４人。北京交大远程教育在
校生４２６人，其中专科３５６人，专升本７０
人。举办上海交通物流职教集团第九届

２０１６年人才供需招聘会，参加招聘企业
２１１家，提供岗位约 ３０００个，２０００余人

次参加应聘。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组织

学院首个创新创业项目“创意市集（第

一季）”。开发顶岗实习管理平台，全程

覆盖学生最后一年实习。

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全年完成职业

技能培训鉴定４５６６人次。开办上海市
第一期内河高速船培训班，填补行业空

白。完成内河船员培训共 ２１期，培训
７２７人次，“内河船舶驾驶岗位”“内河船
舶轮机岗位”“内河基本安全”“内河客

船船员特殊培训”等４项培训资质通过
海事主管部门换证审核。开展“新车检

验师”职业体验活动，获上海教育电视

台、上海教育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报道。

承办技能大赛，汽车实训基地承办第４４
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技术项目上海赛区

选拔赛，以及强生集团汽修公司技能大

赛。发挥职教集团纽带作用，集团成员

发展至６１家。初步形成上海交通物流
职业教育集团人才需求发布制度（上海

市教育综合改革任务）工作方案，开发完

成“汽车维修综合技能训练平台”和“上

海市汽车维修类技术技能人才供需交流

平台”，主办全国“互联网 ＋交通运输管
理类专业培训班”，承办２０１６年全国交
通运输（管理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工作

扩大会议。

提升教育服务保障质量。改善专业

实训条件，完成汽车烤漆房更新、科普体

验中心、汽车配件与管理实训室、汽车车

险承保与理赔实训室、汽车销售展厅、汽

车车身修复技术实训室等２０余个实训
室建设改造。汽车双证融通专业新增配

套设备５０台套，增加教学工位数８０个。
宝山校院完成专线间设备更新、网络出

口设备更新扩容、校园闭路电视改造。

全年采购图书、报纸、期刊等总金额

１４９８４７０４２元。
开展帮困助学工作。为外地新生提

供免费电话卡 ４５０张（５０元／张），合计
２２５００元；为６３名困难生提供医保减免，
合计２００２０元。国家贷款发放 ２５８万
元，４３人获资助；生源地贷款发放
１９１９５万元，２４５人能获资助。发放
２０１６级新生困难补助金 １２８万元，６４
人获资助；国家励志奖学金７３万元，１４６
人获资助；国家助学金１６１４万元，１０７６
人获资助；学院助学金６２万元，６２人获
资助；冬令送温暖物资１１１４６６元，２６０人
获资助。对全校４５９５名学生进行粮油
副食品价格补贴计４３５７４４元；征兵入伍
补偿贷偿和退役复学学费减免 １７２９５
万元，１６４人获资助；学费减免 １２３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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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１０１人获资助；寒假返乡补贴３７６万
元，１８５人获资助。发放勤工助学工资
４８３８８３元，５４３名学生获资助。

（陈一鸣　王晓红）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０１６年，
学校在编教职工１７３人，在校生２０００余
人，毕业 生 ６４０人，文 化 课 合 格 率
９４８％，就业率 ９２２３％；２７７名学生参
加三校生高考，上线率 １００％。学校物
流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数控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

用、制冷和空调运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

维修、学前教育８大专业和高考升学部
共录取新生５１２人，招生总数位于全市
前列。社会培训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１２００人，其他培训５２００人次，涉及教育、
卫生、街镇、企业、特殊群体等。学校被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定为

“上海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诚信等级 Ａ
级单位”。学校与企业共签订校企合作

协议２１份，合作企业５６家。
３月，上海市教委将学校物流服务

和数控加工 ２个专业列为市级品牌专
业。目前，全市共有 １０１个品牌专业。
物流服务实训中心是市级开放性实训中

心和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３月２５日～２６日，由同济大学中职
教师培训基地牵头，学校全体行政干部

和专业科长一行３０余人，到宁波外事学
校考察学习，听取办学经验介绍，参观实

训中心，走访教师。职业教育是宁波市

城市四大名片之一，被政府部门、社会各

界、学生及家长广泛认可。

４月２３日～２４日，学校体验站点在
上海市职教体验日期间举行“我与春天

有个约会”活动，接待本区外区刷学籍卡

学生８７人，宝山区未刷卡初三学生２００
余人。活动开设走进汽车世界、点缀生

活———折花、模拟仿真叉车和数字的艺

术———数控加工４个项目，另设３Ｄ打印
欣赏与操作。

１０月 ２５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等职
业学校学科带头人教育考察团一行 ５０
人到学校参观考察，听取办学情况汇报，

参观部分专业实训室。

１０月，在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室和
中小幼教师奖励基金会联合举行的中职

教师第七届教学法评优中，学校老师王

声琼获一等奖，唐翔、李晓星、顾海波获

三等奖，徐梅、杨溪获优秀奖。

１１月，根据国家教育部统一要求，
从２０１６年开始，中等职业学校同高等职

业院校一样，实行办学质量年报制度。

此项工作 １１月初安排，１１月底上报上
海市教委，由教委统一向社会发布。

１１月２８日，学校总投资９６０９１万
元、新建建筑面积１７５３２２９平米的实训
楼、学生食堂等建筑破土动工。

（刘治国）

成人教育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上海老年大
学宝山分校设在上海行知学院内，地处

宝山城区的中心地带。学校根据上海老

年大学“１＋４＋Ｘ”办学体制，主动与办
学条件相对成熟、街镇老龄办（老年学

校）领导积极性高的月浦、淞南、顾村三

校联合共建校区。全年共开设班级３４４
个，开设课程１９３门，学员参加班级学习
达１０８３２人次（２０１６年秋季学期不含淞
南校区）。

学校加强内涵建设，发挥在区域内

示范引领作用，完善教学管理制度，规范

教学管理，提升教学水平。根据《上海老

年大学教育联盟关于汇编分校教学大纲

的通知》要求，对所有课程教学大纲进行

修改完善，统一格式，共完成９大类 ３８
门课程教学大纲修订工作。１２月１日，
根据市教委《关于开展本市区级老年大

学内涵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

完成７个一级指标、１７个二级指标、５２
个三级指标评定工作。

特色课程建设方面，在宝山区远程

教育网上搭建《瓷绘工艺》网上慕课学

习平台，网上进行课程教学、作品提交、

在线答疑等，完成前期调研和系统设计，

瓷绘班和女子学院正式上线试运行。

《全区老年教育街镇师资综合培训班》

课程在原有基础上，以 １＋Ｘ＋Ｙ的方
式，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２０１６年
新开设“吴淞口文化”和“红军长征给我

们的启示”两个讲座，培训师资进行全区

宣讲。同时，结合学校教学和班级管理

工作实践，开展相关理论研讨活动。以

“慕课模式的兴起对老年教育的启示”

为题，申报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上海市老年
教育理论研究课题。以“老年学校素质

教育慕课教学模式的实验———以上海老

年大学宝山分校 ＜瓷绘工艺 ＞课程为
例’为题，申报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
老年学校素质教育实验项目。

学校各类学习团队在各类文体活动

中获奖。１１月 ２８日，“瓷绘宝山，精彩
人生”上海老年教育瓷绘艺术作品展示

活动在丽园路上海老年教育成果展示中

心举行。瓷绘班授课教师钟映华获“上

海市２０１６年百姓学习之星”称号。朗诵
班杨秀萍获“第四届‘紫福杯’自然健康

养（氧）生文化演讲大赛全国总决赛冠

军”称号。《蝴蝶泉边》获上海市民文化

节冬季专项活动首届“缘梦杯”中老年

广场舞比赛二等奖；《龙船调》获中老年

舞蹈比赛特别奖。老年大学艺术团时装

队《海派新时尚》节目和艺术团合唱团

《游子情思》节目分别获２０１６年宝山区
老年教育艺术节展演一等奖；老年人学

习团队永乐时装队《诗韵江南》节目获

二等奖。艺术团舞蹈队《茉莉花》获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民间社团舞蹈比赛”二
等奖。书法协会倪耀新在“革命先行

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全国
中老年书画名作家作品大赛中获金奖。

篆刻班沈宗逸在２０１６年“江山颂”全国
诗书画印大赛评选中获一等奖。朗诵班

王越等三人获“２０１６中华诗词美经典诵
读大赛中华诗词好声音”称号，并作为宝

山区代表队参加２０１６第二届上海市民
诗歌节“长征壮举不朽丰碑———纪念红

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上海市民赛诗会”诗
歌朗诵比赛，获三等奖。硬笔书法班戴

朝典获上海国际书画摄影大赛篆刻作品

银奖，在凤骞堂古今名笔钢笔字大奖赛

中获一等奖。 （陆莉莉）

■上海行知学院　该学院（同时挂牌宝
山区社区学院、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学、

上海电视大学宝山分校、上海海事职业

技术学校宝山校区、上海老年大学宝山

分校）是一所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由

市教委主管、宝山区教育局领导的区域

内唯一一所承担高职教育、成人教育、开

放教育、特殊教育、女子教育等高等学历

教育及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各类培训等

非学历教育办学项目的综合性公办高

校。至年末，有在校大专、本科学生２４０９
人，其中全日制学生８９０人；各类非学历
培训逾万人次。

该校成人高校复习班设大专文科

班、理科班、强化班和专升本班；计算机

培训设初级、中级、办公自动化、会计电

算化、网络初中级、ＣＡＤ辅助设计、网页
设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等辅导班；职

称培训考试有职称外语培训和会计职称

培训；还设财会人员继续教育、统计人员

上岗培训考试、行政人员执法考试培训

等辅导班。结合区内港口仓储、货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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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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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该校宝山区社区教育指导中心，依

托学校教学、技术、服务等资源，开展国

家级课题研究、社区教育干部培训、乡镇

街道社区学校建设、组织大型社区文艺

汇演等工作，年内社区教育指导受益量

达到十万人次以上。政府拨款建设的宝

山区远程教育网设在该校，为市民获得

终身教育机会提供平台。

学校管理再上台阶，调整区业余大

学和第二职工业余中学管理机制。３月
１１日，区教育局党委回顾区业余大学和
二业中合署管理历史，部署两校管理改

革工作，明确学校发展定位。加强学院

消防安全教育宣传，开展消防逃生联合

演练活动。４月１５日，学院为迎接首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举行联合消防逃生

演练活动。宝山业大教职工、海事学院

宝山校区、二业中、广育小学参加联合演

练，提高师生逃生自救、互救和应急处理

能力。组织礼仪养成和工作礼仪讲座。

４月２２日，区业余大学邀请上海师范大
学基础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

施斌副教授，为全体教职工作“礼仪养成

和工作礼仪”讲座。推进综治工作。５
月４日，召开学院周边交通整治工作协
调会，友谊路街道平安办、双城路派出

所、交警四中队、广育小学等单位参加，

围绕提升道路畅通率、机动车及行人通

行安全性等方面展开研讨。５月 ６日，
学院召开主题为“党团引领成长，青春点

亮梦想”２０１６年庆祝五四青年节暨表彰
大会。大会表彰中特会等 ５个优秀社
团，“挑战自我，合作双赢”等４个特色团
活动，４个特色团支部、２６名优秀志愿
者、３３名优秀团员、２６名优秀团干部、２
个五四红旗团组织。７月 １日，组织全
体党员参观宋庆龄文物馆和宋庆龄故

居。组织开展教师节系列主题活动。

高等教育有序开展。累计完成学历

教育（开大、业大、海事、海洋）实际课时

数达１５８３９节，指导社会实践４８４篇，毕
业论文８４３篇，其中毕业论文答辩 １５４
人。加强教与学全过程的监督与检查，

完善学院教学过程与教学质量监控体

系。加快教学团队、教学名师等教育质

量提升工程的培育，全方位深化教育教

学质量工作的内涵建设。完成成人高等

院校海洋大学教学点检查和开大总校期

中教学检查。完成 ２０１６年业余大学质
量年度报告。４月１２日，区业余大学外
语系在学校教工之家举行“走近非洲肯

尼亚”沙龙活动，肯尼亚华侨华人联合会

副会长赵庆周出席沙龙并主讲，部分教

师代表参加活动。５月２０日，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杨浦区教

师进修学院教授方贤忠应邀到学院作

“教师专业发展的四项基本技能———备

课、说课、观课、评课”讲座，学院全体教

师参加听讲。１０月１１日，上海开放大学
党委书记成旦红、副校长张瑾一行到宝

山分校调研。

社区教育丰富多彩。上海开放大学

女子学院宝山学习中心设有古琴、形体、

瓷绘３个班级，学员来自各行各业。６
月２６日，宝山学习中心汇报演出活动在
行知学院举行。古琴班演奏“阳光三

叠”“平沙落叶”，瓷绘班展示绘制的“荷

花”“牡丹”，形体班表演时装旗袍。老

年大学宝山分校艺术团舞蹈队演出舞蹈

“红旗飘飘”。推进教学科研工作。４月
１９日，区业余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召开学
期第一次会议，就２０１５年校级自选课题
中期检查及２０１６年新一轮校级课题发
布等问题进行研讨。６月１８日，上海开
放大学宝山分校在宝山宾馆召开市开大

系统“改革与发展”项目开题会，系统内

有关专家、学校主管单位领导及部分合

作单位代表和全体课题组成员出席会

议，与会人员围绕“合作办学模式研究与

探索－以宝山分校为例”课题进行研讨。
开展社区教育。３月２９日，宝山乐学网
通讯员培训班在宝山社区学院举办，来

自各街镇社区学校、成人学校、老年大

学、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的通讯员参加培

训学习。宝山乐学网（宝山远程教育

网）经过改版于 ２０１６年正式开始试运
行。乐学网共设乐学教苑、乐学在线、乐

学讲台、乐学团队和资讯板块，市民可以

在线浏览感兴趣的课程资源，对课程进

行打分、留言、评价；可以参加网上读书、

诗歌节等在线活动，浏览活动讯息，分享

学习感悟；可以加入在线团队，参与团队

学习，结识志同道合的同行人。３月２９
日，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区教育“百姓公益
课堂”培训在区社区学院举行，区社区学

院副院长周志坚、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和

各街镇社区学校专职教师、讲师团教师

及各成校专职教师共 ２００余人参加培
训。宝山区百姓公益课堂自 ２００６年以
来，立足宝山本土特色，秉承基于社区、

为了社区的理念，挖掘、提示、整合、展

示、传承区域优秀文化。４月 １２日，宝
山区民间社团自主发展基地交流研讨会

召开，来自全区２１个自主发展基地的负
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介绍 ２０１６年全区
“乐学团队”建设整体推进方案，吴淞街

道“梦之声”永清艺术团和大场镇“非遗

传习所”作为基地代表介绍发展计划。

１１个区级层面单项赛事（活动）申报项
目进行方案汇报交流，并经专家评审、专

业评审和大众评审分别投票，评选出杨

行镇“百人”舞蹈团、淞南镇“梦丹青”书

画创作基地、顾村诗社、大场镇非遗传习

所、大场镇金秋之声艺术团为５项区级
赛事（活动）。５月５日，区乐学讲堂之
十“健康悦读，书香宝山”暨宝山区社区

科普大学“科学健身”健康指导讲座启

动仪式在区社区学院拉开帷幕，来自全

区１２个街镇的社区学校专职教师、社区
教育讲师团讲师、社区读书读报、运动健

身类学习团队代表共 １３０余人参加仪
式。枫叶情读书会自主发展基地发起

“开卷有益话读书”倡议，向各街镇赠送

由区社区科普大学、区社区学院编印的

《科学健身指导手册》。６月１５日，宝山
区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工作例会暨民间社

团领队培训动员大会召开，区社区教育

指导中心、各成人学校校长以及来自１２
个街镇的社区教育专职教师、全区２１个
民间社团自主发展基地负责人参加会

议。会议布置近期工作，解读并签订《宝

山区民间社团自主发展基地团队建设公

约》，落实宝山区“科普与生活”微课设

计评比和建设方案、社区科普大学“科学

健身”健康指导讲座相关要求。该次培

训安排５天时间，共计４０课时，邀请来
自中国台湾的教授讲授社区学习团队的

基本概念、筹组规划、媒体应用等理念。

上海社区教育优秀教师巡讲在宝山举行

活动。９月２２日，上海社区教育优秀教
师巡讲活动及宝山区社区教育专职教师

工作例会举行。上海社区教育优秀教师

巡讲是加强本区社区教育教师业务能力

与综合素养的一项重要工作，邀请上海

社区教育优秀教师、浦东新区社区学院

社教部主任吴松作“围美丝巾搭配”讲

座。提升远程教育能级。６月１５日，宝
山区远程教育网（ｂａｏｓｈａｎｓｈｌｌｌｎｅｔ）建
设项目验收会在区社区学院（上海行知

学院）召开，宝山区远程教育网正式更名

为“宝山乐学网”。新网站针对市民用

户提供网站首页、资讯、课程、活动、团队

等在线学习的功能模块。针对管理人员

提供相应学习模块的管理功能，为区、街

镇的两级管理机制提供信息化支撑。验

收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老年教育服务喜闻乐见。上海老年

大学宝山分校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北部）共同举办“健康大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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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健康大讲堂依托九院医疗资源，在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每周举办一课。

九院专家、教授、科主任走进课堂，通过

理论授课、现场演示、病例分析、课堂互

动、课后咨询或义诊等形式，和学员一起

分享医学知识，普及防病治病理念。３
月９日，北部眼科主任郭涛教授以“拒绝
‘老眼昏花’”为题进行首次开讲。呼吸

科梁丽教授、风湿免疫科赵福涛教授、消

化内科杨文燕教授分别以“冬春季节慢

性咳嗽及呼吸道疾病的防治”“老年骨

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的防治”“如何保持

‘肠健康’”为题进行讲课。４月２８日，
区老年教育综合师资培训班举行培训，

上海行知学院副院长周志坚作“今天，我

们如何阅读”讲座，来自全区１２个街镇
的２６６名老年人参加培训。

高考前夕，副区长陶夏芳一行到行

知学院考点检查指导高考准备工作。

（董曲波）

特殊教育
■概况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主要承
担宝山区特殊教育任务，创建于 １９９７
年，是宝山区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主

要接收义务教育阶段中重度残障儿童入

学。至２０１６年末，学校共有 ９个年级，
１０个班级，在籍学生１３０人，在编教职工
４５人。学校被授予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
海市安全文明校园、上海市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张洁华获上海

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顾红庆获第二届

上海市优秀教育科研员称号。在市中小

学特殊教育学科中青年教师教学评选活

动中，茅娟老师和郭晨蕾老师分别获一

等奖、二等奖。２０１６年，学校以“让教育
适合每个学生的发展需要”为目标，推进

《宝山区特殊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开展

国家特教改革医教结合实验区建设，承

担特教支持保障体系研究２０１４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在全市性“第三轮

医教结合”和“落实装备标准，科学配备

特教资源”培训中作３次专题报告，承办
１次区级心理展示活动。学校义务承担
师资培训任务，为市教委“特教上岗证”

培训班学员上课，接待华师大特教国培

班以及外省市同行到校参访、跟岗１２批
近４００人，分享校本教材２００多册，公开
教学１０次，专题讲座１８次。学校重视
教科研引领，全年有区级重点以上课题

５项，其中２０１３年市级课题上半年结题，
鉴定结果良好；５项区级一般课题结题，
３项新区级一般课题立项。１８项校级课

题结题，２２项新校级课题立项。教师在
各级各类教科研评比中共获集体和师生

奖项国家级 ５项、市级 ３３项、区级 ６３
项、区域级 １３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２篇。

学校承担宝山区特教指导中心功

能，负责全区随班就读工作的管理、指

导、研究和服务工作。年内，中心代表上

海市在教育部“全国特殊教育改革实验

区培训班”上作“深入推进医教结合，全

面构建特殊教育支持保障体系”专题发

言，协助完成《宝山区特殊教育政策制度

汇编》，制定《宝山区“十三五”特殊教育

师资发展规划》，落实普校１０名资源教
师的编制。２０１６年学前教育阶段投入
１２５万元，为１０所幼儿园优化设施设备，
新增荷露幼儿园学前特教班；义务教育

阶段投入专项经费４３０万元，为１７所学
校增配设备，为１９所普通中小学校新建
资源教室。作为全国医教结合实验区，

中心邀请市级医学和教育专家为残疾儿

童服务４２４人次，为４１名残疾学生提供
送教送医上门服务，开展随班就读有效

性研究和初中专项督导，推动区内各中

小学校特教整体水平的发展。

■推进系列医教结合组团服务项目　３
月４日，宝山区特殊医教结合组团服务
推进会在培智学校召开。自３月起，宝
山区特教指导中心逐项推进系列医教结

合组团服务７个项目，分别为“０～３岁
亲子游戏工作坊项目”“学前融合教育

项目”“送教上门项目”“特殊学生评估

项目”“情绪行为干预项目”“学科目标

调整项目”“康复保健项目”，为全区０～
１７岁特殊儿童、家庭及随班就读学校提
供相关所需服务。

■开展“讲述身边的感动”主题活动　３
月～６月，培智学校党支部开展“讲述身
边的感动”师德主题教育活动，教师讲述

身边教职员工爱岗敬业、教书育人、勇于

创新、乐于奉献的事例，推动校风、教风、

学风建设。讲述内容于 ７月 ～１０月通
过“宝山特教”微信公众号发布，推动社

会对于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教师的认识。

■获上海市特奥阳光融合跑活动 Ｄ组
第一名　１０月２１日，由上海市特奥委
员会、上海特殊关爱基金会主办的上海

永柏特奥阳光融合跑城际邀请赛在沪开

跑，来自美国、爱尔兰、西班牙、希腊等国

以及青海、陕西、甘肃、上海等地５２支队

伍的特奥运动员参加邀请赛。培智学校

的５名学生与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立泰
学院的大学生共同参与，获得 Ｄ组第一
名。 （吴择效　沈志萍）

卫生计生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各级各类卫生
机构２８２个，其中医院２２所（综合医院
１０所，中西医结合医院１所，专科医院４
所，护理院７所）。全区医疗机构共有床
位８４７６张，每千人口床位８７９张（户籍
人口）；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９３６９人，其中
执业（助理）医师３４８０人，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分别为 ３６１人（户籍人
口）、１７１人（常住人口）；注册护士４２９１
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分别为 ４４５人
（户籍人口）、２１１人（常住人口）。全区
医疗机构诊疗总量 １４１３４９万人次，比
上年增长 ３２６％，其中门急诊 １３９０６６
万人次，出院 １７１９万人次，住院手术
９０５万人，院前急救５２２万人。全区户
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８３２５岁，其中男
性８１０４岁，女性 ８５６５岁。全区常住
人口婴儿死亡率２５８‰，常住人口孕产
妇死亡率０，常住人口甲乙类传染病发
病率１０５２２／１０万。新增 ＨＩＶ／ＡＩＤＳ疫
情１０１例，其中 ＨＩＶ感染者８１例，艾滋
病人２０例，另有历年 ＨＩＶ感染者１４例
转为 艾 滋 病 人。累 计 报 告 ＨＩＶ／
ＡＩＤＳ１０２４例，其中艾滋病人２１２例。

至年末，全区常住人口２０３０５万人，
比上年增加０７６万人。全区户籍人口总
数９６４５５２人，比上年增加１６５３３人；户籍
人口出生 ８２４４人，增加 １６０５人，增幅
２４１８％；户籍人口出生率为８６２‰，上升
１５７‰，自然增长率０３７‰。常住人口出
生１５３３８人，比上年增加 ２４４０人，增幅
１８９２％；出生率 ８７８‰，自然增长率
４２６‰，上升１４９个千分点。户籍人口
计 划 生 育 率 ９９５５％，比 上 年 上 升
００８％；常住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８１４％，上
升１０２％。户籍人口一孩率７８１２％，比
上年降低１０９％；二孩率２１４９％，上升
１００％；多孩率０３９％，上升００９％。全
区有３６９０２对夫妇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领证率 ２８３４％，比上年下降
０５８％；晚婚率９４８９％，下降００３％；一
般生育率为３９４６‰，上升 ７１７个千分
点；总和生育率１１８３８，上升０２３０６；全
区生育峰值年龄为２８岁，与上年持平。
全区共有育龄妇女１８７５７１人，占总人口
数的１９４５％，比上年增加１４２６人，增幅
０７６％，其中已婚育龄妇女１３０２０６人，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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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１７００人，减幅１２９％。全年办理再生
育子女审批１０６例。出具《符合再生育子
女条件（流产）证明申请表》１２０份，《再生
育子女补办申请表》８８份。出具征收社
会抚养费决定书０例，实际征收社会抚养
费０万元，未发生一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案件。全区共有１个区人口和计划生
育指导中心（家庭计划指导中心）、１２个
社区人口计生综合服务站（家庭计划指

导站）、１２１个家庭计划指导室、１６１０个免
费计生药具发放点。年内，宝山区获“国

家级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国家新

一轮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

月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全国

“关爱生命，奉献爱心”先进集体。

２０１６年，区镇两级财政卫生事业费
为１２０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９０％，其中
经常经费 ９９５亿元，专项经费 ２０６亿
元。区级财政卫生事业费９０２亿元，比
上年增长６７５％，其中经常经费７０１亿
元，专项经费２０１亿元。区级财政投入
计划生育事业经费１６１５７３万元。

■公共卫生服务　继续实施第四轮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基本

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区全年完

成大 肠 癌 筛 查 ２６９万 人，完 成 率
１０８７７％，筛查确诊大肠癌１２例。组织
实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肺炎疫苗项
目，全年共接种９１８１剂次，项目开展以
来累计接种 ８８２万剂次。推进传染病
防控工作，落实人感染 Ｈ７Ｎ９禽流感、埃
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寨卡病

毒病等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开展两轮

消灭脊灰、消除麻疹补充免疫活动，全年

累计接种麻疹类疫苗、脊灰疫苗２４万
人次。推进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创建

工作，完善结核病防治模式和运行管理

机制。全面加强产科安全和孕产妇救治

工作管理，全年共抢救危重孕产妇 ２２
例，均抢救成功。落实区脑卒中预防和

救治体系建设，推进脑卒中筛查重点项

目，完 成 筛 查 ３４７万 人，完 成 率
１０１９４％。推进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
试点工作，做好 Ｇ２０杭州峰会等重大活
动期间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管理工

作。至年末，全区在册各类精神病患者

８６４６人，年 内 新 增 ６７３人，检 出 率
４２７‰，检出患者肇事肇祸率零。

■开展卫生监督　结合《上海市行政处
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办法》《上海市行

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的实施，推进执法

公平化、公正化、公开化，加大卫生行政

处罚力度。开展以传染病防治、公共场

所、学校卫生、职业放射为重点的监督管

理工作。年内共监督执法检查１１万户
次、实施卫生行政处罚案件５０５件；卫生
行政处罚罚款１６７９６万元，没收违法所
得２７７万元。完成卫生行政许可３２９０
件，其中公共卫生许可１７７８件、医疗执
业许可１４６９件、备案及其他项目４３件。
投诉举报处理２０４件，其中公共卫生类
６９件，医疗执业类１３５件。

■成功创建上海市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
　１月，区卫生计生委贯彻落实《国家卫
生应急综合示范县（市、区）创建工作指

导方案》，按照市卫生计生委应急办的创

建工作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完善预案体

系建设。规范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提升卫生应急装备水平。开展各项突发

应急模拟演练，提升区卫生应急保障服

务能力。全年共完成各类重大活动医疗

保障５３项，包括 Ｇ２０杭州峰会、全球健
康促进大会、上海樱花节、清明节祭扫、

各种体育赛事、中高考保障、叶城青少年

夏令营等活动，出动医疗急救车１４２车
次，派出医疗保障人员８６７人次。１２月，
以高分通过市级专家组评审，成功创建

上海市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

■保障医疗质量　开展“进一步改善医
疗服务行动”，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

务，改善群众看病就医体验。全区全年

累计接诊１１４０５３万人次，收治住院患
者８８９万人次，住院手术４２８万人次，
分别较上 年 年 增 加 ２２％、１０４％、
１４０９％。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增设老年
护理床位，年内区新增老年护理床位

７０２张，全区共设有老年护理床位 ２５３６
张。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全区３８家养老
机构、２４家日间照料中心均与所属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签订服务协议，为住养老

人提供医疗咨询、社区护理、健康教育等

服务。继续推进社区舒缓疗护工作，满

足全区老年护理需求。

■推进社区卫生服务改革　继续推进社
区卫生服务改革，在吴淞、罗泾２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先行试点基础上，年内增

加大场、泗塘、长江路、庙行、月浦、友谊、

高境、淞南等８家试点单位，试点比例达
５８８２％。各试点单位在内部管理、财政
补偿机制、薪酬分配制度、家庭医生制度

构建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均取得突破。

落实“１＋１＋１”分级诊疗签约和延伸处
方工作，扩大家庭医生服务覆盖面，全区

累计建立家庭医生工作室２７５个，签约
家庭２９４５万户，签约人数６９５１万人，
全年共接诊 ２２１４９万人次，预约接诊
１７５１万人次，双向转诊８１４万人次，“１
＋１＋１”签约人数１０８５万人，全市排名
第４名，年人均门诊３３２８万人次，较上
年下降 ２１％。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部开展延伸处方、慢病长处方工作，全年

共开具延伸处方 ８６０９张，涉及金额
１９７１８万元，慢病长处方６６９万张，涉
及金额１３１１８３万元。

■增强中医药服务能力　开展《上海市
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宝山基

地》建设，每家综合性医院中医科、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均掌握不少于１０项中医
药适宜技术，并在社区内广泛推广。加

强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建设，年内

完成新增７家中医馆改建项目。推进由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牵头、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参与的“治未病”服务联盟，

开展中医“治未病”巡回义诊和健康咨

询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活动。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膝痹病”综合诊疗服务模

式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诊疗模式

创新试点。

■加强计划生育管理　全年共审批再生
育子女１０６例，征收社会抚养费０万元。
审核年老退休一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费

１３９万人，其中财政发放１５７１人，金额
６９７６９万元；审核发放１６周岁以下独生
子女伤残死亡一次性补助３２人，金额１１
万元；为４４３４人发放特别扶助金３３５１６
万元，为８２３９人发放农村奖扶金１２７６９
万元。印制优生优育、打击“两非”（非

法鉴定胎儿性别、非法人工终止）宣传折

页、海报及“两非”警示标志等宣传资料

１５万余份，分发张贴至各医疗机构、社
区及流动人员集聚地，提高群众知晓度。

■开展计划生育服务　打造集孕检服
务、政策引导、健康咨询、药具发放、宣教

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服务窗口，全年共为

１２７３名流动育龄妇女提供孕检服务。
实施“百千万”计划，全年共完成４０８对
流动人口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２６７２名流动人口育龄妇女
免费妇科检查及１３万名来沪人员计划
生育政策、生殖健康知识培训。实施“新

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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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在顾村镇开展项目基线调查，

共完成调查问卷７５４份，同时将庙行镇
拓展为市级项目点。推进孕前优生工

作，共为 １２１３对夫妇提供免费孕前检
查，开展“优生优育社区行”巡讲１８６２场
次，受益７４９万人次。利用“宝山健康
教育”公众号、宝山电视台等媒介宣传优

生优育等内容。继续推进计生药具“优

得”“幸福佳园”家庭计划指导服务、“关

爱青春同沐阳光”“绿苗工程”等项目，

加大对全区家庭计划指导工作的统筹、

协调、推进、指导和服务力度。全区全年

共开展各类家庭计划指导服务３３１５场
次，１４６万人次受益。

■学科人才建设　制定《宝山卫生计生
系统紧缺人才住房补助办法》，为吸引卫

生人才、助力改革发展提供支撑。加大

医学人才和学科建设力度，选拔区第八

批拔尖人才９名、青年尖子７名。参加
全市首届“区域名医”评选，市一宝山分

院陈雄获“区域名医”奖，２人获提名奖，
２名家庭医生参加市第二届“服务基层
卓越贡献奖”评选获提名奖，１人获“上
海市左英护理奖”提名奖。完成２０１６年
度市优青人才选拔，共有２４人入选。完
成２０１６年区医学英语人才选拔，共有６２
人纳入系统医学英语人才库。开展“师

徒结对”，共有师带徒５７对，促进青年骨
干医师成才成长。落实“农村地区优秀

大学毕业生住房资助项目”，共有６１名
优秀大学毕业生获得资助。稳定基层医

疗卫生队伍，开展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

技能竞赛，并在家庭医师慢病知识竞赛、

中医岗位技能竞赛和全科医生岗位技能

竞赛等多项市级比赛中获好成绩。强化

科研教学工作，市一宝山分院成为区内

第二家全科助理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

全年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１
项、市科委项目２项、市卫生计生委课题
１５项，启动实施新一轮（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度）３个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

■民营医疗机构管理　全年核准登记新
的民营医疗机构７家，注销２家，至年末
核准登记民营医疗机构共有１３３家。其
中：医院８家，包括综合性医院１家、泌
尿专科医院１家、妇产科医院１家、护理
院５家；门诊部７６家，包括口腔门诊部
６４家、综合性门诊部７家、中西医结合
门诊部１家、中医门诊部２家、医疗美容
门诊部１家、儿童保健门诊部１家；个体
诊所４５家，包括口腔诊所２４家、中医诊
所１３家、中医坐堂医诊所７家、内科诊
所１家；护理站２家，临床检验所２家。
民营医疗机构分布于宝山区 １２个镇、
街道。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启动实施综合医
改，对照《上海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

改革试点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上海
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

意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文件精神，调整
充实区医改领导小组，成立区公立医院

管理委员会，由区长担任主任、分管副区

长担任常务副主任，结合宝山实际，制定

并印发区综合医改实施方案。加强公立

医院监管，依据《宝山区公立综合性医院

医疗业务政府补偿考核方案》修订细化

考核标准，使监管更加切合实际工作；完

善监管平台，按季度对各医疗机构进行

考核并公示结果，将考核结果与投入挂

钩。推进“阳光采购”等工作，全区２６家
医疗机构全部在市阳光平台上采购药

品、耗材和中药饮片。分批次取消药品

加成，全区公立医院药品（除中药饮片

外）加 成 率 降 至 ５％，总 计 让 利
７０１７１万元。

■全市首家“肿瘤防治一体化医疗联合
体”成立　在市一、九院、华山、曙光和康
复医联体基础上，９月９日，宝山区与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签约成立全市首家

“肿瘤防治一体化医疗联合体”，在仁和

医院和罗店医院分别成立以防治甲状腺

肿瘤、乳腺肿瘤和妇科肿瘤、泌尿系统肿

瘤等为特色的分中心，提高区域癌症防

治服务能力，逐步形成肿瘤医院—区属

医疗机构—患者属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肿瘤防治一体化服务平台。７月，与
新华医院共同组建儿科医疗联合体，提

高各级医疗机构儿科服务同质化水平，

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专

科医疗服务的需求。肿瘤医联体签约，７
月与新华医院共同组建儿科医疗联

合体。

■卫生信息化工程建设　年内完成区域
健康档案统一管理，实现全区范围内管

理对象健康档案的唯一性。宝山区２０
数据质量评分为９４３９分，全市排名第３
名。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综改
信息系统升级”“６家医院电子病历升
级”等项目进入政府采购流程，建成区域

影像中心、区域临床检验中心、区域心电

中心。推进以社区卫生服务综合管理信

息平台及“１＋１＋１”分级诊疗为核心的
社区综改信息化建设，严格控制区、社区

两级综管平台的数据质量，全年上传市

级社区综合管理信息平台的数据质量评

分为９４６６分，全市排名第２名。

■开展对外援助工作　宝山区７名援疆
医疗队员完成对口新疆叶城县支援工

作。年内选派妇幼保健２批共４人各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驻点指导培训，“三降一

提高”项目取得显著效果。持续做好宝

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对口支援云南省南

涧县人民医院工作，年内共派出 ３批 ９
名医务人员，诊疗患者４８８６人次，开展
手术８６２例。开展江西省兴国县高兴镇
的送医扶医工作，年内资助６０万元为当
地购买相关医疗设备。 （罗　浩）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和构成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１ 循环系病 ３０３７ ３１９．９５ ３９．４４ 循环系病 １５４７ ３２０．４４ ３６．２２ 循环系病 １４９０ ３１９．４４ ４３．４４

２ 肿 瘤 ２４２７ ２５５．６９ ３１．５２ 肿 瘤 １５４１ ３１９．２０ ３６．０８ 肿 瘤 ８８６ １８９．９５ ２５．８３

３ 呼吸系病 ５９６ ６２．７９ ７．７４ 呼吸系病 ３７９ ７８．５０ ８．８７ 呼吸系病 ２１７ ４６．５２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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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４ 内营代 ３６９ ３８．８７ ４．７９ 损伤中毒 １７９ ３７．０８ ４．１９ 内营代 １９５ ４１．８１ ５．６９

５ 损伤中毒 ３６１ ３８．０３ ４．６９ 内营代 １７４ ３６．０４ ４．０７ 损伤中毒 １８２ ３９．０２ ５．３１

６ 消化系病 １８３ １９．２８ ２．８７ 消化系病 ７８ １６．１６ １．８３ 消化系病 １０５ ２２．５１ ４．３４

７ 神经系病 １１６ １２．２２ ２．３８ 泌尿生殖 ７２ １４．９１ １．６９ 神经系病 ５７ １２．２２ ３．０６

８ 泌尿生殖 １０２ １０．７５ １．５１ 神经系病 ５９ １２．２２ １．６９ 精神病 ５２ １１．１５ １．６６

９ 精神病 ９８ １０．３２ １．３２ 传及寄病 ４７ ９．７４ １．３８ 泌尿生殖 ３０ ６．４３ １．５２

１０ 传及寄病 ６４ ６．７４ １．２７ 精神病 ４６ ９．５３ １．１０ 肌骨结缔 ２０ ４．２９ ０．８７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和构成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专率
（１／１０万）

占死亡
总数
（％）

１ 肺癌 ６０９ ６４．１６ ２７．２８ 肺癌 ４４４ ９１．９７ ３１．１１ 肺癌 １６５ ３５．３７ ２０．５０

２ 胃癌 ２６４ ２７．８１ １１．８３ 胃癌 １７６ ３６．４６ １２．３３ 胃癌 ８８ １８．８７ １０．９３

３ 肝癌 ２０９ ２２．０２ ９．３６ 肝癌 １５１ ３１．２８ １０．５８ 乳腺癌 ８６ １８．４４ １０．６８

４ 胰腺癌 １７７ １８．６５ ７．９３ 胰腺癌 １０１ ２０．９２ ７．０８ 胰腺癌 ７６ １６．２９ ９．４４

５ 结肠癌 １６９ １７．８０ ７．５７ 结肠癌 ９９ ２０．５１ ６．９４ 结肠癌 ７０ １５．０１ ８．７０

６ 直肠和
肛管癌

１０８ １１．３８ ４．８４ 食管癌 ７５ １５．５４ ５．２６ 肝癌 ５８ １２．４３ ７．２０

７ 食管癌 ９３ ９．８０ ４．１７ 直肠和
肛管癌

７０ １４．５０ ４．９１ 胆囊肝
外胆管

４５ ９．６５ ５．５９

８ 乳腺癌 ８６ ９．０６ ３．８５ 前列腺癌 ５１ １０．５６ ３．５７ 直肠和
肛管癌

３８ ８．１５ ４．７２

９ 胆囊肝
外胆管

８３ ８．７４ ３．７２ 非霍氏
淋巴瘤

４０ ８．２９ ２．８０ 卵巢癌 ２６ ５．５７ ３．２３

１０ 脑、神经
系统

５５ ５．７９ ２．４６ 胆囊肝
外胆管

３８ ７．８７ ２．６６ 脑、神经
系统

２４ ５．１５ ２．９８

表３ 宝山区公立医院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２０１６年
门急诊
（万人次）

主　要　科　室

华山北院 三级甲等 陆翔路１０８号 ５９０ ７７．７２
妇科、普外、泌尿、骨科、眼科、消化、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呼吸、

心胸外科、风湿和职业病科、皮肤、五官、内分泌、肾病、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康复、肿瘤

九院北院 三级甲等 漠河路２８０号 ８００ ９４．３２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级甲等 友谊路１８１号 ７２１ １４４．０８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市一院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同泰北路１０１号 ５５４ ８４．６９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大场医院 二级乙等 环镇北路１０５８号 ４２５ ５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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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３ ５７．７８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精神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 三级专科 长江路８６０弄２５号 ４８５ ３．５６ 康复

仁和医院 二级甲等 长江西路１９９９号 ３８５ ９３．７１ 内、泌尿外、骨、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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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等　级 执业地址 实有床位
２０１６年
门急诊
（万人次）

主　要　科　室

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专科 盘古路３２３号 ４８０ ９．０７ 精神科

中冶医院 二级甲等 春雷路４５６号 ８５２ ４５．３０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老年护理院 一级未评 共和新路５４２５号 ２７２ ０．６６ 老年护理

民政老年医院 一级未评 富锦路６６０号 １０４ １．４７ 老年护理

建工老年护理院 一级 虎林路５２１号 １７７ ０ 老年护理

泗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虎林路４３９号 ３５ ４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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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２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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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４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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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５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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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３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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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４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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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３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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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西路１１３８号 ０ ４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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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１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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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号 ２０ ６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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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３６．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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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５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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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４３．１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大场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少年村路２１８号 ０ ２６．２６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潘沪路２８号 ４０ ２６．６０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东太路３５５号 ３７ ３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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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５３．４６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江苏省海丰农场 ０ ４．５３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罗　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北部）

■概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有南北两个院区，其中北部院

区位于宝山区漠河路２８０号。至年末，
北部院区有在职员工１２２５名，比上年增
加５３人。其中：医生 ３２５人，护士 ５８０
人；正高３６人，副高７９人，中级３７３人；
博士５８人，硕士 １９５人，本科 ４５８人。
全年医院门急诊量９４３１５８人次；年出院
３８３９８人次，平均住院日 ７９３天；手术
２４４６６人次，床位使用率９２１１％。医院
有临床科室３６个，核定床位８００张。麻
醉科副主任医师罗伟作为第八批援藏干

部人才支援日喀则人民医院，服务期为

１年。医院烧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俞
为获“上海仁心医者·上海市杰出专科

医师奖”，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郭涛获

提名奖。医院曹爽、陈俊?、陈培倩、傅

士博、沈晓君、史俊宇、王硕、杨雪、赵鹏

程、周双白、王健、田聪、张露露等１３名
住院医师获上海市优秀住院医师称号。

口腔综合科朱亚琴主任医师、普外科戴

谦诚副主任医师、内分泌科陈凤玲主任

医师获优秀带教老师称号。人力资源处

副处长黄芸获优秀管理者称号。内分泌

科护士长徐晓燕的论文“糖尿病图文式

药物教育手册”在２０１５年上海市护理学
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健康教育论文评选中

获三等奖。医院沈国芳当选为中华口腔

医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张志愿院

士当选为名誉会长。

■开展“天使恒爱，心系红河”义卖活动
　１月５日，医院团委在北部院区开展
“天使恒爱，心系红河”义卖活动。此次

活动由医院赴云南省红河州志愿者、眼

科医生胡海林联络，团委组织举办。通

过义卖、捐款，为红河州留守儿童和失独

老人献上爱心。活动共收到捐赠大小物

品８００余件，参与人次３００余人，筹得善
款１２０２０４元。

■“爱肝一生健康管理中心”成立　１月
１９日，医院感染科与中国肝炎防治基金
会合作公益项目“爱肝一生健康管理中

心”在北部院区正式揭牌，开启医院肝病

诊疗新模式。该项目由中国肝炎防治基

金会于２００８年设立，是对慢性肝病患者
进行管理、自助和关怀的公益项目。

■举行“慢性肾脏病一体化治疗”主题
宣教活动　３月１０日，医院肾脏科在北
部院区门诊三楼大厅举行“慢性肾脏病

一体化治疗”主题宣教活动。肾脏科主

任丁峰、学科带头人张薇、副主任沈波、

胡春与南北院区肾脏科医疗骨干参与宣

传，约１００名患者和医学爱好者聆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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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并进行医学咨询。

■医院介入科新病房启用　３月２８日，
九院介入科新病房在北部院区正式启用。

介入科于２０１５年３月成立，有医生６名，
其中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１名，副主任
医师２名（其中１人为硕士生导师）。开
展各类介入手术２０００余台次，包括神经
介入、血管介入、肿瘤介入及非血管介入

治疗等，特别是利用介入微创技术成功抢

救产后出血、消化道出血及严重咯血患者

数名。北部院区新病房启用后，介入科在

南北院区的病床共达４６张。

■医院第六批援滇医疗队返回上海　３
月，由姜小斌、李癑、朱丽、仝林、周为民

等５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院第二轮第六
批援滇医疗队返回上海，结束为期半年

的对口支援任务。医疗队在援滇期间共

诊疗住院患者 １８４３人次，急诊 ４１７人
次，开展手术 ４１例，疑难病例讨论 ５１
例，开展新技术新业务１０项，下乡义诊３
场共接诊４２０余人次，进行学术讲座２５
讲，业务培训１７２人次，教学查房１７次，
手术示教１５例。在滇期间，医疗队参加
迪庆州人民医院创建三级医院等级评审

工作和下寺庙送健康活动。

■举办“关爱儿童、关注健康”大型义诊
活动　５月２８日，医院儿科组织南北两
部专家在北部门诊二楼举办迎六一“关

爱儿童、关注健康”大型义诊，共接待家

长咨询８０余人次。

■“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第二门诊部”正
式启用　６月４日，北部院区举行“第九
人民医院口腔第二门诊部”正式启用仪

式暨大型义诊活动。院党委常务副书记

罗蒙主持仪式，党委书记沈国芳介绍口

腔第二门诊部筹备和试运行期间情况，

副区长陶夏芳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邱

蔚六、张志愿教授，区委副书记、区长方

世忠，医院院长吴皓等领导和医院相关

行政部门负责人、临床科室科主任等出

席仪式。义诊时段，张志愿院士和医院

各科室专家共为８００多名市民提供咨询
服务。口腔第二门诊部于５月９日在北
部院区开始试运行，开设口腔普通门诊、

专病门诊、专家门诊和特需门诊，配备牙

科综合治疗台３８张，手术室１间。

■医院肝脏疾病多学科诊疗中心成立　
６月２２日，由感染科牵头，普外科（肝胆

专业）、介入科、放射科、血液科、内镜中

心、麻醉科、输血科、肿瘤科、病理科多科

室共同参与的肝脏疾病多学科诊疗

（ＭＤＴ，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ｔｅａｍ）中心正式
成立。同时，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感染科肝脏疾病多学科合作论坛

第一期召开，大会由感染科主任许洁主

持，特邀请院内外专家教授出席并作学

术报告。

■上海市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揭牌
７月１２日，医院肿瘤科举行上海市癌痛
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揭牌仪式，副院长

马延斌与肿瘤科主任姜斌共同揭牌。医

院于２０１４年启动市级“癌痛治疗示范病
房”项目创建，通过医务处、肿瘤科、药剂

科、麻醉科、护理部、信息科等多部门协

作，邀请业内专家指导，组织团队学习培

训，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保证创建工作

顺利开展。创建项目先后通过上海市卫

计委组织的专家初审、现场复核考评，最

终创建成功。

■举办“九九重阳，爱老敬老”义诊活动
１０月８日，在北部门诊３楼举办主题为
“九九重阳，爱老敬老”义诊活动。活动

由眼科牵头，北部内分泌科、心内科、神

经内科、老年科、血管外科、泌尿外科等

科室参与。除常规专家现场咨询活动以

外，专门针对老年人开设包括眼科常规

检查（免费视力、眼压测量等），免费测

血糖、血压以及眼病、糖尿病、心脑血管

等老年病特色咨询，共有４００余名老年
人参与活动。

■举办联合国糖尿病日专家义诊活动　
１１月 １２日，由上海市医学会糖尿病分
会、内分泌分会联合北部内分泌科和眼

科共同举办办“着‘眼’糖尿病（Ｅｙｅｓｏ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２０１６联合国糖尿病日专家
义诊活动”在北部门诊 ３楼诊区举行。
来自内分泌科和眼科的多名临床专家联

合参加义诊，近２００名患者参与咨询。

■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　９月 ９日，上
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孙大红一行三人到

南部院区对医院申请冠名“上海市红十

字第九人民医院”进行现场实地评估。

原第三人民医院为上海市红十字冠名医

疗机构，是红十字会会员单位。两院合

并后，医院于６月向市红十字会申请将
原冠名更名为“上海市红十字第九人民

医院”。１１月２１日，医院举行“上海市

红十字第九人民医院冠名揭牌授旗仪

式”，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孙大红与院长吴

皓共同揭牌，吴皓接过代表红十字第九

人民医院的旗帜。１２月２１日，上海市红
十字会召集全市各冠名医疗机构举办

２０１６年度红十字工作培训交流会，医院
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冠名机构红十字工
作年度评估优秀单位。

■上海九院集团宝山医联体成立　１０
月１９日，宝山区政府与第九人民医院举
行合作签约仪式。区委书记汪泓，区委

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市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章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陈

睦，上海九院院长吴皓等出席签约仪式。

范少军和吴皓分别代表宝山区政府与上

海九院签署协议。此次签订合作协议，

双方以宝山区“十三五”发展规划与上

海九院发展战略为基础，探讨并寻求卫

生领域多方位合作机会。宝山区政府将

为上海九院在办院空间、科研经费、人才

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上海九院

将履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集团宝山医疗联合体职责，发挥

口腔、整形、头颈医学、骨科、生殖医学、

眼科等优势，通过多形式、全方位合作互

助，为建设“健康宝山”共同努力。

■南北院区部门整合　４月２５日，医院
召开干部大会，院长吴皓、党委书记沈国

芳、常务副院长方勇、副书记蒋秀凤、崔

勇、副院长张玲毅、吴正一、马延斌、王长

谦、王艳、刘艳、张金宁、李青峰等党政领

导，以及各科主任、支部书记、护士长、各

职能部门负责人等３００多人出席会议。
沈国芳宣读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

委、交大医学院有关原九院（北院）／第
三人民医院党政领导免职的决定和同意

九院部门整合岗位设置批复的决定，并

宣读中共九院党委关于九院南北部门整

合岗位设置的总体方案和部分中层干部

任职的决定。吴皓代表医院与首批 ２１
位科主任签约并颁发聘书。

■院领导当选人大代表　１１月，党委书
记沈国芳当选黄浦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副院长马延斌当选宝山区第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北部院区“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楼”建设施工项目正式启动　１２月 ３０
日，院长吴皓、常务副院长方勇、党委常

务副书记罗蒙、党委副书记崔勇等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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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以及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临床科室

主任、护士长近百人参加启动仪式。建

成后的规培楼为地上９层，地下２层，总
体建筑面积１５０００平方米，预计于２０１９
年６月竣工投入使用。规培楼建设将改
善医院全科医师、住院医师培训的教学

空间和生活空间，进一步优化医院医疗

空间的配置，改善医院整体学科布局。

（虞雯鸥）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爱国卫生与健
康促进工作，围绕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

大会“中国国家日”活动，推进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行动、城乡环境整洁行动，促进

人群健康与环境健康协调发展。开展宝

山区第二轮城乡环境整洁行动，坚持实

施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制度，在春节、国

庆、爱国卫生月、每周四等重点节假日，

组织爱卫志愿者，在全区各街镇、村居委

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活动。年内，月浦

镇、罗店镇、庙行镇巩固国家卫生镇工作

顺利通过全国复审考核，被重新命名为

国家卫生镇。庙行镇、大场镇、淞南镇、

吴淞接到４个街镇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上
海市健康社区先进”；永清路小学等１１
个单位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健康单
位先进”；吴淞街道西朱新村、友谊路街

道宝钢五村、淞南镇嘉俊花苑３个健康
自我管理小组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
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先进”；匡志芳等

２０人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健康城市
先进工作者”。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代表考察
区健康促进工作　１１月２１日 ～２４日，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上海举行。

１１月２３日是“中国国家日”。根据“国
家日”筹备工作要求，区健康促进办公

室整合全区各方资源，培育９个示范点
位（３个健康自我管理小组、３个健康促
进企业、３个健康促进学校）及部分区
域特色点位，组成３条不同特色的参观
线路，即健康宝山“魅力滨江线”“历史

文化线”和“民俗风情线”，展示区健康

促进工作及城市历史、自然、人文等亮

点特色。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

主任，原卫生部副部长、第九届全球健

康促进大会科学顾问委员会主任王陇

德调研宝山区“国家日”筹备工作。当

天，来自２１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
嘉宾以及国内代表、境内外新闻媒体共

３１人，到宝山区考察健康促进工作。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周志军等陪同参观

代表分成３个小组到３条参观线路进
行考察。

■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年内围
绕第五轮《宝山区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

动计划》，营造健康氛围，扩大辐射效应。

新建６个室内健康支持性环境（包括健
康社区、企业、机关、医院、餐厅和学校）

及１２个室外支持性环境（健康主题公园
１个，健康知识一条街１条，健康步道１０
条）。向全区７５万户家庭发放《上海市
民科学健身知识读本》（含健康哑铃手

柄）。编印《宝山区职业人群健康知识

读本》１万册，制作中医防蚊香囊、马克
杯、便签纸、卡套、围裙等健康宣传品，发

放至全区健康场所单位。全区共举办

１００人以上的各类健康大讲堂６０场，直
接受益群众近万人。开通“健康宝山”

微信公众平台，扩大健康促进宣传阵地。

组织开展各种健康促进宣传活动，如“真

情心连心，健康送企业”主题宣传、“中

医养生知识竞赛和健康技能传播”“幸

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健

康生活方式活动周开幕式暨“国家日”

示范场所健康风采展示活动、“健康单位

中医养生技能比赛”“我的１００个健康好
习惯”评选等活动。至年末，全区在册的

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共计 ４３６个，组员
６９２０名。

■实施公共场所控烟工作　利用各类主
题活动日开展各类控烟宣传活动。在牡

丹江路等区内主要商业街、户外电子屏

及宝山区政府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体平

台投播相关控烟公益广告。通过“上海

宝山”微信公众平台，开展“无烟环境立

法”公众调查问卷，有７４４名市民参与投
票，１６６名市民提出关于控烟工作的意
见建议。区健促办制作发放控烟宣传海

报、控烟宣传卡套、控烟便贴、控烟台卡、

控烟志愿者袖章（胸章）等实物宣传品。

以国家机关及其窗口服务单位、餐饮、娱

乐、网吧等为重点，强化控烟工作的检

查、执法、管控力度，定期通报控烟工作

巡查、执法检查情况。全年全区控烟执

法案例总数为３２例，金额１２５５０元。组
织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对区内政府

部门开展无烟机关督导检查，提升区控

烟工作整体水平。组建１２０人的控烟志
愿者队伍，对辖区内重点场所开展巡查。

■提升全区病媒防制水平　在做好常规
性、季节性消杀的基础上，开展多层次培

训和多阶段演练，举办区内病媒生物防

制知识及技能竞赛活动。年内，区组队

参加上海市病媒生物防制应急处置现场

演练，获一等奖。针对蚊虫高峰趋势，连

续开展８次地下设施积水环境蚊幼控制
投药工作，共控制雨水井、污水井、集水

井等地下设施积水３６７７万次，出动除
害人员４２００人次，使用控制蚊幼药物安
备５０７公斤。经效果评估，蚊虫平均阳
性率低于３％，达到预期效果。同时，以
“国家日”参观线路为重点区域，做好参

观线路及示范点位中的小区、学校、单

位、宾馆等周边虫害密度控制，制定防控

应急处置方案，保障“国家日”活动顺利

进行。为罗店、庙行、月浦、大场４个镇
添置２３辆统一配置的病媒防制专用车，
提高各地区病媒生物的日常督查和应急

处置能力。顾村镇除害服务站通过上海

市“Ａ”级除害服务站的检查验收，本区
ＡＡ（Ａ）级除害服务站达到７家。２月２３
日，召开宝山区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第五

届会员大会，完成协会新一届理事会的

换届选举工作。 （朱　燕）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协会成立
于２００２年，是由区内餐饮企业、企事业
单位食堂及与餐饮相关的机构、团体、企

业自愿参加的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业

务主管部门原为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宝山分局，２０１５年起为上海市宝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年内召开第五次会

员大会，完成协会换届，选举产生４１人
组成的第五届理事会，其中２６８％为新
任理事，臧书同连任会长。组织餐饮服

务烹饪比赛。扩大竞赛范围，在原有 ３
个厨师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中

式摆台和餐巾折花项目。区内２３家餐
饮企业６１人次参加竞赛，参赛单位和参
赛人数均比上年增加两成。组织食品安

全培训，全年培训从业人员４５６８人，培
训人数比上年增加２０８％。参与宝山区
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工作，向区旅游局

推荐试点旅游标准点化试点企业４家，
全部通过评估验收。反映企业诉求，就

长期困扰企业的差价水费问题听取会员

单位意见，并以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形式

向市、区人大提出建议。组织会员单位

优秀员工休养，协会和区总工会分别给

予３０％的补贴。 （吴　敏）

９５２

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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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体育
■编辑　孙　骏

文化艺术

２０１６宝山区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举行 区文广局／提供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文化馆（站）１８
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街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１６家；图书馆（站）２０家，其中
区级图书馆１家、街镇图书馆１９家，共
藏书１４８万册。区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主要有区文广中心、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区文

化馆、月浦文化馆、区图书馆等，总面积

６万余平方米；区级文化事业单位从业
人员３９５人。全区有１６个街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包括１９个街镇图书馆），总
面积 ７６６００平方米，从业人员 ３３５人。
有居民小区、行政村文化活动室４４６个，
面积５２４４０平方米，覆盖率达１００％。全
区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３５４３１２平方米。
有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含棋牌室）３７９
家，网吧１６２家，电影院２０家，印刷类企
业２３２家，音像制品、图书报刊零售 ９５
家，表演团体９个。区内有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９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７处、区
级文物保护点７０处、市级优秀历史保护
建筑２处。

■开展文化实事工程　围绕“春之樱、夏
之邮、秋之艺、冬之阅”文化四季品牌，提

升市民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全年开展

电影下乡４２００余场，文化下乡演出１００
场，文化资源配送１２８０余场（次），比上
年增加 ２８％。文化宝山和文化云平台
贴近百姓，全年发布活动信息 ２０００余
条。围绕“１５分钟文化圈”构建，完成２０
个“一村一居一舞台”政府实事项目建

设，全区总量达到１１４个，增长２１％。至
年末，区图书馆接待读者２１８７万人次，
文献外借总量达１０２８万余册，开展讲
座、培训２５０余场（次）。区文化馆与月
浦文化馆开展文艺活动、赛事、展览、培

训近１０００场（次），接待市民逾２００万人
次。在新一轮全国文化馆评估中，宝山

区文化馆、月浦文化馆均被评为国家一

级文化馆。２０１６上海市民文化节宝山
专场活动共举办１３万余场，增加６９％；
获５１个市级奖项，吸引参与市民逾１９０
万人次，增加 ５２％。拓展内涵，做专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做优“宝山大剧

荟”，有１０个剧种的１５场精品演出在宝
山上演。做深“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

划”，按照音乐、美术、文学、建筑、舞蹈、

戏剧、电影七大艺术门类共设置１００场
艺术导赏课程，参与市民达５万余人次。

■ ２０１６宝山区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举
行　围绕“春之樱、夏之邮、秋之艺、冬之
阅”文化四季主题，举行２０１６市民文化
节宝山专场系列活动，先后举办“３·２６
文化服务日活动”“５·１８国际博物馆
日”等各类文化服务活动１３万余场，共
吸引１９０多万名市民参与。举办、承办
上海市民手工大赛、“回家吃饭”市民厨

艺大赛、“新人新作”展演等各项市区级

赛事，获５１个市级奖项，其中群文原创
作品“石头缝中的小花”代表上海参加

全国文艺群星奖决赛。开展庆祝建党

９５周年宝山区群众文艺展评展演、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宝山市民优秀合
唱队展评展演等系列群文活动，坚持“名

团进民间、名家进民众”理念，与市剧协

开展惠民合作，邀请上海和外省市一流

的艺术院团到宝山演出，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乐享文化盛宴。京剧《贞观盛世》、

黄梅戏《女驸马》、话剧《一夫二主》、京

昆演音会《乱弹·三月》、皮影戏《花木

兰》、昆剧《紫钗记》、儿童剧《泰坦尼克

号》、越剧《甄》等１５部经典剧目轮番
上演，上万名宝山市民走进剧场，近距离

感受艺术精品的魅力。推出“市民艺术

修身导赏计划”，邀请全市各高校、剧院

等专家学者及演艺名家来宝山授课。

“宝山星舞台”活动着眼于宝山文化的

１６２



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以“星秀场”“星

力量”“星对决”“星光汇”四大板块作为

平台载体，在全区各街镇社区开展文化、

技能、教育、生活、学习等活动。记录并

宣传好宝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组织设计

展出１０大乡土文化符号，并拍摄１０部
３０秒非遗文化电视宣传片。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６日～４月３０日，《黑白的热血———张明曹抗战美术作品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展出 区文广局／提供

■“宝山大剧荟”走进百姓家门口　作
为区文广局与市剧协深入开展合作，创

新推出的全新文化惠民品牌，“宝山大剧

荟”让戏剧走进大众，用文化浸润生活，

坚持“名团进民间、名家进民众”理念，

邀请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木偶

剧团、上海儿童艺术剧院、上海淮剧团、

上海昆剧团、上海芭蕾舞团、赖声川《表

演工作坊》、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等多家

优秀剧团，到区文化馆、月浦文化馆、区

委党校等剧场为百姓演出，传承戏剧艺

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递中华优

秀艺术作品的巨大正能量。一年间，京

剧《贞观盛世》、黄梅戏《女驸马》、话剧

《一夫二主》、京昆演音会《乱弹·三

月》、皮影戏《花木兰》、昆剧《紫钗记》、

儿童剧《泰坦尼克号》、越剧《甄》等１０
个剧种的１５部经典剧目轮番上演，另有
淮剧名家梁伟平、越剧名家钱惠丽、昆曲

名家谷好好的戏剧讲座，吸引上万名宝

山市民走进剧场。“宝山大剧荟”以“提

高市民素养、提升文化品质”为目的，让

宝山百姓感受艺术、乐享经典，持续谱写

“文化四季、幸福宝山”的新篇章。

■“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受到宝山
市民赞赏　年内，市民艺术修身导赏活
动作为宝山群众文化工作的亮点之一，

在全市范围内首次创新推出公共文化服

务项目———宝山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

划，聚焦“以文化人”，按照音乐、美术、

文学、建筑、舞蹈、戏剧、电影七大艺术门

类设置课程，邀请到全市各高校、剧院等

专家学者及演艺名家来宝山授课，面向

全区、面向基层开展全民艺术普及，促进

提升市民经典艺术和优秀艺术的鉴赏水

平、审美能力。一年来，在友谊文化中心

的《微电影拍摄讲座》《海派清口与上海

滑稽》、在罗南中学的《如何欣赏舞台美

术与美术作品》、在月浦文化馆的《芭蕾

舞赏析》、在高境社区中心的《多元文化

视角下的上海城市与建筑》、顾村镇社区

中心的《城市生活中的诗歌精神》等共

计１００场艺术导赏课程深入社区、深入
基层，受益市民达５万余人次。引导培
育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兴趣，提升市

民的文化素养和欣赏能力，得到广大市

民的高度欢迎和真心点赞。

■举办２０１６年上海市民手工艺大赛　自
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由上海市民
文化节指导委员会指导，宝山区人民政

府、上海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主办，区文化

广播影视管理局、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上海市

群众艺术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

馆等单位承办，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木

文化博物馆、陶朴科技等协办“２０１６年上
海市民手工艺大赛”。该大赛以“十指秀

创意，妙手蕴匠心”为主旨，融入“创客创

意生活设计”理念，激发市民“匠人精神

＋创客精神”。凡在上海生活、工作、学
习的广大手工艺爱好者及团体均可报名

参赛，总计收到作品３０００余件，选出７４２
件作品进入市级评选。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４周年”系
列活动举行　１月２８日，“纪念一·二
八淞沪抗战８４周年”系列活动在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举行。活动开幕仪式上，

杨涌先生向淞沪馆捐赠抗战时期由田汉

作词，聂耳作曲，上海百代唱片公司１９３４
年出版的珍贵黑胶木唱片《毕业歌》。

台胞白中祺先生向淞沪馆捐赠淞沪会战

期间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使用的大刀。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栋睴，民革上海

香山书画社社员、画家孙康生向淞沪馆

捐赠油画《１·２８淞沪抗战》。与会领
导、专家学者及来宾共同参观“民族的呐

喊，中华的强音”抗战音乐珍贵黑胶木唱

片主题展。

■《黑白的热血———张明曹抗战美术作
品展》开展　３月２６日～４月３０日，《黑
白的热血———张明曹抗战美术作品展》

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展览。上海市老

领导龚学平，区委书记汪泓，区长方世

忠，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礼福，副区

长陶夏芳，张明曹先生家属张迪平、张定

国、张雷平、张淳等出席开幕活动。。开

幕仪式上，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礼福

首先介绍张明曹先生和展览基本情况。

张明曹先生家属代表、上海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淳致辞。

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

和张明曹先生家属共同为展览揭幕。张

明曹是中国著名版画家、国画家、连环画

家、美术教育家。展览共展出近５０幅作
品，是张明曹先生一生耕耘的代表作。

■ ２０１６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
启动　３月２６日，由宝山区人民政府、陈
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专业委员会共同主

办的２０１６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
季启动仪式在区图书馆举行。活动现

场，宝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礼福，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发行处处长忻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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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群艺馆馆长萧烨璎和少年儿童出版

社社长周晴为魔法童书会、上海阅读越

精彩青少年读书服务中心、爱阅屋绘本

阅读体验中心等首批１０家社会组织与
机构颁发“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

互动空间”奖牌。宝山区区长方世忠，上

海市教委副书记、副主任高德毅，上海市

文广局副局长褚晓波，陈伯吹儿童文学

基金会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周基亭和市民

代表共同为２０１６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
学阅读季揭牌。阅读季分为“文学创作、

经典品读、展示演示、学术交流”四大板

块，通过全年十余项、近百场各类主题活

动，打造中国儿童文学国际交流的高地、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园地、中国儿童文

学未来人才培养的基地。同时在宝山范

围内开展以“书香为伴，享受阅读”为主

题的“最美阅读空间”评选活动。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６日，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读书会”启动仪式在区图书馆举行 区文广局／提供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１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暨“记忆中的宝山———宝山味道”展览在宝乐汇生活
时尚中心举行 区文广局／提供

■ ２０１６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读书会”
启动　３月２６日，由新民晚报和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６上海市民
文化节“市民读书会”启动仪式在区图

书馆举行。启动仪式上，区委副书记、区

长方世忠与新民晚报总编辑陈启伟、市

文广局副局长褚晓波，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党委委员、副总裁李远涛共同按下仪

式启动球。作为 ２０１６上海市民文化节
的重头戏，市民读书会首场活动邀请著

名画家戴敦邦和作家沈嘉禄展开对话，

主讲题目为“戴敦邦，为老百姓和他们的

英雄造像”。以“留住记忆走进文化”为

全年贯穿主题的市民读书会，是面向所

有市民的“悦读·悦心·悦人”的聚会。

■陈化成纪念馆新馆开馆　５月１８日，
陈化成纪念馆新馆开馆。该馆坐落于淞

沪抗战纪念公园内，利用原孔庙大成殿

作为馆舍建成并对外开放，赵朴初题写

馆名。该馆 ２０１５年迁至大成殿东侧新
址重建，面积２１３平方米。陈列内容分
为“少年从军、历著战功”“临危受命、血

洒宝山”“民族英雄、名垂史册”等３个
部分，以多媒体现代化展示手段结合反

映鸦片战争的文物及史料，全面展示陈

化成英勇壮烈的一生。

■ ２０１６长三角地区公共图书馆读者服
务学术交流会举行　５月１９日，由上海
市图书馆学会、江苏省图书馆学会、浙江

省图书馆学会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６长三角
地区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学术交流会在

区图书馆举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图书馆学会专家及三地公共图书馆代

表、宝山区街镇图书馆代表、宝山区各中

小学校图书馆代表共２００余人参加交流
活动。来自江浙沪的有关方面领导向

２０１５年长三角地区论文获奖代表颁发
证书。此次征文活动征集到来自江浙沪

三个地区的省（市）、区（县）、高校、中小

学等各级公共图书馆等单位共１６２篇论
文，并由上海市图书馆学会聘请专家进

行评审和评优，最终遴选出５５篇征文入
选《论文集》。学术交流会围绕“互联网

＋：图书馆的传承与变革”主题，共同探
讨在“互联网＋图书馆”的大环境下，围
绕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功能创新以

及公共图书馆联盟等方面，如何为读者

提供全方位深层次服务，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 ２０１６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暨“记
忆中的宝山———宝山味道”展览举行　６
月１１日，２０１６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
暨“记忆中的宝山———宝山味道”展览

展示活动在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开幕。

开幕仪式上，现场嘉宾及罗泾农家糕点

“定胜糕”传承人共同为定胜糕点红。

历届区非遗传承人为第五批区级非遗传

承人颁发证书，同时将首发的《传承·宝

山味道》“记忆中的宝山”非物质文化遗

产系列故事丛书赠与区图书馆、区档案

馆、学校和学生代表。非遗传承人现场

展示非遗制作技艺，并邀请观众参与互

动。展览采用文字、图片、视频及实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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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展示宝山传统美食的独特魅

力。６月 １９日至 ２５日，“记忆中的宝
山———宝山味道”非遗展览在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展为期一周的展

示活动。

■龙现代艺术馆落地顾村镇菊泉文化街
６月１５日，顾村镇与上海谷风艺术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举行“龙现代艺术馆”入

驻菊泉文化街签约仪式。此次引进的龙

现代艺术馆位于菊泉文化街西部，建筑

面积近１２万平方米，集艺术品展览、收
藏、文化推广等功能于一体，内设上海中

国画院创作基地、艺术品拍卖馆等核心

区域和江南园林、影幻灯光等特色景观。

顾村镇菊泉文化街占地面积约６６７公
顷（１００亩），建筑面积２２５万平方米。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壮丽的丰碑———宝山区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群众文艺汇演”在区文化馆举行
区文广局／提供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水＋墨：当代艺术中的传统”展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区文广局／提供

■“壮丽的丰碑———宝山区纪念建党９５
周年群众文艺汇演”举行　７月 １日，
“壮丽的丰碑———宝山区纪念建党９５周
年群众文艺汇演”在区文化馆举行。区

领导汪泓、方世忠、张静、丁大恒、周德

勋、吴延风、杜松全、郭孝喜、朱礼福等出

席并观看演出。整场演出由“难忘的岁

月”“时代的召唤”“飘扬的旗帜”三个篇

章组成，通过歌曲联唱、诗朗诵、舞蹈等

表演形式，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
周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

■沪剧《挑山女人》四度晋京演出　７月
２０日～２１日，由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
中心创作的原创大型沪剧《挑山女人》

在北京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中国评剧

大剧院）两次演出，参加由中宣部、文化

部主办的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挑

山女人》并获由中宣部、文化部颁发的参

加“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证书与奖

牌。作为上海市唯一入选的剧目，沪剧

《挑山女人》此次赴京参加全国基层院

团戏曲会演，是《挑山女人》剧组自２０１２
年１０月首演以来第四度晋京，创下全国
现代戏进京演出纪录。

■举行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７９周年
活动暨《新四军从这里走出》专题展　８
月１３日是“八一三”淞沪抗战７９周年纪
念日。当日，抗战老兵、淞沪抗战史研究

专家、黄埔同学会、部队指战员、社区居

民、学校师生代表等近５００人汇聚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共同缅怀抗战先烈，悼

念遇难同胞。副区长陶夏芳出席仪式并

讲话。区文广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一川

和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馆长刘松

涛为《新四军从这里走出》专题展览揭

幕。展览分为“浴血坚持、谈判改编、铁

军出山、南方延安”四个部分，展览时间

为８月１３日～９月１３日。

■“水＋墨：当代艺术中的传统”展览举
行　８月３１日，由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
心、区文广影视局主办，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承办的“水＋墨：当代艺术中的
传统”展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

中国当代“新水墨”是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自２０１２年致力于学术研究的
方向，体现博览馆自身的学术水准和办

展特色。展览共展出张健君、李秀勤、王

南溟、黄国武、李周卫、刘永涛等中国艺

术家的２３件作品。

■“北京京剧院经典唱段演唱会”举行
１０月１５日，由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与区
文广局共同举办的“北京京剧院经典唱

段演唱会”在月浦文化馆上演。该演出

是第十八届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

空”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汇聚来自北京

京剧院旗下各大剧团工作室的名角。

“艺术天空”系列活动在宝山演出４场，
分别是１０月２１日的 Ｋｕｎｐｌｕｇ水磨新调
张军新昆曲音乐会、１０月３０日的上海越
剧院名家名段演唱会、１１月６日的美国
泡艺大师“魔幻泡泡秀”以及１１月８日
世界级名团意大利零重力舞团的现代舞

《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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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声独唱《石头缝中的小花》参加全
国第十七届“群星奖”总决赛　１０月
１７日，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选送，宝山区文化馆、杨浦区文化馆创

作演出的男声独唱《石头缝中的小

花》，参加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的第十

一届中国艺术节第十七届“群星奖”音

乐类总决赛。同时，由宝山选送的作

品《塔里木的胡杨》双人舞代表上海参

加中国艺术节历届“群星奖”优秀作品

展演。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７日，男声独唱《石头缝中的小花》参加全国第十七届“群星奖”总决赛
区文广局／提供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
区文广局／提供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宝山市民
优秀合唱展演举行　１０月２３日，“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８０周年宝山市民优秀合唱展演活动在
区文化馆举行。汪泓、范少军、李萍、周

志军、杜松全、王晓诚、朱礼福、李峻、袁

罡等区四套班子领导与近千名各界人

士、市民群众一起引吭高歌。来自１２个
街镇的优秀合唱队伍分别登台演唱《十

送红军》《四渡赤水》《长征·七律》等经

典老歌。展演活动后，区领导一行参观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宝山市民优
秀书法作品展”。

■华雯获第十五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
“文华表演奖”　１０月３１日，第十一届
中国艺术节闭幕式在陕西省西安市举

行。上海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主任、

国家一级演员华雯凭借沪剧《挑山女

人》中的精彩表演，获第十五届中国文化

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这是上海

代表团在该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评

选中所获的唯一奖项，也是上海地方戏

剧种获此殊荣的第一位艺术家。华雯此

次获奖，是她继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优秀表演奖”、

第十四届文华奖“文华导演奖”、第十三

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第二十届

和二十四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主角奖、中国戏曲现代戏表演突出贡献

奖、第二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

梅”后获得的又一项大奖，取得艺术成就

大满贯。

■ 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
画展揭幕　１１月１６日，“２０１６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在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幕。国际儿童读

物联盟执行总裁丽兹·佩奇，区委常委、

宣传部长朱礼福，副区长陈筱洁，２０１６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评委会成员等中

外来宾出席。此次插画展的主办方共征

集到国内外各类作品超过４００件，涵盖
油画、水粉、版画、数码绘画、陶土雕塑等

多种形式。

■ 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
式举行　１１月１７日，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在上海宝山国际民

间博览馆举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出版管理司司长周慧琳，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印刷发行司司长王岩镔，上海

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区

领导汪泓、范少军、张静、李萍、周志军、

朱礼福、王丽燕、陈筱洁等，陈伯吹之子

陈佳洱夫妇出席颁奖仪式。区委书记汪

泓在颁奖仪式上致辞。评奖活动于３月
启动，收到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参

选作品，包括单篇作品１２５篇、文字图书
７５种、绘本图书１９１种。经过三轮评选，
来自西班牙的玛利亚·耶稣·基尔获特

殊贡献奖，中国著名插画家朱成梁获年

度作家奖，１４种图书（作品）分别获年度
图书（文字）奖、年度图书（绘本）奖和年

度单篇作品奖三项大奖。

■“宝山寺传统文化保护高峰论坛”举
行　１１月１９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建
筑艺术研究所、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区文广局、罗店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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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办，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宝山寺传统木结构技艺传承馆共同

承办的“振兴中国传统营造技艺暨罗店

镇宝山寺传统文化保护高峰论坛”，在

宝山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

者３００余人参加论坛。论坛以“中国
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保护与发展”

为议题，针对传统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的保护及其价值、传统木结构的安全

性与稳定性等方面展开讨论交流。论

坛开幕式上，宝山寺被授牌“仿唐建筑

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项目”。“上

海宝山寺传统木结构技艺传承馆”同

时揭牌。

■举行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暨《侵华
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文物图片特展》　
１２月１３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参与
全国联动公祭，同步举行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来自宝

山驻区部队、学校和社区等社会各界

代表近３００人参加。结合此次公祭活

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与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海金

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联合举办《侵华

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文物图片特展》，通

过７０余件实物和 ５０余幅图片，从不
同角度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地区的

血腥暴行。文物收藏家张广胜，著名

传记文学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叶永

烈分别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抗

战文物日制彩织丝巾、日军相册和《申

江战焰图》。 （李永红）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图书馆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地　址 联系电话 图书馆 地　址 联系电话

杨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松兰路８２６号 ５６４９８５２５ 杨行镇社区 图书馆 松兰路８２６号 ３３８５０１０５

月浦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龙镇路８８号 ３６３０３８７６ 月浦镇社图书馆

龙镇路８８号 ３６３０３３７１

安家路３号 ３６３０３３７１

盛桥三村４８号 ３６３０３３７１

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陈行街１２３号 ５６８７１２５４ 罗泾镇社区图书馆 陈行街１２３号 ５６８７１２５４

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 陈功路７９９号 ５６８７１２５４ 罗泾镇社区图书馆 陈功路７９９号 ５６８７１２５４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美诺路１３１号 ５６８６２２３５ 罗店镇区图书馆 美诺路１３１号 ３３７００１９２

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 塘西街３６６号～３７０号 ５６８６２２３５ 罗店镇社区图书馆 塘西街３６６号～３７０号 ３３７００１９２

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共富路４７６弄 ５６０４３２９６ 顾村镇社区图书馆 共富路４７６弄顾村镇图书馆 ３３７１２６２９

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 富联路３６８号 ５６０４３２９６ 顾村镇社区图书馆 富联路３６８号 ３３７１２６２９

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 菊盛路９９弄７０号 ５６０４３２９６ 顾村镇社区图书馆 菊盛路９９弄７０号 ３３７１２６２９

大场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沪太路２０１０号 ６６６９１５２１ 大场镇社区图书馆 沪太路２０１０号 ５６４７３９９５－８４１１

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西路２６９７号 ３６３５９６６０ 庙行镇社区图书馆 长江西路２６９７号 ３６３５９６５７

淞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长江南路５８３号 ６６１８２１２３ 淞南镇社区图书馆 长江南路５８３号 ６６１８２６２３
６６１８２７１３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殷高西路２１３号 ６６１８５０１１ 高境镇社区图书馆 殷高西路２１３号２楼 ５６８２３７２５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 吉浦路５５１号 ６６１８５０１１ 高境镇社区图书馆 吉浦路５５１号 ５６８２３７２５

友谊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牡丹江路１２９９弄１号 ６６５９５２０１ 友谊路街道社区图书馆 密山路１０１号２楼 ５６１２６７３８
３６０７０６７７

吴淞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淞滨路３８５号３０５室 ５６８４２７７２ 吴淞街道社区图书馆 淞浦路４９２号３楼 ６６６３０３６６

张庙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通河路５９０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６３０６ 张庙街道社区图书馆 通河路５９０号 ６６２０６３０７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电影放映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放映地址 企业类型 放映类型 影厅数 银幕数 座位数

１ 希杰星星（上海）影城有限公司
大华路３４８号大华虎城嘉年
华广场３层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

内合资）
２Ｋ数字电影放映 ６ ６ ９４２

２ 晨威商业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军工路５１６９号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ｌ．３Ｋ数字电影放映（汽
车影院）

２ １１５

３ 大地影院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分公司
聚丰园路５７弄３号３Ｆ－１ 有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 ２Ｋ数字电影 ４ ４ ６４１

４ 大地影院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第二分公司
大华路５１８号５楼 有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 ３Ｋ数字电影 ５ ５ ９９４

５ 上海永乐股份公司宝山影剧院 友谊支路１８１号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２Ｋ／１．３ｋ流动数字电影 ２ ３ ３２１

６ 上海市宝山区文化馆影剧院 牡丹江路１７６０号 国有企业（分支机构）
３５ｍｍ胶片放映 ２Ｋ／１．
３ｋ数字影 ３ ３ ８８３

７ 上海影城宝山国际影城有限

公司

永清路７００号宝山体育中心
综合篮球馆一楼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２Ｋ数字电影 ８ ８ １５０３

６６２

文化·体育



（续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放映地址 企业类型 放映类型 影厅数 银幕数 座位数

８ 横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分公司
淞宝路１５５弄７１号 有限责任公司分支机构 ３Ｋ数字电影放映 ７ ７ ５５３

９ 上海宝山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一二八纪念路９３６号５号楼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ｍｍ 胶 片 放 映 ２Ｋ、
ＩＭＡＸ数字电影 １１ １１ １６４７

１０ 上海宝远影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牡 丹 江 路 ３１８ 号 Ｄ 幢

Ｄ４０１室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３Ｋ／４Ｋ数字电影 １０ １０ １２７３

１１ 上海梓石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殷高路６５号４幢３层３１１室 有限公司 ２Ｋ数字电影 ６ ６ ７６２

１２ 上海万画国贸影业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７７７号１楼１０２２１室 有限公司 ２Ｋ数字电影放映 ６ ６ ４２５

１３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文化馆 龙镇路７２号～９６号 全民 ３Ｋ／４Ｋ数字电影 ３ ３ ６３７

１４ 上海宝山通河影院管理有限

公司
通河路５３３弄２号第三层 有限公司 ４Ｋ数字电影 ６ ６ １１９２

１５ 上海缘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陆翔路１１１弄１０号３０１～３０７
室、３１０～３２０室、４０１～４１７室 有限公司 ２Ｋ数字电影 ６ ６ ８９１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三普编号 名　称 地　　址 类别 级别 存在／消失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１ 来龙桥 罗店镇金星村市一路１３０号（罗溪公园内）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２ 大通桥 罗店镇新桥居委亭前街弄口 古建筑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３ 丰德桥 罗店镇新桥居委布长街南端 古建筑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４ 积福桥 罗店镇王家村潘泾路１２０１号以东５００米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５ 钱世桢墓 罗店镇毛家弄村三树南路以东，圃南路以南 古墓葬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６ 宝善桥
友谊路街道临江公园居委友谊路１号（上海淞
沪抗战主题公园内）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７ 罗店红十字纪念碑
罗店镇罗溪村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陈伯吹中学
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８ 花神堂 罗店镇古镇居委赵巷西街１３６号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９ 石家桥碉堡 罗店镇拾年村石家桥２７号以北２米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１５ 梵王宫 罗店镇古镇居委塘西街桥东堍 古建筑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１６ 五房桥 罗店镇王家村五房桥９号东南侧７米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２１ 利用锁厂
罗店镇向阳居委东西巷街１２８号（老厂房位于罗
太路４５０号～４７４号）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２２ 潘家门楼 罗店镇向阳居委西西巷街４９号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２３ 三桥宅碉堡
杨行镇泗塘村三桥宅盘龙物资利用有限公司

（盘古路１１５８号）西侧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２４ 沙浦河 顾村镇广福村老卢宅至杨行镇八字桥村八字桥 其他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２５ 随塘河 罗泾镇新陆村杨家宅至月浦镇老石洞口 其他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２６ 走马塘 大场镇五星村胡家村至大场镇场中村 其他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３５ 胡庄村碉堡
顾村镇胡庄村李家老宅（泰和西路富长路西南

侧）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３６ 西浜村碉堡 杨行镇西浜村泰和路１７８８号西南侧１０米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３９ 友谊路碉堡 友谊路街道宝林五村居委友谊路３６号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０ 宝山十村碉堡
友谊路街道宝山十村居委淞宝路宝杨路南侧，宝

山十村１０２号～１０３号楼之间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１ 共和公园碉堡
庙行镇九英里居委场北路２３８号共和公园（九英
里社区）西北侧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７６２

文化艺术



（续表）

三普编号 名　称 地　　址 类别 级别 存在／消失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２ 庙行公园碉堡
庙行镇康家村刘场路长江西路东南侧（庙行公

园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７ 聚园桥村碉堡 月浦镇聚园桥村东南侧，毛家路徐家新村以东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４９ 万年桥
原位于大场镇桃园生产队１号对面，卫岗路桥岗
路东北侧２２０米。现位于大场公园内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０ 秦家店烽墩遗址
大场镇三星村红柳路山连路以东南（外环绿化

带内）
古遗址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１ 东南水关遗址 友谊路ｌ号（上海淞沪抗战主题公园东南侧）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２ 宝山孔庙大成殿 友谊路ｌ号（上海淞沪抗战主题公园内） 古建筑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３ 姚子青营抗日牺

牲处
友谊路ｌ号（上海淞沪抗战主题公园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４ 宝山坡墙遗址 友谊路ｌ号（上海淞沪抗战主题公园东南删） 古遗址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５ 山海工学团遗址 大场镇场南村大华路龙珠苑２００号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６ 吴淞炮台抗日遗址 友谊路街道宝山一村居委塘后路１０９号 古遗址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７ 上海少年村旧址 大场镇东街居委少年村路５００号（９４９６９部队）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８ 吴淞炮台遗址 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塘后支路２７号内 古遗址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５９ 梦熊桥 顾村镇白杨村白杨宅１０号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６０ 大场烽墩遗址 大场镇联合居委洛场路１００号部队营区内西侧 古遗址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６１ 大场公墓遗址 大场镇东方红村南大路１８弄１号～２号南对面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６４ 顾村节孝坊
上海市市辖区宝山区顾村镇谭杨村南潘泾东

１１号 古建筑 暂缓公布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６５ 杨行石牌坊
杨行镇杨泰一村二居委东街 ２５５弄口，义学桥
西首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６６ 无名英雄纪念墓

遗址

张庙街道通河七村一居委爱辉路１９８号（上海市
泗塘第二中学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６７ 庙行纪念村牌坊
张庙街道通河七村二居委一二八纪念路７０３号
西侧（锦辉绿园南门东侧）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６８ 高境庙纪念村牌坊

原位于殷高西路８８号逸骅集贸市场南侧出口处
约８米，现位于殷高西路北近逸仙路口（高境庙
纪念村牌坊广场）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６９ 马桥纪念村牌坊 大场镇五星村真陈路８０８对面约１５０米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７０ 顾太路４３５号住宅 顾村镇顾太路４３５号（上海宝山粮食储备库内）
２７号仓库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７２ 侵华日军小川沙登

陆处

罗泾镇川纪路１５８号（罗泾工业园开源物流公
司）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７３ 宝钢水库碉堡 罗泾镇花红村宝钢水库南侧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７５ 长春桥 罗泾镇肖泾村长春宅１４号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７７ 张华浜工场旧址
吴淞街道吴淞三村居委逸仙路３９４５号（东真船
舶工程有限公司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７８ 大中华纱厂和华丰

纱厂旧址
吴淞街道二纺居委淞兴西路２５８号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８５ 俭丰织染厂旧址 顾村镇沪太路顾村镇街６号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８６ 杨娥桥 顾村镇广福村北街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８７ 聚龙桥 顾村镇星星村刘老宅二队４０号南侧１０米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８８ 牌楼宅碉堡 杨行镇泗塘村牌楼宅２２４号西侧５０米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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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三普编号 名　称 地　　址 类别 级别 存在／消失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９０ 潘氏墙门 罗店镇新桥居委塘西街８号～１０号间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９１ 敦友堂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 ２８４号；亭前街 ２８８弄
５号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９２ 承恩堂 罗店镇向阳居委亭前街２９４号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９５ 沈氏旧宅 罗店镇新桥居委布长街２６弄ｌ、２、５号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９７ 万寿桥
杨行镇北宗村石浜东１３号以东３０米（杨宗路
２６８号对面） 古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０９８ 西街村碉堡
杨行镇西街村宝杨路３３６６号华亿包装有限公司
仓库南侧５米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１００ 杨行中学碉堡
杨行镇东街区宝杨路２８８８号杨行中学内（操场
东侧）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１０１ 行知育才学校旧址 行知路１８０号（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内）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存在

３１０１１３－０１０２ 远景村王宅 罗店镇远景村东小路西小塘子２号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文物保护点 存在

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一）民间文学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１ 萧泾寺传说 市级 ２ 顾村民歌民谣 区级

（二）传统音乐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１ 月浦锣鼓 市级 ３ 庙行江南丝竹 区级

２ 大场江南丝竹 市级

（三）传统戏剧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１ 沪 剧 市级

（四）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１ 顾村内劲一指禅 区级

（五）传统美术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１ 罗店彩灯 市级 ４ 高境布艺堆画 区级

２ 杨行吹塑版画 市级 ５ 大场易拉罐画 区级

３ 大场花格榫卯技艺 区级

（六）传统技艺

序号 项目名称（美食） 名录级别 序号 项目名称（美食） 名录级别

１ 刘行白切羊肉制作工艺 区级 ５ 宝山“鞋底”年糕制作技艺 区级

２ 罗店天花玉露霜 区级 ６ 大场白切羊肉制作技艺 区级

３ 罗店公大酱制品制作技艺 区级 ７ 宝山红烧
!

鱼制作技艺 区级

４ 罗店鱼圆制作技艺 区级 ８ 罗泾四喜风糕点制作技艺 区级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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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手工技艺） 名录级别 序号 项目名称（手工技艺） 名录级别

１ 罗泾十字挑花技艺 市级 ７ 蔡氏剪纸技艺 区级

２ 大场微雕微刻 区级 ８ 吴淞面塑制作技艺 区级

３ 友谊民间剪纸 区级 ９ 月浦竹编制作技艺 区级

４ 淞南蛋雕技艺 区级 １０ 淞南树根造型制作技艺 区级

５ 大场棕编 区级 １１ 宝山寺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区级

６ 俞氏百宝镶嵌制作技艺 区级

（七）传统医药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１ 白癜风、脱发中医药特色治疗 区级

（八）民俗

序号 项目名称 名录级别

１ 罗店划龙船习俗 国家级

档案
■概况　宝山区档案局、区档案馆、区委
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室是四块牌

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共设有８个科
室，人员编制 ３６人，实际在岗 ３３人。
２０１６年，全区共有档案一级指导单位８２
家。全年组织档案继续教育等专题培训

４次，全年培训２６７人次。年内，区档案
局连续第５年被上海市社会管理综合治
理委员会命名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单

位”。

■领导调研档案工作　１月４日新年上
班首个工作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

忠，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章俊荪，区委常委、区政法委书记

杜松全，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长朱礼

福，副区长陶夏芳一行，到区档案馆检查

指导工作，先后视察档案查询窗口、档案

库房，观看宝山名人展、档案珍品等。

■推进档案馆库建设　８月１９日，区档
案馆２０８０平方米档案租赁库房改造装
修工程通过验收，正式投入使用。组织

开展档案库房搬迁整合工作，完成近２８
万卷（件）档案、３１００箱图书资料馆藏布
局调整。

■征集开国将军钱信忠档案　年内，在
开国将军、原国家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家

属子女支持下，成功征集到钱信忠生平、

成果、书籍等７大类２７６９件珍贵档案资
料，并安全运达宝山。制定《宝山区荣誉

档案征集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向社

会征集荣誉档案，接收捐赠荣誉档案

３７０件（含电子件），其中国家级１４４件。
征集到“抗日一枝梅、金陵老藏家”宝山

籍新四军老战士、著名集邮家杨勇伟一

批珍贵档案史料。

■２０１６年区档案、党史、地方志工作会
议召开　３月２８日，区委、区政府召开
２０１６年档案、党史、地方志工作会议，总
结“十二五”工作，部署“十三五”规划和

２０１６年工作任务。市地方志办公室党
组书记、主任洪民荣，市档案局副局长、

市档案馆副馆长程绣明，区委常委、组织

部长吴延风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陶

夏芳主持会议。区档案局（馆）长奚玲，

区委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陈亮分别作工作报告。杨行镇、罗店镇

２家单位作大会交流。全区各单位档案
史志工作分管领导、办公室主任等 １５０
余人参加会议。

■开展区重点工作建档指导　加强邮轮
滨江带、南大生态区等重点地区的建档

指导，跟进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上

海樱花节等重大活动建档工作。至年

末，南大地区共形成各门类档案４２７４件
（卷、册），其中文书档案２６９８件、业务档
案２０４卷、合同档案１４４卷、会计档案６９
册、科技档案 ５５卷、照片档案 １０５９张、
光盘档案４４张、实物档案３件。加强对
改革过程中撤并机构档案流向的监管，

原招商办６８３件文书档案、原地区办２０４
件文书档案移交进区档案馆。主动跟进

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课

题，制发《关于修订街道机关文件材料归

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的通知》，

完成３个街道９３９８件文书档案的归档
指导工作。

■开展档案目标管理考核完善　完善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档案史志工作目标管理
考核实施细则，梳理、规范档案工作管理

制度，完成对全区８２家档案一级指导单
位的目标管理，综合评定出优秀单位１６
家、先进单位４７家。

■开展依法治档工作　全年落实职能转
变、简政放权要求，及时调整７项行政审
批事项工作流程，确定企业综合监管事

项清单２４项，完成行政责任清单汇总
２０９项。探索档案行政执法新形式，采
取专项检查和综合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２２家单位进行执法检查，提升档案行
政执法检查效力。

■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　围绕“智慧宝
山”建设，完善档案信息化建设顶层设

计，开展数字档案馆建设。通过市档案

局专家对宝山数字档案馆检测，摸清宝

山档案数字化现状，明确数字档案馆建

设方向。至年末，馆藏档案数字化率达

９５％，馆藏档案数字化目录２６０万条、档
案全文数字化１３００万页。抓住全区实
施无纸化办公的契机，探索无纸化办公

条件下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管理新机

制，电子公文归档率从 ４０％提高到
６３％，有４３家单位２２８１３件电子文件通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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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ＯＡ系统实现归档。

■提升档案安全保护和管理水平　加大
民生档案进馆力度，完成区人保局１７２０
卷民生档案进馆。深化馆藏档案开放鉴

定工作，完成１９８２年前馆藏档案的鉴定
工作，经鉴定有６３个全宗、２５４９卷档案
开放。与市档案局共同开展“国家重点

档案破损定级及分级保护模式研究”国

家级科研项目，通过对馆藏５４７０张抽样
纸质档案破损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形成

课题小结，探索实施馆藏重要档案分类

定级的标准和规范，提高重点档案抢救

保护科学化管理水平。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红色记忆 烽火相传———宝山区革命遗址遗迹寻访活动”在月浦公园
举行 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

■做好档案利用服务　年内组织实施民
生档案查询公共服务平台纳入全市民生

事务受理统一平台后的协调和衔接工

作，完成婚姻、学籍等８类民生档案拓展
和下沉社区服务工作，做好新增兵役、退

伍军人两类民生档案的调研准备工作。

年内，区档案局窗口共接待７０４７人次、
出证２８０９１张、利用案卷１１８０２卷（件）；
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接待查询

３７２９人次、出证１１１６５张。做好各单位
２０１６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材料的接收备
案工作，共接收纸质目录数１９５０件、电
子目录数１９９１件，纸质全文数１６８９件、
电子全文数１９６５件。

■开展档案文化宣传　围绕纪念建党
９５周年，紧扣“两学一做”教育活动，结
合６月９日“国际档案日”，以“红色丰
碑·档案见证”为主题，组织开展３大系
列７个方面宣传活动，先后在《宝山报》
推出“宝山档案中的红色记忆”“荣誉档

案：宝山奋进巨变的印记”“档案记忆：

学术大师在宝山”“追忆宝山红色起源”

４个宣传专版。《一德大药房里的秘密
情报战》《血染的纪念碑》入选 ２０１６年
市档案局《档案里的故事》（全市共 ８
个）巡回演讲“脚本”，《辛亥革命先驱袁

希洛的几件珍档》《听我讲妈妈过去的

事情———王一知的故事》等８０余篇稿件
先后刊发在《百年潮》《中国档案报》《上

海档案》等中央和省市级报刊、网站媒

体。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 ４０
周年之际，参与“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

课题研究，联系到参与救援的６名医疗
队员，整理完成课题成果“我们与唐山在

一起———刘志仲、王国良等口述”。４月
７日上海电视台播发《唐山大地震医疗
队，寻找获救上海小姑娘》新闻报道。７

月２２日在《解放日报》推出“４０年前，我
们奔赴唐山救援”口述专版。 （刘　娴）

党史研究
■概况　２０１６年，中共宝山区委党史研
究室（以下简称“区党研室”）开展党史

研究、党史资料征编、党史宣传教育、党

史遗址遗迹开发利用等工作。全年报送

宝山党史信息２０余条。年内，区委党史
研究室获上海党史报刊宣传“先进集

体”称号。《上海市宝山区抗日战争时

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获上海党史优

秀成果奖（著作类）；《从两进两出看沦

陷区与根据地的紧密关系》获上海党史

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从发生在宝山

的四个抗战史实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

战胜利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获上海党史

优秀成果奖（资政成果奖）；１人被评为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党史部门党史
工作优秀个人”。

■参与开展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系列活动
参与区“相聚党旗下———‘两学一做’知

识竞赛”活动，区党研室承担宝山区党史

党建知识竞赛中宝山地方党史试题的出

题任务，共出题１５０道，并协助完成整个
预决赛工作。

■启动《中共宝山历史实录（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编纂工作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和市第十
一次党代会召开，编写和宣传宝山区五

年发展党史，系统记录五年来在中共宝

山六届区委领导下，宝山区各项成绩及

重要事项，完成１５万余字数的图文稿。

■编纂出版《宝山党史资料汇编（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　系统研究和梳理中共宝山革命
史，征集宝山党史专题资料，在纪念建党

９５周年之际，汇集宝山近三十年党史工
作者研究成果，编写《红色足迹不朽丰

碑———宝山 党 史 资 料 汇 编 （１９２１—
１９４９）》著作。全书共３０余万字，１６０余
幅图片，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 １２月
出版。

■组织开展纪念建党９５周年宣传　编
写“五四运动在宝山”“宝山最早的共产

党组织”“宝山第一批共产党员”“宝山

第一个团组织”“吴淞工人与‘上海工人

三次武装起义’”等宝山党史资料，在

《宝山报》、宝山政府网、宝山党建网和

上海宝山微信、宝山办公业务网等媒体

上发布纪念建党９５周年专版和文章。

■开展口述采访工作　开展“吴淞国际
邮轮港建设”“以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区促生态城市建设”口述工作。完成

《打造滨江新城转型发展新引擎———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建设纪实》《传统工业

型城区的绿色转型》两篇口述稿，分别收

入６月公开出版的《口述上海改革开放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下）》。撰写８０００字“建
设钢铁产业转型邮轮产业升级的宝山”

一文，收入公开出版的《创新与转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上海发展报告》，为上海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献礼。

１７２

党史研究



■开展宝山党史宣传　利用多种平台，
开展宝山党史宣传。先后在《新民晚

报》《党史信息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

《宋庆龄给我的三封亲笔信》《五四运动

在宝山》《南方铁路工人运动领袖———

孙津川》《中共特科除奸英雄谭忠余》等

１８篇研究文章。到街镇开展党史宣传，
宣讲《追记峥嵘岁月》《中共建党与近代

上海社会》等讲座；在月浦公园上海战役

月浦攻坚战纪念碑，组织开展“红色记忆

烽火相传———宝山区革命遗址遗迹寻访

活动”；送“红色记忆”进军营，宣传红色

历史。 （郭莹吉）

地方史志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简称“区方志办”）秉持“修志问道，以

启未来”工作理念，落实《地方志工作条

例》职责，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

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推进宝山历

史文化建设，宣传普及宝山历史知识。

年内首次实行《宝山年鉴》出版印刷服

务项目公开招投标，最终由上海辞书出

版社中标。完成《宝山年鉴》（２０１６）编
纂出版。推进第二轮新方志编纂工作，

付印出版区内第一部街道志《张庙街道

志》；《高境镇志》正式出版；完成《罗泾

镇志》二稿、《友谊路街道志》初稿审读。

开展“百年宝山”《宝山史志（第十二

期）》编纂工作，利用高校人才优势，第

一次与复旦大学合作编写地情资料，形

成２０余万字研究初稿。在市志办帮助
下，基本完成区内公开（内部）出版地方

志书籍数字化工作。开展地方志法规宣

传活动，参与上海市“地方志知多少”网

络与微信有奖竞赛，与区委党史研究室、

区档案局（馆）共同举办宝山档案史志

进军营、进学校、进社区活动。完成《上

海市志·区县简况（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宝
山篇”初稿撰写。完成《上海年鉴》

（２０１６）宝山区分目组稿和编纂任务。协
助市方志办编纂《上海市地情导览》。

协助区委组织部开展纪念建党９５周年
相关活动，完成反映宝山区近五年重大

成绩的年鉴资料照片及说明的收集上报

任务。参与区文明办、区总工会、区体育

局等单位联合开展“幸福宝山路，文明修

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完成地图点位、

宝山人文资料的甄选编辑工作，并获活

动特别贡献奖。协助区委党史研究室做

好《红色足迹不朽丰碑》党史资料的编

撰工作。加强地方史料征集工作，赴外

省市征集革命史料百余件。加大区地方

志工作宣传力度，在上海市地方志网、宝

山区政府网、宝山公务员网、宝山档案网

等平台发布信息１５篇，撰写方志论文６
篇，先后刊载在《上海地方志》《上海年

鉴研究论丛》《年鉴的功能与作用论文

选》等相关刊物上。

■《上海市志·区县简况》主编莫建备
到宝山指导工作　１月２５日，《上海市
志·区县简况》主编、原上海市地方志办

公室副主任莫建备到宝山区地方志办公

室，指导《上海市志·区县简况》宝山区

篇编纂工作。莫建备与编写人员一起对

宝山区篇大事记进行逐年逐条讨论，并

要求大事记内容要反映改革开放３２年
来宝山的地域发展特色。

■到江苏省征集革命烈士资料　２月、４
月，区史志办副主任谭雪明一行先后到

江苏省南京市、淮安市洪泽县、盐城市大

丰区，征集孙津川、张贤、张越龙、张天明

等４名革命烈士历史资料。通过查阅烈
士档案史料、走访烈士生平战斗之处、采

访烈士亲属和当地有关部门及村民，深

入挖掘抗战史料和烈士事迹。共征集６
份资料、３本党史书籍，拍摄资料照片
３００余幅。

■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　３
月２４日，区委办公室下发《中共上海市
宝山区委办公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组

成人员的通知》（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７号），
在原有组成单位基础上，增加区文广影

视局、体育局、环保局、规划土地局、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水务局、市场监管局

等单位和宝山区各街镇、工业园区的行

政主要负责人为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委

员。区史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区地方志办公室。

■宝山区地方志进校园活动举行　５月
１８日，区地方志办公室（区委党史研究
室、区档案局、区档案馆）联合区文明办、

区教育局、月浦镇在月浦公园开展“红色

记忆 薪火相传”宝山革命遗址遗迹寻访

活动。此次活动采用纪念和历史宣传相

结合形式，把方志中记载的红色历史特别

是解放上海的历史故事送进学校。月浦

二小、月浦三小、同达小学、宝钢实验学

校、月浦实验学校５所学校２００余名师生
参加活动。整个活动在上海解放月浦激

战纪念碑前举行，全体师生和参加活动的

单位代表齐唱国歌、敬献花篮、默哀、诗朗

诵《我们来了———献给先贤先烈们的歌》

和高唱《歌唱祖国》。在十几位小小红色

宣讲员讲解下，师生们观看《红色丰碑·

档案见证》档案史志宣传展，重温上海解

放战役中宝山地区战斗过程。

■《宝山年鉴》（２０１６）首次公开招标并
出版　６月，区方志办启动《宝山年鉴》
（２０１６）出版印刷项目首次公开招标，最
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中标。１２月，《宝
山年鉴》（２０１６）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
出版。这是《宝山年鉴》创刊以来连续

出版的第２７卷。全书共１２０万字，设置
３１个部类、１７７个栏目和１５３６个条目，
表格 １７９张，图片 ２７１幅，附主题词索
引、表格索引、图片索引，全面、系统、翔

实地汇辑２０１５年度宝山区各方面发展
的基本情况。《宝山年鉴》（２０１６）被“中
国知识资源总库核心年鉴数据库”全文

收录。 （孙　骏）

体育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共有专职教练
４１名，注册运动员１３８０名。年内共举办
健身指导培训 ２３１场，受益人群 １９０００
余人次；新增社会体育指导员３５７人，各
级指导员再培训３００人，全区各级社会
体育指导员达到４１４８名，其中国家级９
名、一级 １３名、二级 ２００名、三级 ３９２６
名。完成 ６片社区公共运动场维修工
作，新建５条百姓健身步道和１２个健身
苑点，新建、改建２片多功能球场，编制
《宝山区公共体育设施专项规划》，区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１８４平方米。完成体
育彩票销售额２２２亿元，比上年增长约
１０８８％。完成区游泳场所夏季开放工
作，共接待泳客４１７０９０人次。天行健游
泳池、大场体育中心游泳池、行知中学游

泳馆被评为２０１６年上海市游泳场所开
放服务先进单位。

■推进体教结合工作　举办２０１６上海
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论坛。发挥体育

系统专业和场馆优势，通过专业教练进

校园，全年共组织５４名专业教练对教育
系统２４６名体育老师开展１０个运动项
目培训。在全区４０余所小学开展“人人
运动，学会游泳”活动，共有１０７３３名学
生参加。推进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建设，

新增３家市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指导
并协助东英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获国家示

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称号。举办宝山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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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小职校田径锦标赛、阳光体育大联

赛足球等项目比赛，共承办区阳光体育

大联赛１６项，有１４０支队伍１３０００余人
次参加。

■加强宝山体育中心运营管理　２月，
宝山体育中心被评为上海市三星级体育

旅游休闲基地，成为上海市唯一的场馆

类体育旅游休闲基地。全年共接待市民

群众５６９２万余人次，其中健身市民４２５
万余人次，公益性接待６７万余人次，实
现运营收入３１５５９万余元。先后举办
“海峡杯”篮球邀请赛、超级企鹅篮球名

人赛、“乐无极限———梦圆东方”２０１６东
方卫视跨年盛典、ＷＣＢＡ上海宝山大华
女子篮球队主场比赛、２０１６年区总工会
大型春季招聘会、第二届市民运动会各

项比赛、街球风暴市民篮球擂台赛、五星

体育广播篮球挑战赛等大型赛事及

活动。

■组队参加国际国内大赛　宝山乒乓球
运动员许昕获第五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团体冠军、里约奥运会乒乓球团体

冠军、第三十七届世界杯总决赛单打冠

军。射箭运动员吴佳欣在里约奥运会获

射箭个人第六名、团体第七名，在射箭世

界杯总决赛获个人第四名。在各项全国

比赛中，宝山区输送的运动员共获８金、
７银、６铜。

■举办２０１６上海坐标城市定向挑战赛
宝山赛区比赛　４月２３日，２０１６上海坐
标·城市定向挑战赛宝山赛区比赛在宝

山体育中心开赛。宝山区首次参与承办

挑战赛，以“幸福宝山之老厂新貌”“幸

福宝山之滨江新景”两条线路凸显宝山

转型创新发展成果，让比赛选手在老工

业厂房和创意园区体验穿越之美，饱览

自然情趣和人文情怀风光，尽享宜居宜

游宜业的滨江新貌。

■ ２０１６年上海定向运动研讨会召开　５
月１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上
海市体育局指导，上海市军事体育俱乐

部、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区教育

局、区体育局主办，区青少年科学技术指

导站、区体育总会、上海市定向运动协会

承办的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定向运动发展研
讨会在吴淞中学举行。与会嘉宾与专家

深入探讨定向运动对城市、对区域发展

的意义。研讨会由区体育局局长蒋碧艳

主持，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圣、副区长陶

夏芳出席研讨会并讲话，国家体育总局

航管中心副主任王雷出席。

■“ＬＯＶＥＲＵＮ爱跑魔都”情侣主题跑
举行　５月２１日，由乐视体育、区体育
总会和顾村公园联合主办的“ＬＯＶＥＲＵＮ
爱跑魔都”情侣主题跑在顾村公园鸣枪，

１３１４对情侣以跑步的形式度过一段５２
公里的爱之旅。市体育局副局长赵光

圣、副区长陶夏芳为比赛鸣枪。

■举办庆“六一”２０１６上海市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少儿体育活动开放日（宝山分

会场）　５月２８日，２０１６上海市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开放日宝山篮球嘉年华活动

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环廊举行，活动

吸引来自全区１６００余名学生与家长参
与。活动设有管弦乐、集体舞、篮球操表

演、抽陀螺、滚铁圈等趣味体育游戏，时

尚体育运动高尔夫、射箭，以及篮球、网

球等１８个体育项目。

■ ２０１６上海国际篮球文化高峰论坛召
开　８月２７日，２０１６上海国际篮球文化
高峰论坛在宝山召开。论坛由上海市第

二届市民运动会组委会、宝山区人民政

府、解放日报社主办，由区体育局、上海

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大华

女篮俱乐部承办，主题是“篮球文化和城

市活力”。虎扑体育董事长程杭、ＮＢＡ
中国副总裁王晔、上海洛克篮球公园创

始人戴富祺、国际著名篮球教练前 ＮＢＡ
球星ＡｕｄｉｅＪａｍｅｓＮｏｒｒｉｓ等作主旨发言。

■ ２０１６“海峡杯”篮球邀请赛举行　９
月１４日，２０１６“海峡杯”篮球邀请赛职业
组之战在宝山体育中心打响，坐镇主场

的上海玛吉斯男篮７８比６０战胜中国台
北裕隆纳智捷男篮。赛前，市委常委、统

战部长沙海林，市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黄永平，市台办主任李文辉，区领导汪

泓、范少军、沈伟民、王丽燕、陶夏芳等领

导专程看望球员，给大家送上节日祝福。

从美国参加完名人堂颁奖典礼的姚明也

亲临现场观看比赛。

■ ２０１６科普开放日科技体育嘉年华活
动举行　９月２４日，２０１６年宝山科普开
放日科技体育嘉年华活动在宝山体育中

心举行。开幕式上，科普开放日活动重

头戏———２０１６“创新宝山魅力都市”上
海宝山城市定向赛鸣枪开跑，有６００余
人参与。该赛程超过２０公里，将全民科

普、创新体验，与趣味性更浓的城市定向

运动相互结合，让参赛者在活动过程的

游戏中，加深了解宝山区内各处科普场

馆科普内涵，融探索性、趣味性、团队性、

健身性于一体。

■第三十一届里约奥运会宝山健儿表彰
座谈会召开　１０月８日，宝山区举行第
３１届里约奥运会宝山健儿凯旋表彰座
谈会。会前，上海市体育局巡视员郭蓓，

宝山区领导汪泓范少军、张静、丁大恒、

李萍等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会见参赛并

取得优异成绩的宝山运动员许昕、吴佳

欣及其启蒙教练。座谈会由副区长陶夏

芳主持，区长范少军致辞，区委副书记周

志军颁发奖章、证书。宝山奥运健儿许

昕与吴佳欣、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校长

曹燕华及奥运健儿培养学校、杨行镇、高

境镇、区教育局等有关单位进行交流发

言。会上还宣读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

联对奥运健儿的表彰决定。

■ ２０１６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挑战
赛举行　１０月２３日，２０１６上海罗泾·
美丽乡村徒步挑战赛在“生态旅游小

镇”罗泾镇举行。比赛由区体育局、区农

委、区总工会、区文明办、区爱卫办、区旅

游局、区文广局、罗泾镇政府主办，上海

三变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比赛分

３０公里徒步竞速赛、２０公里徒步赛以及
１０公里欢乐徒步赛３个项目，参与比赛
的选手人数达３０００余人。赛道集自然、
生态、绿色、美丽于一体，全长１０公里。

■ ２０１６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论
坛举行　１１月４日，第二届市民运动会
“凝心聚力携手起航”２０１６上海市青少
年体育公共服务论坛在宝山体育中心举

办。论坛由上海市体育局主办，区体育

局、区教育局、中琥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承办，东方体育日报、宝山体育中心管

理有限公司共同协办，以“政府、社会、市

场”三轮驱动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

系为主题。副区长陈筱洁出席论坛并致

辞。来自团市委、各区县体育局、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相关负责人，以及体育专家、

企业代表、家长代表和教练员、体育教师

等２００人参加，就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
内容和方式、政府与企业角色分工、国外

成功案例等展开讨论。

■举办２０１６上海市家庭马拉松举行　
１１月２０日，由体赞网主办，区体育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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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龙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

家庭马拉松系列赛———２０１６上海市家
庭马拉松在顾村公园举行，来自上海各

行各业的３００余个家庭、近千名跑步爱
好者们参加活动。 （段楚雯）

表５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市、区级体育传统学校分布情况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上海市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

学　校 项　目

同洲模范学校 击剑　手球　射箭　围棋　马术

杨泰实验 乒乓球　网球

宝山中学 篮球　健美操

实验学校 篮球　羽毛球

行知中学 田径　游泳

吴淞中学 游泳　桥牌　健美操　田径　羽毛球

上大附中 乒乓球　武术

实验小学 篮球　击剑

和衷小学 击剑　乒乓球

吴淞实验学校 桥牌　游泳　无线电侧向

上大附属学校 手球　足球

申华小学 足球　田径

罗店中学 足球　网球

淞谊中学 篮球　羽毛球

长江二中 武术　篮球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宝山区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

学　校 项　目

通河中学 足球　羽毛球

行知二中 足球　篮球

大华中学 足球　田径

月浦实验 羽毛球　手球

二中心 足球　羽毛球

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足球　乒乓球

红星小学 手球　篮球

顾村中心校 击剑　武术

海滨中学 游泳　花样跳绳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 足球　击剑

海滨二中 游泳

杨行中学 田径　棒垒球

教师进修学院附属中学 国际跳棋　国际跳棋

罗泾中学 田径

教师进修学院实验学校 花样跳绳　足球

求真中学 体育舞蹈　足球　国际象棋　桥牌

罗南中学 花样跳绳

月浦新村 航海模型　定向越野

罗店中心校 棒球

高境二小 花样跳绳　排球

永清路小学 击剑

大华二小 足球

同泰路小学 足球　国际象棋

广育小学 花样跳绳

虎林路小学 手球

罗南中心校 田径　射箭

江湾中心校 排球

一中心 羽毛球　足球

（段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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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治
■编辑　王素炎

警务
■概况　２０１６年，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围
绕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这一主线，深入推

进“平安宝山”建设，完成“２０１６上海樱
花节”、Ｇ２０杭州峰会、国庆６７周年、第
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等安保任务 ３９
批次、警卫任务６３４批次。至年末，全区
户籍总户数３８３１７４户，比上年增加７９６０
户，增 长 ２１２％；户 籍 人 口 总 人 数
９６４５５２人，比上年增加 １６５３３人，增长
１７４％。妥善快速处置北上海商业广
场、山信投资、建配龙、宝钢集团不锈钢

公司、金地艺境小区等群体性事件和不

安定因素 １２４起，涉及 ２３７５人次，化解
突出矛盾 １０起。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２８２３件，比 上 年 增 加 ２１５件，增 长
８２％，办结率为１００％。完成上级部门
交办的重点信访案件 ９６起，化解率为
１００％。区看守所全年收押各类违法犯
罪嫌疑人４５６９人，深挖各类线索４条，
查获“网上追逃”对象２人。区拘留所全
年收押各类违法嫌疑人 ３８３２人。２０１６
年，市民对宝山地区安全感评价为８２６５
分，对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为７８５１分，
分别位列全市第八、十一位。全区万人

“１１０”报警率为１８５７１５人次，比上年增
加７２５８人次；万人发案率为５２３５９人
次，减少８３１８人次。开展立功竞赛、宝
剑之星评选，举办“十佳贤内助”颁奖典

礼。推送各类新闻稿件２２８余篇次、新
媒体发布 １２００余篇次，发布各类博文
３１００余条。全年民警违纪率 １６７‰。
年内共有７９６名个人、２０家集体被记功
嘉奖，３０７名个人、６６家集体被通报
表扬。

■刑事案件侦破　坚持以严打整治为中
心，严厉打击盗窃、抢劫、诈骗、涉众型非

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开展刑事破案

打击会战、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等系

列专项行动。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２８２３
起，破案率为 ２５７０％。其中：侦破“八
类”（放火、爆炸、劫持、杀人、伤害、绑

架、强奸、抢劫）案件 １３７起，破案率
４８４０％；侦破抢夺案件 ６起，破案率
３７５％；侦破盗窃案件 １４０８起，破案率
２０２％；侦破毒品案件 １４０起，破案率
５９１％，缴获毒品２１千克。侦破各类经
济犯罪案件２４８起，破案率４４１０％，追
赃１４１８４万元；侦破诈骗案件１８９起，破
案率１３２％；侦破敲诈案件１７起，破案
率３１５０％；侦破其他案件６７８起，破案
率４７９％。全年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
疑人员４７５３人，刑事拘留４２５１人，分别
比上年减少 ２２４％、１９０％。抓获“网
上追逃”对象４３３人。

■社会治安管理　全面加强“三张网”
（治安巡逻防控网、武装应急处突网、群

防群治防护网）建设，围绕重点时段、重

点部位，启动群防群治力量等级响应机

制，增加巡逻防控力量和应急备勤投放，

提高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提升打防管

控工作效能。严厉整治涉黄、涉赌和危

害食药安全、污染环境等突出治安顽症，

打击涉黄涉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污染

环境等违法犯罪活动，开展缉枪治爆专

项行动，强化危爆物品管控，从严加强娱

乐服务休闲场所、寄递业等重点行业监

管。全年共受理行政案件 １５７４０５１起，
比上年增长 １２０４％；查处行政案件
１５６９５９９起，增加１２０８％。查处违反治
安管理案件 ７３４３７起，比上年减少
２８％，其中查处“黄、赌、毒”案件１５９２２
起，减少 ５６％。查处违反治安管理案
件人员５６６７人，比上年减少２１２％；行
政拘留４０１１人，减少２０９％。其中：查
处“黄、赌、毒”违法人员 ３７２４人，减少
３０３％；行政拘留２１５６人，减少３４５％；
强制戒毒 ４２０人，增加 ００１％。查处
“黄、赌、毒”违法场所９１７家（次），取缔

涉“黄、赌”窝点２３３处，收缴各类赌博游
戏机５１００余台，没收赌资１７３万余元。
收缴民用枪支４３支、管制刀具６２把、仿
真枪２１支、雷管１枚、弩４把。检查民
爆物品单位３６家（次）、易制爆化学品单
位１１２５家（次），检查剧毒化学品从业单
位２３０家（次）、放射性同位素从业单位
２７５家（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９５处，
处理违法单位１９家，收缴爆炸物品“鱼
雷”１０枚，提出整改意见３０条。

■公安行政管理　围绕人口调控三年攻
坚行动，以项目化方式推进重点工作，严

格居住证件办理和凭证服务，规范人口

管理和服务。全年共审批（核）户口材

料３９７６份，签发各类户口证件８２６３张，
受理群众申领、换领、补领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５２７８４张，制发临时身份证 １６５４３
张。登记来沪人员总数７９８３２５人，比上
年减少 １４７％；登记人户分离 ３２７６３６
人，减少４６６６％，其中人户分离净流入
３８２０５１人，比上年增加 ６６３９人，增加
２０７％；办理“上海市居住证”总数
２６７９４４张，减少 １４５％，其中临时居住
证１１１２２７张。推进户口登记管理专项
清理整顿，清理纠正户口登记项目差错

２１２９４个。加强出入境窗口软硬件建
设，全年共受理各类出国（境）材料申报

１４４５６６份，比上年增加７９％；境外人员
申报临时住宿登记１０１３１１人次（含港、
澳、台、华侨人员），增加６２％。侦破偷
越国（边）境案件２起，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员６人。查处境外人员违章住宿案
件７１９起，比上年增加４１５％；查处“三
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

就业）外国人５８起（其中非法入境案件
２起，非法居留案件２６起，非法就业案件
３０起），减少２１６％；查处骗取停留居留
证件外国人２９人，增加９３３％，行政处
罚６人；办理法定不准出境人员２１７７人
次，增加 １９９％。办理“上海市养犬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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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２０４８６张，比上年减少 ２７８张，减
少１４％。其中：控养犬１７５４６张，减少
１４％；农村犬 ２９４０张，减少 １４％。捕
捉无证犬 ３４８６条，比上年减少 ６０％。
培训物业保安队员２批２８２人，分别比
上年持平、增加６０％。培训学校、企业
内部保安队员５批８６９人，分别比上年
增加２５０％、８０％。

■交通安全管理　坚持严格执法管理与
源头综合治理并重，加强交通管理，强化

交通组织保障，加强事故防范，确保城市

公共安全有序运行。制订分局交通管理

勤务机制改革试点方案，优化调整交通

管理责任区大队划分，运用视频监控网

络和信息化手段配合开展道路交通违法

非现场执法，建立交警外勤部门与属地

派出所警情互通、警力互援、违法移交、

联合行动等队所联动机制，加强警种联

勤、部门联动。在全市率先实现保险行

业进驻参与交通事故调解，提升事故纠

纷调解成功率。结合“三治两去”（治

违、治堵、治污，去火灾隐患、去低效产

能）专项行动，推进街面执勤执法和道路

交通基础建设，完成智能交通二期项目

建设。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行

动，推进事故高发路段综合治理，严厉查

处“十大类”（机动车乱停车、违反黄色

禁止标线、机动车乱占道、机动车乱变

道、机动车乱鸣号、机动车涉牌违法、机

动车路口违法、机动车逆向行驶、五类车

非法营运、非机动车及行人违法）交通违

法行为，全年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１３９万余起。查处“五类车”（电动自行
车、电动三轮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外

省市号牌二轮摩托车、正三轮摩托车）违

法２３７１０起，暂扣移交 ２３７１０辆。暂扣
机动车１７４１６辆、非机动车１１９３０辆、驾
驶证３４０９本，吊销驾驶证 ２２９本，收缴
假证１４１本。查处行人和乘车人交通违
法１３４５３１起，行政拘留２１８人。路政审
批（各类住宅、道路等公建项目）３００件。
新增、改建路口信号灯７４个。核发“剧
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１４张，办理
“三超”（超长、超宽、超高）许可证５２０９
张，办理占、掘路施工交通安全意见书

４５５张。发放校车标牌８０张、交通安全
宣传资料１２万余份。全年共上报道路
交通事故１０１起，比上年减少３１８％，其
中死亡事故７４起，减少１７８％。全年因
交通事故死亡 ７４人，比上年减少
１７８％；伤３７人，减少５３８％；直接经济
损失１０２１万元，减少４６３％。全年共

完成交通保卫任务１０５次。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加强派出所三级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加强火灾防控基层

基础和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完成春

节期间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加强社

会面消防安全宣传，对全区１０８处消防
高风险点火灾隐患场所开展“去火灾隐

患”专项整治行动。全年派出所共出动

警力６５３万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３８
万余份，开展消防培训教育３００余次，组
织消防演练 ７９８次，检查社会单位 ５９
万余家次，发现火灾隐患２３０万处，督
促改正火灾隐患１９８万余处，刑事拘留
５人，行政拘留４４５人，行政罚款４６０８３
万元。全年发生火灾事故４４７起，比上
年减少８２０％；直接经济损失６３４７万
元，减少１３％，无人员伤亡。

■开展刑事破案打击会战　９月２３日～
１１月１３日，区公安分局组织开展刑事破
案打击会战。根据辖区治安形势和特

点，细化落实各项措施，通过增量加分和

完善“一案一奖”制，在分局主页开辟

“刑事在案打击会战”专栏，每周公布各

单位破案进展。通过视情召开阶段推进

会，开展分析评估，补齐措施短板，增强

刑事破案能动和针对性。其间，共破案

４９７起，其中刑事拘留５２３人，批捕３４４
人，起诉６２６人。

■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行动　
全面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行

动，以“最严措施、最严标准、最严执法、

最严管理”整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精

细化操作提升路口管理质量，在拥堵路

口、路段工程性改造、加装机非隔离设

施、中心隔离护栏等“小改小革”，以及

推进智能交通二期项目建设等措施，提

高道路通行能力。通过在１３条市区两
级重点路段漆画禁停标线，完善事故高

发路段标志标线，在全区加装１００套违
停抓拍设备，在所有警车、消防车及部分

公交车上安装５００套行车记录仪，扩大
执法覆盖面。组织开展“守法交通，文明

出行”主题宣传日、“百家运输企业责任

签约”，以及创建区级交通文明示范区等

工作。至年底，全区共发放宣传资料６０
万余份、通告入户２５万余家、发送交通
提示短信１１０万条，发布公安微博、微信
１７００余条，共查处十大类交通违法
１４５５万余起。在执法过程中先后发生
１１１起民警被侵害案件，刑事拘留袭警

嫌疑人员１１４人。

■整治机动车违法鸣号　年内，区公安
分局针对车辆违法鸣号现象多见于车流

量较大路段，路口车辆行驶较缓慢的特

点和规律，采取集中优势警力，集中 ２８
辆警用两轮摩托车，按照路段和时段进

行路面流动执法，做到“见鸣就罚”。从

战术运用、警种协作以及执法培训等方

面落实举措，注重执法实效。至年底，共

查处机动车违法鸣号２６４５５起。

■推进消防火灾隐患整治　推进“消防
高风险点去火灾隐患三年行动计划”，以

隐患清单为基础，以隐患彻除为目标，部

门联动，对全区１０８处消防高风险点火
灾隐患场所开展“去火灾隐患”专项整

治。累计出动检查组 ２３６４个次、人员
９１２５人次，共参与人数３１６６４人，发放各
类消防宣传资料３８３００余份，检查单位
１１３７１家，组织消防演练７９８次，发现消
防隐患 １４８４５处，督改火灾隐患 １５６７９
处，拆除各类违法建筑３５万余平方米，
约谈法定代表人３２８人、消防管理人员
３４０人，关闭商铺１００余户，清退违规住
宿人员９１３５人。

■探索社巡联动一体化运作机制　区公
安分局年内逐步在各派出所建立推广

“社巡合成、一体运作”联动机制，通过

对接职责任务，调整警务模式，完善工作

措施，使巡逻勤务有机融入社区警务。

巡逻民警按巡线设置划分到各个责任

区，与社区民警共同作为社区、街面治安

防控处突后备力量，以派出所综合指挥

室为枢纽，实行扁平化统一调度，并辅助

相应考核办法，推动两个警种强化联动

和条块联防，织密治安防控网，增强社区

警务实战效能，提升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

■侦破顾村“３·４”敲头抢劫案　３月４
日２２时５０分，顾村镇盛宅村新屋１６号
一杂货店内发生一起恶性抢劫案件，店

主赵某某（男，４６岁，安徽省无为县人，
系残疾人）被２名陌生男子用砖头砸昏
（后经诊断为颅骨骨折），其所经营杂货

店抽屉内４万余元现金被抢走。区公安
分局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３月 １８
日，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等部门指导下，

专案组在杨行镇湄浦村抓获江苏省阜宁

县籍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男，１７岁）、陈
某（男，１６岁）。经审讯，两人交代，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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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拮据，策划抢劫，趁被害人杂货店打烊

之际，以购物为由骗开门，随后用事先准

备的砖块将其砸晕后实施抢劫。该案被

评为２０１６年度“刑警８０３破案奖”银奖。

■侦破“５８同城”系列网络招工诈骗案
５月，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根据市公安局
指令成立专案组，查清一个利用“５８同
城”网站发布虚假信息实施招工诈骗的

犯罪团伙，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曹某某

（男，２５岁，安徽省寿县人）、许某某（男、
２８岁、安徽省巢湖市人）为首的 １６人。
经查，自４月起，该团伙在“５８同城”等
网站大肆发布虚假高薪招聘信息，诱骗

大量社会求职者缴纳“手续费”“培训

费”“服装费”等各类招聘费用，涉案金

额近１００万元。该案被评为 ２０１６年度
“刑警８０３破案奖”铜奖。

■侦破“５·２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２０１５年初，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侦支队
接到多起信访，称上海山信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以婚礼中心为名义对外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经初查，自 ２０１４年起，
犯罪嫌疑人施某某（男，５５岁，上海市黄
浦区人）以上海山信金融信息服务公司

上海婚礼中心为宣传点，向社会公众推

荐所谓Ｐ２Ｐ理财产品，许诺投资有１０％
～１５％的高额回报，签订《民间借款保证
合同》，向社会公众１３００余人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总计 ２０２亿元。另在侦查中
发现，其自１９９０年代起非法集资金额达
３亿元，此案涉案金额共计５亿元。２０１５
年５月２８日，区公安分局对此案立案侦
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３日，依法对涉嫌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施某

某、施某（男，２６岁，上海市黄浦区人）采
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２８
日，犯罪嫌疑人施某某被批准逮捕。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犯罪嫌疑人施某某等
１１名涉案嫌疑人被移送起诉。该案被
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上海经侦系统“经济犯罪
案件侦查破案精品案例”银奖。

■侦破“８·０２”信用卡诈骗案　６月，市
公安局宝山分局经侦支队从平安银行等

处获悉，多位客户银行信用卡被他人电

话挂失后补办，后被激活并在网上消费，

涉及金额５０万余元，有信用卡被冒用的
嫌疑。８月２日，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
４日，在金山区一居民小区内抓获涉嫌
信用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庄某某（男，２４
岁，山西省临汾市人），后陆续在天津、河

南、广西等地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 １１
人，涉案金额近千万余元。该案被评为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经侦系统“经济犯罪案件
侦查破案精品案例”铜奖。

■侦破“６·２９”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　
６月初，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友谊路派出
所在辖区开展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工作

时，发现一来沪人员临时居住证是从淘

宝网上购买，分局遂立案侦查。６月２９
日，分局在宝山、浦东、闵行、嘉定、松江

等区抓获涉嫌利用网络销售上海市临时

居住证的淘宝店主陈某（男，３８岁，安徽
省阜阳市人）、陈某某（男，２６岁，山东省
荷泽县人）等８人，以及购买伪造、变造
上海市临时居住证人员范某某（男，２４
岁，湖北省丹江口市人）等３９人，收缴伪

造、变造上海市临时居住证１０６本，涉案
电脑５台，涉案金额５万余元。该案被
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上海治安系统精品案
例”金奖。

■侦破“中集宝伟工业公司”污染环境
案　６月３０日，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治安
支队经过前期侦查，会同市环保执法总

队、区环保局、罗店派出所，在罗店镇月

罗公路１８８１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
内抓获涉嫌污染环境的犯罪嫌疑人刘某

某（男，５７岁，天津市河北区人）、钱某某
（男，５８岁，上海市宝山区人）、李某某
（男，３１岁，广东省汕头市人）、张某某
（男，４７岁，江西省赣州市人）４人。在现
场共挖掘出含油漆渣污泥（危险废物）

４４６吨，污水积液２２９吨，桶装废物１７６
桶（规格２００公斤／只）。经查，２０１５年９
月，犯罪嫌疑人刘某某（时任该公司人事

行政部经理）、钱某某（时任该公司人事

行政部基建主管）利用上海中集宝伟工

业公司内集装箱堆场地坪维修之机，指

使李某某〔时任汕头市建安（集团）公司

经理〕、张某某（施工队现场负责人）将

生产集装箱喷涂油漆工艺过程中产生的

沥青渣、油漆渣等固体危险废物直接填

埋于地下，造成地下土壤及水质严重污

染。经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采样测试及

环境损害评估，上述固体废物样品中监

测出二氯甲烷、二氯乙烷、甲苯、乙苯、二

甲苯、异丙苯等十余种有毒物质，严重超

过国家规定标准值，严重污染环境。该

案被评为２０１６年度“上海治安系统精品
案例”银奖。 （黄忠才）

表１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单　位 地　址 电话 邮编 单　位 地　址 电话 邮编

宝山公安分局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经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治安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刑侦支队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出入境办 宝杨路６２８号 ２８９５００８５ ２０１９９９

交警支队 湄浦路３３１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人口办 铁通路５１６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消防支队 ?川路２１１９号 ３６５５８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１

友谊路派出所 宝杨路６２８号 ５６６００８０８ ２０１９９９

通河新村派出所 通河路６８９号 ５６９９５８０８ ２００４３１

吴淞派出所 淞兴西路２０１号 ５６６７１０６９ ２００９４０

海滨新村派出所 同济支路５５号 ５６１７２６１５ ２００９４０

泗塘新村派出所 虎林路２３６号 ５６９９４１６６ ２００４３１

淞南派出所 淞良路１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３９１ ２００４４３

高境派出所 新二路１０１号 ６６１８０１１０ ２００４３９

大华新村派出所 真大路３０３号 ６６３９００９２ ２００４３６

杨行派出所 杨泰路１９８号 ５６４９２０２２ ２０１９０１

宝钢治安派出所 牡丹江路向北到底（近宝钢一号门） ５６６０２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０

庙行派出所 康宁路２２９９号 ５６４１６６１０ ２００４４３

罗泾派出所 陈川路２９９号 ５６８７１８０８ ２００９４９

大场派出所 上大路５００号 ６６１３４２７７ ２００４３６

祁连派出所 锦秋路１２３８号 ５６１３１１１０ ２００４４４

７７２

警　务



（续表）

单　位 地　址 电话 邮编 单　位 地　址 电话 邮编

双城派出所 淞宝路１１０１号 ５６１６７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０

顾村派出所 电台南路２号 ５６０４２２８４ ２０１９０６

刘行派出所 沪太路５２００号 ５６０２２００３ ２０１９０７

宝杨派出所 铁通路５１８号 ５６１００２３１ ２０１９００

罗店派出所 罗太路２３２号 ５６８６４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８

罗南派出所 南东路１０７号 ５６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９０８

月浦派出所 月罗路１６８号 ５６６４６４８２ ２００９４１

月新派出所 塔虹路１６６号 ５６９２０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１

盛桥派出所 塔源路２８８弄１号 ６６０３２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２

吴淞码头治安派出所 淞宝路５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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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８６０２１９ ２０１９０８

区拘留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６６８６０６０５ ２０１９０８

洋桥检查站 站沪太路９９１２号 ５６８７０８６３ ２００９４９

宝山区保安公司 泰和路２３９弄６、７号
５６５８２０５９
（经理室）

２００９４０

宝江保安公司 宝钢十村２３号
６６７８９１００
（经理室）

２０１９００

（黄忠才）

检察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人民检察院履行各
项检察职能，开展“找短板、补短板”专

项活动及“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活动，创

新细化各项司法改革举措，创一流业务，

建一流队伍，为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检察保障。全年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案件

１９７０件２７７０人，分别比上年下降２６％
和 ０２％；依法批准逮捕 １７９５件 ２４７５
人，分别下降１％和上升１６％。受理移
送审查起诉案件 ２５４６件 ３５７５人，分别
下降５２％和５２％；经审查依法提起公
诉２６４９件 ３８１１人，分别下降 ５２％和
３２％。受理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线索
５４件，初查５０件，查结４９件；立案侦查
贪污、贿赂等案件２１件２７人，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中新标准，大案率达５１８％；立案
侦查渎职侵权案件 ２件 ２人，均上升
１００％；同步介入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调查
２６起。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调查，制发书
面检察建议６份；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 ２６４６２次。立案监督 ６７件，上升
３４％；追捕到案５５人，上升２７９％；追诉
到案６６人，上升１７９％；决定相对不捕
１５６人，上升 ２４８％；决定相对不诉 ２６
人，上升 ２２５％。对监管场所进行安全
防范检察１０８次；受理在押人员控告、申
诉案件２０件；审查监狱呈报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材料６９２件，并对其中不
符合条件的１１０件提出检察意见，均被
采纳；派员出席减刑假释案件庭审 ４６
次。依申请、依职权开展羁押必要性审

查１２８人，其中向办案机关建议变更强
制措施４７人，均获采纳。受理各类群众

举报、控告、申诉等来信３４７件，接待来
访群众３９６批 ９４５人。年内，区人民检
察院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２０１６
年度上海市物业管理优秀示范项目；区

人民检察院２个部门、１４人次分别受到
最高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

宝山区委等表彰奖励。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依托由区纪
委、检察、税务、工商、公安、审计等单位

组成的区反腐败协调小组，强化与区有

关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加大对职务犯罪

打击力度，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

案件２１件２７人。重点查办教育、涉农
等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民

生热点领域职务犯罪，同时针对群众举

报集中、反响强烈的工程采购发包、动拆

迁等重点环节，安排办案力量进行查处。

教育和工程领域查处１０件１１人，动拆
迁领域查处２件４人。开展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围绕民生民利工程以及社会关

注的热点问题，先后在民生工程建设、农

村村民建房管理、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

理、药品、医疗耗材、医疗器械采购等环

节及领域开展预防调查，并针对政府管

理、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制

发书面检察建议及预防职务犯罪通报。

全年被建议单位建立、修改、完善各项规

章制度２９项。撰写的预防职务犯罪通
报“本市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推

进中廉政风险调查报告”得到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肯定。依托区反腐倡廉教育基

地开展预防宣传警示教育，全年共接待

参观３８３９人次。依托信息化手段加强
源头预防，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２６４６２
次，上升 １４７％。推进“廉洁文化进校
园”活动，对上海检察机关２０１２年以来

查办的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收

集、汇总和梳理，精选１８个典型案例，从
６个环节进行剖析，并结合调查报告，编
写《教育领域职务犯罪警示与预防》一

书及配套宣传手册。扩大预防宣传范

围，在宝山体育中心、区政府网站、杨行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宝山区航运

中心等处通过大屏幕投放公益宣传

广告。

■履行刑事检察职能　依法惩处各类刑
事犯罪，严厉打击严重危害人民群众人

身、财产安全的犯罪行为。成功办结游

戏机房敲诈勒索案、盗窃铌铁案（辩护律

师达２１名）、故意伤害、聚众斗殴案、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等一批重大疑难复杂案

件，依法惩处一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和

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批准逮捕６件１０
人。依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犯罪，在办理上海首例利用网

络贩卖ＩＳＯ国际标准案等知识产权典型
案件的基础上，对相关典型案例进行梳

理汇总，并向区内创新企业提出相关风

险防控建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

政策，对初犯、偶犯、未成年人、老年人犯

罪等依法慎捕慎诉，相对不捕１５６人，相
对不诉２６人。重视执法办案风险，做到
所有案件均开展风险预警评估，提升涉

检信访矛盾源头治理效果。深化涉法涉

诉信访工作改革，将６件当事人对一审
刑事判决不服且情绪激烈的信访案件，

依法导入刑事申诉办案程序，通过公开

听证方式进行释法说理，做出维持原判

决意见后，均未出现再访情况。深化刑

事案件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共对１５名
因犯罪侵害导致经济困难的被害人实施

救助。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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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法律监督　坚持把严格执法和
公正司法作为监督重点，年内共监督公

安机关立案 ６７件，比上年上升 ３４％。
加强对公安机关改变强制措施的监督，

纠正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不当２人。
严把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追

捕到案５５人，追诉到案６６人。结合高
检院部署开展的“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

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公安机关犯罪

线索３１件３７人，公安机关均立案。完
善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加大对

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和

运用证据的监督力度，对相关一类问题

提出书面纠正意见２７份。加强刑事审
判监督，向法院提出刑事抗诉 ４件，上
升３３３％，获二分院改判１件，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 １份。注重深化民事执行
检察多元化监督格局，审查一审判决、

裁定案件８件，审查审判程序违法案件
５件，审查民事执行案件９件，向法院发
出检察建议４份，法院对其中３份回函
并采纳。加强人权司法保障，重视保障

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依申请、依职权

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１２８人，其中向办
案机关建议变更强制措施 ４７人，均被
采纳。依法维护被羁押人员合法权益，

对监管场所进行安全防范检察１０８次，
受理、办结在押人员控告、申诉案件２０
件。审查监狱呈报的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案件６９２件，对其中１１０件以
检察意见书形式提出纠正意见，并实现

同步监督结果全部公开。支持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罪犯减刑、假释案件，派员

出庭监督 ４６次，全年宝山监狱无一例
在押罪犯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不服的信访件。强化基层执法活动监

督，完善社区检察工作制度，规范基层

执法活动。依托派驻杨行、罗店社区检

察室，加强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监

督，共入所巡查 ２７６次，调阅同步录音
录像４９件６０人，审查案卷４９件６０人；
制发监督文书６份，上升 ２００％。加强
对社区矫正活动监督，针对延期宣告、

拒不报到、重新违法等问题，制发检察

建议１０份、纠正违法通知书６份、检察
公函２份、检察意见书１６份。

■深化检察体制改革　作为第一批试
点单位，在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

行政人员三类人员分类定岗基本完成

的情况下，科学合理确定各业务部门检

察官、检察官助理、书记员的配置比例，

特别是配强配齐反贪、公诉、侦监等核

心一线业务部门入额检察官，确保完成

执法办案任务。从严入额检察官管理，

在全市先行一步，探索制定《检察官直

接办案若干规定（试行）》，对直接办案

的主体、案件类别、不同岗位人员办案

数量作出明确规定。加强司法公信力

建设，对内探索建立检务督察与案件管

理相衔接的动态监督机制，建立司法办

案重要情况信息沟通反馈渠道，采取案

管部门与监察部门联合督察方式，开展

司法行为规范化检查；对外深化检务公

开，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

民群众监督。全年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廉政监督员参加听庭评议、听取

检察工作汇报等 １２人次，邀请群众代
表参加检察工作公开审查、公开听证、

公开宣告等６０余次。接待律师９４３人
次，接受律师案件信息查询４０８５人次；
开放行贿档案查询，接受行贿犯罪档案

社会查询２６４６２次。

■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开展“打击
和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专项工作，

梳理２０１４年以来宝山区性侵未成年人
案件情况，形成“宝山区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情况调查与对策思考”专题调研报

告。与区公安分局、区妇联、区卫计委

签订《宝山区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医

疗救助合作协议》，在市第一人民医院

宝山分院建立医疗绿色通道，为性侵未

成年被害人提供身体检查、性病筛查、

身体康复、器官修复等治疗救助服务。

开展亲职教育专项工作，探索将亲职教

育作为观护帮教、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

察、不起诉跟踪帮教、不捕帮教中监护

人的附随义务，在监督考察期对罪错未

成年人及家长实行“六个一”工作法

（即签订一份承诺、制定发放一份须知、

进行一次对话、参加一次活动、观看一

部视频、参加一次培训）。推进“法治进

校园”活动，与区教育局会签《法治进校

园巡讲活动方案》，全年在区内 ５所中
小学开展“筑牢青春防线、远离违法犯

罪”等主题法治授课、法治宣传活动，向

师生发放未成年犯罪预防与保护宣传

手册３００余册。通过“两微一端”（微
信，腾讯、新浪微博，今日头条客户端）

新媒体，在“正枫心灵家园”微信公众号

向院校学生推送反映未检工作图文信

息１６期共计 ６４条。探索未成年人行
为矫正心理干预机制，与心理学教育机

构“一致心理”开展合作，制订“大树的

长成”未成年人行为矫治、心理干预成

长计划，对１９名附条件不起诉、不捕的
未成年人开展每月一次共６次主题矫
治成长辅导。 （李聪聪）

审判
■概况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３１０１３件，审结３０７８５件，比上年分别上
升１９０３％和 １８９１％；诉讼标的金额
７５８亿元，上升 ８９６％。定期召开审
判管理工作例会，提升审判管理效能。

注重对信息化的运用，着力破解制约审

判质效的短板问题。加强审判流程管

理，完善长期未结案件的预警、通报和

督办机制，逐步建立超６个月以上案件
庭长、分管院长分段管控和超 １２月以
上案件报审委会讨论的督办机制。加

强裁判文书上网管理，提高上网文书的

数量和质量。受理再审、重审和复查案

件３件，审结 ３件。加强审监成果转
化，编发审监简报６篇、审监工作建议３
篇。推进实务调研，“建立健全法官办

案责任制研究”课题中标上海市法学会

２０１６年招标课题并获立项，２个课题被
评为上海法院优秀调研课题，有１个课
题入围市民主法治优秀课题，两篇论文

获市高院奖励。做好案例工作，２个案
例被评为上海法院精品案例，１个案例
被评为上海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优

秀案例，１个案例入围第七届上海市依
法治理优秀案例。推进调研成果转化，

１４篇调研文章和案例被《上海审判实
践》等市级以上刊物采用。加强信息工

作，编发简报３８期，被高院采用１３篇，
报送每日情况１１０条，信息工作获上海
法院系统三等奖。发送司法建议 １９
份，审判白皮书 １份。推进信息化建
设，建成罗店刑庭、月浦法庭高清庭审

系统。建设立案信访窗口接待录音、录

像系统，更新安检访客机系统，开发、升

级审判大楼３Ｄ导航系统。健全信息安
全保障机制，配齐防火墙、入侵检测、漏

洞扫描、网络管理、防病毒等安全设备

软件，加大信息安全抽查频率，规范无

线网络设备使用，消除信息安全隐患。

加强后勤保障，完成罗店刑庭修缮工

作。规范档案管理，归档报结 ３０００６
件，庭审同步录音录像数据光盘归档共

计５９０４盘，与诉讼材料归档同步。健
全警务保障，提押刑事被告人 ３６００人
次，参与民事开庭１４次，参与强制执行
８０次，安全检查 １５２３０５人次，包检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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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６９２次，处置各类群访、闹访等突发
事件，出动警力 ６３８人次，送达各类法
律文书１２１１份。

■刑事审判　全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２３４５件，比上年下降５９７％。受理案件
中，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 ３１４件，下降
４５３０％，其中危险驾驶罪案件和交通肇
事罪案件分别为２４５件和５２件，分别下
降５１３９％和 １０３４％。受理侵犯公民
人身、民主权利罪案件 １７７件，下降
１２３８％。其中：受理故意杀人罪案件２
件，与上年持平；受理故意伤害罪案件

１１１件，下降 １４６２％；受理猥亵儿童罪
案件６件，与上年持平；受理非法拘禁罪
案件１８件，下降４１９４％。受理侵犯财
产罪案件５５４件，上升１５９０％。其中：
受理抢劫罪案件３５件，上升９４％；受理
诈骗罪案件６６件，上升２４５３％；受理抢
夺罪案件５件，下降３７５％；受理挪用资
金罪案件４件，上升１００％。受理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案件 ８８４件，收案上升
３６３％。其中：受理寻衅滋事罪案件２０７
件，上升４７８６％；受理妨害公务罪案件
１２２件，上升 ９６７７％。受理贪污、贿赂
罪案件１３件，上升６２５０％，其中受理受
贿罪案件１１件，上升８３３３％。受理行
贿罪案件１件，与上年持平。受理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９４件，下降１４５５％。
审结 一 审 刑 事 案 件 ２３４５件，下 降
６１６％，其中判决２３３８件。在审理结案
的案件中，当庭结案１８６５件，当庭裁判
率为７９５３％；适用简易程序审结 １８０８
件，简易程序适用率７７１％。因有法定
事由扣除审限审结２３件。审结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案件 ９２件，结案标的金额
５８４１３万元。依法审结辖区首例污染
环境案、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案和以虚假

诉讼为形式的诈骗案。严格排除非法证

据，防止冤假错案，提高疑难案件审判质

量。稳妥推进量刑规范化，确保量刑均

衡和公正。推进繁简分流，适用轻微刑

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审结４０４件，平均
审理天数为 ６２１天。适用刑事速裁程
序审结 ３２６件，当庭宣判率为 １００％，
９８４７％的案件经一审即息诉。运用远
程审判模式审结１７５件，节约司法成本。
加强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审结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案件９２件，被害人共获赔偿
款５８４万元。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协调
配合，１９３名被告人获刑事指派辩护法
律援助，基本实现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

件辩护律师全覆盖。至年底，尚未审结

案件５５件，与上年持平。

■民事审判　全年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含商事案件）１９３０３件，审结 １９０６２
件，比 上 年 分 别 上 升 ２０６７％ 和
２０３５％。受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２３２６
件，上升４２６％。其中：离婚纠纷、登记
离婚后财产纠纷、赡养纠纷、法定继承、

分家析产纠纷、探视子女权纠纷、遗嘱

继承纠纷案件分别为 １４９８件、１００件、
１５件、４１８件、１３１件、２０件、７８件，分别
上升 ４９％、２９８７％、２５％、２０４６％、
２９７％、６６６７％、２０％；抚养扶养关系
纠纷、抚育费纠纷分别为７０件、５１件，
分别下降５４％和２８１７％。合同纠纷
案件１３０５４件，上升 ２５４％。其中：买
卖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合

同纠纷、电信合同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

案件分别为 ２０１１件、２０８６件、６３８件、
１９３３件、３０９２件，分别上升 ２６６４％、
１３５５％、１３１２％、１４６５６％、７８９％；房
地产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租赁

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案件分别为９９
件、１５６件、５８９件和 １４５件，分别下降
５２４０％、４３０％、１０７６％ 和 ２６７７％。
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３８０９件，上升
１３５％。其中：财产损害赔偿、票据追索
权纠纷、股东权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和不当得利案件分别为１６９件、１５件、９７
件、２３６３件、５０件，分别上升 ０５９％、
７１４％、３４７２％、１０５８％和１１１１％；财
产权属纠纷案件持平；相邻关系纠纷和

特殊侵权纠纷案件分别为６５件、６５件，
分别下降 ５８０％、１３３３％。受理案件
中，包含申请公示催告、申请支付令、诉

前财产保全、认定行为能力、指定监护

人、撤销监护人资格、宣告失踪、宣告死

亡等适用特别程序案件 ３９０件，上升
７４１１％。审结各类民事案件１９３０３件，
适用简易程序审结１７３８５件，简易程序
适用率为９００６％。因有法定事由扣除
审限审结１１２７件，经批准延长审限审结
２７件。发挥人民法庭纽带作用，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淞南、月浦人民法庭下基层

巡回审判１０次。审慎处理涉“五违”整
治的２７家租赁户诉上海联动石材陶瓷
市场租赁合同纠纷等多起影响较大的案

件，保障区重点工作顺利推进。至年底，

尚未审结２１８５件，超过１８个月以上未
结案件９件。

■行政审判　全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２２９件，比上年上升１００８８％。其中：公

安、城建、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类分别

为５１件、３５件、９件、１５件和２件，分别
增长３７８４％、３４６２％、１２５％和 ２５％；
税务类案件为２件，增加２件。环保类
案件为１件，减少６６６７％。审结各类行
政案件２３０件，上升１０１７５％。其中，维
持行政机关决定、撤销行政机关决定、确

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驳回诉讼请求、

驳回起诉、移送和其他类型案件分别为

０件、１１件、１件、１０４件、１９件、０件和４６
件，以协调和解方式结案原告主动撤诉

案件５４件。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８７件，出庭
应诉率为４５８％。稳妥审查涉征收非诉
案件，服务全区存量动迁基地削减工作。

执结拆违、环保执法类非诉案件３７件，
协调化解率为７２９％，参与拆违、环保执
法专项研讨会６次，接受个案执法咨询
１１次。妥善处理区环保局申请执行陈
行饮用水源保护区６家污染企业停止违
法行为案件，化解僵持１３年的影响杨南
路工程建设的动迁老案。至年底，尚未

审结１１件，下降８３％。

■执行工作　全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８８６３件，比上年上升２４２５％。其中：刑
事类案件１８０件，上升１１９５０％；民事类
案件５６６３件，下降０３０％；行政类案件
９件，上升 ８００％；行政非诉类案件 １３５
件，下降４２８０％；仲裁类案件８３０件，下
降９９０％；公证债权文书类案件９５件，
下降５５４０％。连同上年存案执结８８７４
件，上升 ２４６７％，执结标的总金额
２７７９０３万元。其中：自动履行、终结和强
制执行分别为３２６２件、２８件、９７６件，分
别上升 ７４１％、１３００％、１６７％；其他案
件为２５３７件，下降１４５０％。加大执行
力度，采取司法拘留９９人次，限制出境
１５名，限制高消费８９０名，向社会公布失
信被执行人 ２０２６名，通过上海电视台
《庭审纪实》曝光１０例“老赖”，促使被
执行人履行裁判文书确定义务。严厉打

击拒执犯罪，３名被执行人被判处拒执
罪。构建道路交通等涉民生案件绿色执

行通道，道路交通专项小组收案 １７４８
件，结案１４６２件，集中发放８０件道路交
通赔偿执行案件共计一千余万元执行

款。通过欠薪保障机制执结案件３５件，
累计发放职工工资１６万余元。推进“上
海法院执行案款管理系统—ｅ号通”试
点工作，全面集中清理执行案款，涉及金

额６８４亿元，清理率 １００％，发还金额
６５７亿元，实际发还率 ９６％，位列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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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院第二位。深化与区公安分局建

立的被执行人委托查控机制建设，查控被

执行人 ６１人次，解决执行“人难找”问
题。继续与区拘留所开展“司法拘留矛

盾化解室”，提高拘留实效。引入远程提

审系统，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妥善执结罗

店镇四方村场地迁出案、罗店镇联合村场

地迁出案和顾村镇沪太路５００１号场地迁
出案等多起涉市、区重点工程、多次转租

且矛盾复杂的动拆迁执行案件。至年底，

尚存各类执行案件７３０件，上升３８４％。

■少年审判　受理并审结未成年人刑事
和民事案件 ２１９件，比上年均下降
５６％。重视帮教挽救，推进合适成年人
全方位参与诉讼，对于没有委托辩护人

的未成年被告人，实现指定辩护全覆盖。

严格执行轻刑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封存

比例达１００％。创新工作平台，启用“护
航青春工作室”，发挥调解谈心、观护会

见、心理干预和法制宣传功能，为未成年

人案件审理及权益保护工作创建良好的

工作平台。延伸审判职能，与区检察院、

团区委和教育局签约共建宝山区未成年

人法制宣传教育项目，推进开展未成年

人普法教育活动。指导辖区学校参加

“春天的蒲公英———小法官网上行”少

年模拟法庭展评活动，获全市二等奖。

到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开展帮教回访

活动，巩固审判效果，预防重新犯罪。少

年庭被评为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

进集体。

■司法为民　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建设，
构建电子送达系统，完善电话、网络、微

信三大分平台功能，推动诉讼服务线上

与线下结合、端口与窗口对接，实现网上

信息技术服务与窗口传统服务的全面对

接。接听处理１２３６８诉讼平台来电６１５７
件次，为群众参讼办事提供便利。加大

对社会弱势群体及特殊群体的救助帮扶

力度，共对２５名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
缓、减、免交诉讼费 ２６７３万元。开通
“上海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实现网上立

案５７２件。全面运用新升级的涉诉信访
３０管理系统，定期发布《信访动态》《信
访摘要》，完善案件风险评估和预警。加

强日常信访接待，院庭领导接待群众来

访１４９人次，处理群众来信２９０２件。深
化以律师为主体的第三方专家库参与矛

盾化解，创新信访矛盾化解方式。促进

大要案矛盾化解，配合区“李卫星案”联

合工作点，做好矛盾化解工作。落实市

人大转办涉执行信访专项治理工作，梳

理研判２０１４年以来３２件涉执行信访件
并全部处理完毕。制定《宝山法院诉调

对接中心管理办法》，完善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中心收案并调解成功３０７２件。
开展交通事故诉前调解确认工作、巡回

审判点司法确认工作和诉前委托司法鉴

定工作，拓宽诉调对接渠道。成立“消费

纠纷巡回审判点”，构建道路交通事故案

件调解“一站式解决”机制和物业、电

信、居间类案件调解“社会力量参与”机

制。全面落实市高院《关于规范小额诉

讼审判工作的实施细则》，确保小额案件

审理质量，共受理 ４６６２件，审结 ４６６５
件，分别上升２１４％和２１５％。继续推
进法官便民联系点服务，参与基层矛盾

化解，辖区１２个便民服务站点参与非诉
矛盾化解５５４件。加强审判流程公开、
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三大平

台建设，上网裁判文书７８８５篇，判决书
附录法律条文８９２１篇，主动接受社会公
众监督。在人民法院报、上海法治报等

报刊发表报道５０篇，在微信公众号“浦
江天平”发表７篇，被各电视台采用电视
专题片、新闻共计１１次，在中国法院网、
新民网进行庭审视频和图文直播７５次。
做好网络阅评和法院官方微博维护工

作，发布信息６４００条，凝聚粉丝１１６万
人。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１２次，邀请
社会公众３４６人次参观法院。以“新形
势下大学生涉财产型犯罪”为主题，参加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法院院长在线》直

播访谈。组织法官到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宣传讲

座，到济光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大学生涉

刑事案件成因分析及常见罪名概述”专

题讲座。拓宽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工作

广度和深度，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案件

３２９７件，陪审率达到９８１５％。

■推进司法改革试点　司法责任制改
革，开展审判长资格确认和缺额选任工

作。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将院庭长

和审委会委员全部编入合议庭，办理重

大、疑难、复杂案件，全年共审理案件

５０７５件。加强对审判权行使的监督和
管理，建立未入额法官裁判文书审核制

度。完善审判责任追究机制，实行１２个
月以上未结案件上审委会汇报制度。每

季度由审监庭提出对二审改发案件的差

错责任评定，经审委会讨论评定差错等

次和认定责任，落实办案责任。基本建

立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制约

有效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有序推进人

员分类管理改革，推进法官入额工作，审

判人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比

例为３∶５∶１，法官人均结案达２７２件。法
官助理参与办案８４４２件，调解成功７６２
件，起草裁判文书７４７８份。以法官为核
心，以法官助理、书记员为辅助，以司法

行政人员为保障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基

本建成。落实市高院执行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动员大会精神，健全完善执行工作

体制机制。在院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下设立执行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办公室，

由分管副院长任主任，负责执行体制改

革推进工作。制订《宝山法院执行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改革重点

工作及具体推进路径。设立执行裁判

庭，推进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两权

分离，统一归口行使执行异议裁决权、执

行复议裁决权及涉执行诉讼裁决权。在

院法警大队设执行司法警察中队派驻执

行局，选任中队长一名，专门配备６名司
法警察，负责执行警务保障工作。审委

会研究制订《宝山法院执行局执行人员

职责的若干意见》，厘清执行局长、科长、

执行长、执行法官助理、书记员（文员）

及执行司法警察的基本岗位职责。建立

完善执行工作考评制度，强化执行案款、

物品处置监督。改变执行法官单独办案

工作机制，建立执行长负责制下的“１＋
Ｘ＋１”执行组办案模式，即 １名执行长
＋Ｘ名法官助理和书记员 ＋１名司法警
察，确保执行办案规范有序。加快推进

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建立规范高效、反应

快捷的执行指挥系统。推进庭审实质化

和改革庭审方式。加强与区公安分局、

检察院、司法局等部门沟通，落实证据裁

判规则，推动提高证人、鉴定人出庭率和

律师辩护率，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

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

用，确保侦查、审查起诉案件经得起法律

检验。推进“难案精审、简案快审”，引

导简单、小额民事案件通过简易程序快

速办理，简易程序适用率８４６２％。
（张黎华）

司法行政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司法局把防控风
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放在

突出位置，履行司法行政职能，推动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以化解社会重大矛盾和

维护社会稳定为出发点，参与区重大事

件应急处置工作；深化“大调解”体系建

设，继续拓展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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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持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预警专项活

动；继续规范社区矫正中心制度建设，提

升执法管理水平，创新社区矫正与安置

帮教工作方法；服务民生，拓展法律服务

与法律援助覆盖面；弘扬法治文化，全面

启动“七五”普法工作，深化普法和依法

治理工作，提升普法实效。年内，局办公

室施翔获“第五届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区司法局获“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称号，

张庙司法所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巾帼文
明岗”称号，张庙司法所潘周洁、庙行司

法所杨磊、杨行司法所袁忠获“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
教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利歌律师事务所

孟山获“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优秀志
愿者”称号，江南律师事务所陈秉惠获

“上海市‘两新’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称号。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法制

特勤组》栏目先后播出《逃离家暴的妻

子》《谁“监视”了我的家》等反映宝山司

法行政工作的节目。《中国法援》《上海

法治报》《宝山报》等媒体刊登报道宝山

区司法行政先进信息１８篇。全年司法
行政队伍无违法违纪行为。

■参与区重大突发事件善后处置　整合
司法行政系统资源和力量，以律师和司

法所人员为骨干，先后参与处置宝山工

业园区爆炸事故、高境恒高变电站群体

矛盾、庙行婚礼中心经济纠纷等重大突

发事件、群体性纠纷、信访老案化解工

作。参与完善罗店村级不动产租赁合同

审核工作、大场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作，

探索司法行政系统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

与渠道。在重大节点日及重要会议期

间，各类被控人员未发生任何影响区社

会稳定的事件。年内共参与化解区突发

事件、群体性纠纷、重大矛盾３４件，涉及
２１０人次，承办区信访办等部门转办、百
姓求助信访等案件４５件。司法所共参
与化解地区重大矛盾纠纷９４件。

■加强人民调解　每月及重大时间节
点开展矛盾纠纷专项排查活动，确保社

会面安全稳定。发挥司法调解、行政调

解、人民调解联调作用，在医患纠纷人

民调解工作上，与区法律援助中心建立

医患纠纷“援调对接”机制；在道路交通

事故赔偿纠纷人民调解上，提升“人民

调解、法治宣传、保险咨询、法律援助、

诉讼指引”的“五位一体”纠纷解决效

能；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消费争议

委托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拓展委托人民

调解工作端口；在街镇物业纠纷、涉校

纠纷人民调解上，及时将适宜调解的纠

纷导入人民调解平台；在劳动争议、信

访事项、民事案件人民调解上，继续规

范委托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在治安案件

委托调解和刑事和解案件人民调解上，

与办案机关密切配合，加强工作协作。

优化提高人民调解队伍保障建设，制定

《宝山区人民调解员办案补贴工作实施

办法（试行）》，落实人民调解员办案补

贴。开展“寻找最美人民调解员”摄影、

征文、诗歌评比活动。年内，全区共受

理各类矛盾纠纷 １３１１３件，调解成功
１３０４１件，调解成功率为 ９９４５％。医
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启动专家咨询占

比超三分之一，协议履行率 １００％。共
落实２１个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公安
派出所调解工作室，建立 ８０个村居人
民调解工作室。

■开展普法依法治理　继续推进法治
城区创建工作。制订“增强法治观念，

共同尊法守法”法治讲座菜单，开展依

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开展民主法

治优秀论文和依法治理优秀案例征集

评选工作，协同区政府法制办开展依法

行政示范项目评选活动。遴选的《以

“失信”制度助推破解“执行难”》被评

为第七届上海依法治理优秀案例。出

台区“七五”普法规划和决议，召开“六

五”普法总结暨“七五”普法动员大会，

正式启动区“七五”普法工作。年内围

绕重点对象、重点领域开展普法工作，

编印《学法参阅》，组织６００余名处级领
导干部开展网上学法测试。以“反家暴

法”施行为契机，开展“远离暴力行为，

守护温馨家园”主题宣传月活动。以营

改增试点工作为契机，联合区税务系统

启动“学法守法纳税惠己”专题普法活

动。依托轨道交通 ７号线和“宝山法
宣”“上海市宝山公证处”“上海市宝山

区法律援助中心”３个官方微信公众号
平台，围绕“阳光公证为百姓，公证服务

惠民生”和“法律援助伴你行”２个主
题，开展为期６个月的“线下地铁与线
上微信互动相结合”公共法律服务活

动。年内，全区开展法律咨询 ８８３场，
咨询３０８９０余人次，举办法治法座 ９４２
场，法治实践活动 １０８６次。上海电视
台新闻综合频道《法制特勤组》栏目先

后播出两期纪实类节目报道宣传宝山

区司法行政工作。

■推进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　落实对社
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管控责任，

全年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为零。推

进社区服刑人员考核管理工作及及矫正

安帮工作队伍考核管理体系建设，即针

对选派民警、矫正社工、司法所矫正安帮

工作人员考核，分别制定区司法行政系

统《选派民警考核框架意见》《司法所社

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考核办法及细则

（试行）》和大场镇、淞南镇试点矫正社

工工作业绩考核，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

罪率比上年下降 ２６％。固化集中教育
与分类教育矫正模式，创设“微课堂”系

列教育矫正活动。开展社区矫正警示教

育和“算账守法”教育活动，在市司法局

组织开展的矫正岗位大比武竞赛中全市

第二名。全年共开展案件审前调查１２０９
件，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集中教育

１０２７８人次，社区服务２９６０１人次；累计
接收社区服刑人员１６２１人，在册社区服
刑人员７５９人；五年刑释解教人员总数
为２６５５人，安置就业率为９８３８％，帮教
率为９８９５％。

■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　依托原
法律援助中心平台，建立区司法行政综

合法律服务窗口。成立由区司法局主要

领导担任组长的区“１２３４８”平台项目领
导小组，组建与区“１２３４８”平台公共法律
服务志愿者队伍相衔接的维护管理队

伍，整合区律师、公证、人民调解等资源，

建立公益法律服务队伍。推动业务网和

视频会议系统建设，完成“信息化工程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加强律师、公证管理　搭建服务平台，
引导区内律师参与自贸区和科创中心建

设，为区科委、区科创中心、区民营科技

园等提供法律服务。７名律师受聘成为
新一届区政府兼职法律顾问，推进各街

镇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其中张庙街道、

友谊路街道实现法律顾问进社区居委会

全覆盖。做大做强“互联网 ＋法律服
务”模式，在全市首批开通支付宝客户端

公证服务功能，并在“宝山发布”微信公

众号开通公证服务端口。提供绿色便捷

公证服务，为８０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遗
嘱公证４２４件、参与区内依法拆迁工作６
次、为宝山大居工程动迁房提供１０次现
场摇号公证等服务。年内，全区４３家律
师事务所 ３６５名律师共办理各类案件
４６９６件，业务收入１２０９７万元，比上年增
长１２８％；宝山公证处受理公证 ２１００８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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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增长１０６％，公证业务收入３５５０万
元，增长２２７％。

■履行法律援助服务民生责任　完成驻
区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室标准化建设及

派驻律师值班工作制度建设，继续充实刑

事法律援助律师团队伍。开展“法律进

军营”系列活动，为辖区部队赠送法律书

籍１４００余册，法治讲座受众５００余人，发
放法律援助宣传资料２万余份。全年接
待老年人咨询９７２件，承办老年人法律援
助案件４７件，１２３４８专线接听老年人咨
询４２０个。组建专门援助律师团，与宝山
监狱、驻宝山监狱武警部队签订法律互助

协议，到大墙内开展法治讲座、法律咨询，

实现法援中心、监狱、武警三方联动。区

法律援助中心全年共受理援助案件１１０３
件；接听“１２３４８”法律服务专线电话咨询
７８６４个，比上年增长１４９％；接待来访咨
询４３５０批，增长１１３％。

■开展纪念《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五
周年系列活动　区司法局、区人民调解
协会联合开展纪念《人民调解法》颁布

实施五周年系列活动。活动内容包括设

摊法治宣传；开展“寻找最美人民调解

员”摄影、征文、诗歌评比，共有３６件作
品获奖；开展“菜单式”巡回培训讲座，

召开村居调解工作室、街镇调委会驻公

安派出所人民调解工作室工作推进会

议等。

■开展全区司法所所长专题学习交流活
动　５月１２日，区司法局组织各司法所
所长，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加

强司法所平台服务能力”为专题，开展学

习交流活动。先后参观张庙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驻通河新村派出所人民调解工

作室、月浦镇茂盛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人

民调解工作室、江苏省省级优秀司法所

太仓市浏河镇司法所，并进行座谈交流。

■长春市南关区司法局到宝山学习交流
６月１５日，长春市南关区司法局一行七
人到区司法局学习交流，并参观区社区

矫正中心和法律援助中心。双方围绕法

治文化建设、行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矫正安帮工作等七

个方面开展座谈交流。

■区政府聘任兼职法律顾问　７月 １２
日，区政府举办兼职法律顾问聘任仪式，

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出席会议并讲

话。邹甫文、范仲兴、顾玉红、柴小雪、钱

翊睴、栾国庆、谭春明７名律师受聘成为
新一届区政府兼职法律顾问，聘期自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１９年７月。

■开展未成年人专项学法活动　８月，
以各街镇爱心暑托班与村居委会为平

台，区司法局开展主题为“夏日法风轻

扬，安度七彩假日”为主题的未成年人专

项学法活动。活动包括举办青少年法律

知识系列讲座、在社区开设青少年法律

图书角、组织未成年人观看法治宣传动

画片、组织未成年人参加学法知识竞

赛等。

■市司法局调研宝山司法行政工作　１１
月１７日，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郑善

和带队调研宝山司法行政工作。调研组

一行在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松全，区

委常委、副区长袁罡及区司法局领导陪

同下，实地走访张庙司法所、区交调委、

区社区矫正中心等，与宝山区委书记汪

泓，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及区司法局

领导班子进行工作座谈。

■开展“法律服务进军营，法律援助在行
动”系列活动　区司法局、区法律援助中
心和区双拥办联合开展“法律服务进军

营，法律援助在行动”系列活动。全年共

为辖区部队赠送法律书籍１４００册，提供
法律咨询１０５人次，讲座受众５００余人，
发放小奖品６００余份，发放法律援助宣
传资料８００余份。

■区司法局获全市社区矫正岗位大练兵
大比武团体二等奖　１１月１１日，在上
海市社区矫正管理局举办的２０１６年度
社区矫正岗位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中，区

司法局代表队获二等奖。区社区矫正选

派民警夏胜龙、顾村镇司法所专职干部

陈然及淞南司法所社工宋斌组成宝山代

表参赛，展现宝山社区矫正队伍良好的

精神风貌和过硬的技能水平。

■举办第二十八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４日，区法宣办以“城
市向宪法致敬”为主题组织开展第二十

八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宪法宣传周

期间，区司法局、区法宣办精心组织，各

街镇与相关部门用多种多样的活动宣

传，普及宪法知识，营造法治氛围。

（张　宏）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

单　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单　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大场司法所 大华路１４６９号 ５６５０７６７４

顾村司法所 电台南路４５号３０６室 ６６０４２０６８

庙行司法所 长江西路２６９９号 ６６９８８７９０

高境司法所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６６１８５０５９

杨行司法所 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５６８０１９５４

淞南司法所 淞南路３１２号 ６６１５１５８３

３６０７１０７７

月浦司法所 ?川路５５０１号２楼 ５６６４９５５６

罗店司法所 市一路２５９号 ６６８６２１９５

罗泾司法所 飞达路８５号 ６６８７６８０５

友谊路司法所 友谊路１９７弄１２号 ６６７９１３０８

吴淞司法所 淞宝路３６８－２号２楼 ３６５５５６０７

张庙司法所 呼玛路８００号 ５６７６６８６９

３６０７１０７７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庙行镇法律服务所 三泉路１３４８号 ５６４０５４７３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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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上海市致真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１７３弄１号４楼 ５６６９１００８

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所 淞宝路１５５弄１号 ５６６０１０４０

上海昊坤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５楼 ３６０１１１８６

上海市诚建成律师事务所 同济路１３１号６０１、６０３、６１０室 ５１６７１９２２

上海市瑞和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１０号 ５６６０４９３７

上海市江南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１８１号３楼 ５６６９３８６１

上海市东海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２２５号 ５６６０２１７３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逸仙路５０１号 ６６７９６０９６

上海市天云律师事务所 泰和路２４５号 ６５２２７３７２

上海市沪北律师事务所 友谊支路２２５号 ５６６０１６２６

上海范仲兴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５６６９０８０２

上海孙正杰律师事务所 真华路１１１６号 ６６３５４３１９

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安信商业广场５０９室 ５６１１４６２１

上海政明律师事务所 永清路８９９号６０２室 ５６１１９９９３

上海沪港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４３弄２号３０２室 ５６６９２８６８

上海钱翊梁律师事务所 盘古路３８８弄３号楼２０５室 ６６７９６０７６

上海忠恳律师事务所 淞南路４８９号１００１室 ６６１５９００１

上海亚冠律师事务所 长临路９１３号９２２室 ５６４７１５７１

上海华公达律师事务所 淞南路４７９号 ６３８４０７０８

上海许正勇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５８８弄３号４０４室 ５６７３２０３１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漠河路６００弄东鼎国际大厦２３层 ２０２８２６２８

上海宝江律师事务所 宝杨路１８００号 ５６１１８６３２

上海浩锦律师事务所 共和新路５０００弄６号１５０５室 ５６５５０５９１

上海海彻律师事务所 顾北路８８弄 ６８３６７８９５

上海瑞盛律师事务所 宝杨路２０００号 ６０２７３００１

上海翰浩律师事务所 宝杨路２０３３号１０楼 ３３７９１９２０

上海永盈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安信商业广场Ｄ座８１０号 ５６７８００７

上海银萌律师事务所 淞南路４５９弄２０号６１４室 ３６１４００７０

上海叶诚律师事务所 牡丹江路１２１１号１９０２室 ６０７０８２６０

上海谭春明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３６５１５５３

上海慧赢律师事务所 共和新路４９６５号７１３室 １３６２１７９１００５

上海友义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６５５５０６６１

上海聚正律师事务所 一二八纪念路９２８号１２１０室 ６５２１７５９９

上海奉元律师事务所 陆翔路１１１弄６号７楼７０７室 １８６１６３５６６８２

上海美善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２号 ５６１２０１３８

上海沪尚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５８８弄８号４楼 ５５８９９９９９

上海荣弘律师事务所 飞乐路１１１号 ５８６１５６５５

上海吴建利律师事务所 真华路９２６弄３号３０１室 ６６０７３２９９

上海筑业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３１６号７号２０２室 ５６７５８０６５

上海宝深律师事务所 友谊路１５８８弄２号１０１室 １５８２１５１７８８５

上海汉世律师事务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３０３室 ５０８１６２２５

上海艾克森律师事务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１０号楼 ６０９５９９３９

上海倪卓伟律师事务所 沪太路６３６９号１幢 ５６８６５３７９

（张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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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社会安全
■编辑　王素炎

人民武装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人民武装部
（简称“人武部”）围绕党在新形势下强

军目标，着力举旗铸魂，聚焦作战准备，

坚持从严管理，狠抓作风建设，完成年度

各项任务。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系列讲话为重点，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军队改

革方针，落实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

及时传达上级有关要求，深化理论武装。

组织开展改革强军主题教育，强化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组织纪念建

党９５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
活动，开展学党史和红军长征知识竞赛，

抓好政治教育和一人一事思想工作。开

展“四反”（反渗透、反心战、反策反、发

窃密）保密教育，防范政治性问题和安全

隐患。结合民兵整组、训练备勤、战备演

练，加强民兵思想政治教育和使命职能

教育。组织民兵参与社区平安建设和为

民服务活动。加强军事训练。区分首长

机关、基层专武干部、教练员队伍、专业

骨干和民兵重要力量分队，采取参加上

级组织、区集中组织和各街镇自行组织

等方式，抓好训练落实。全年共完成民

兵训练、集训和演训任务 １９期，参训
２８００人次，民兵经训率达 ９０％，组织民
兵实弹射击 ２０余次，消耗弹药 １万余
发。区民兵应急分队、防空分队，通信分

队等４０余人，分６次参加上海警备区组
织的骨干训练。区集中组织应急分队连

尖子比武考核，完成３批次干部骨干集
训。以建立健全国防动员军地联合指挥

体制为课题，开展作战理论研究，其成果

在警备区进行交流，两篇军事学术论文

在军事杂志上发表。张庙街道人武部副

部长陈春虎、罗店镇人武部部长葛茂华

分别获上海警备区专武干部比武作战标

图第一名和第二名。１１月～１２月，组织

区域内重要目标防卫演练。加强国防动

员准备。按照“军队提需求、国动委搞协

调、政府抓落实”总体要求，推进国防动

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全区完成后备力量

整组８００４人，其中基干民兵５９００人、预
备役部队 ６５４人、国防动员专业队伍
１４５０人。９月 １７日，组织 １２个街镇 １
万多名居民参加全过程、全要素防空疏

散演练。组织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八

办”（区综合办、人武办、交战办、信动

办、经动办、人防办、科动办、政动办）骨

干培训，开展动员潜力调查，经济动员办

公室完成２６项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情况
调查摸底工作，采集、整理区域内重点产

品和重点单位数据。８月１３日，宝山区
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纪念“八一

三”淞沪抗战７９周年暨“新四军从这里
走出”专题展览仪式。区领导、新四军老

兵及其后代、驻区部队官兵代表及社会

各界代表 ３００余人参加活动。９月 １７
日，组织开展第十六个全民国防教育日

活动，１２个街镇分别在区域内繁华地段
设点，开展国防教育宣传。９月 ３０日，
在宝山烈士陵园开展祭扫革命先烈活

动，瞻仰烈士纪念碑、烈士英名墙、上海

解放纪念馆等。１０月上旬，会同区双拥
办、区文明办、团区委联合举办“滨江双

拥情”２０１６宝山双拥国防知识竞赛活
动，８万余人关注并参与微信答题。指
导配合教育部门抓好学生军训，协调驻

区部队向社会开放军营，增强市民国防

观念。加强安全管理。抓好条例法规、

安全常识和“每月一例”、案件通报等学

习教育，组织“条令学习月”“暑期百日

安全竞赛”活动。突出防范政治性问题、

信息保密、武器弹药、车辆管理和重要目

标管控、防暴恐袭击等重点，先后组织５
次各类安全、保密专项和综合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加强后勤建设。编报年

度财经预算，落实“资产一体化管理”和

“公务卡”结算制度，完成行政消耗性开

支压减目标。规范车辆使用管理规定，

做到安全行车１１２万公里。落实中央
军委关于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指示要求，

区民兵训练基地租赁项目于７月２６日
全部终止。加强军民共建。协调区领导

走访慰问部队官兵，协调驻沪十大部队

领导和驻区部队领导参加军政座谈会，

配合区文明办开展创建精神文明活动，

配合区双拥办协调相关部门到驻区部队

调研，落实双拥实事项目，配合区人事劳

动、民政、教育等部门做好退伍军人安置

和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优待

政策的落实，协调驻区部队开展“三同”

（同学创新理论、同树文明新风、同建和

谐平安）活动，协调驻区部队拆除违法违

章建筑２５万平方米，继续与革命老区江
西兴国县高兴镇高湖村结对帮扶，当年

投入资金５６０万元。年内，区人武部被
上海警备区评为民兵预备役工作先进单

位、新闻报道先进单位；宝山区被上海市

政府、上海警备区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

位，第七次获“全国双拥模范城”称号。

■坚持党管武装　依据中共宝山区委
《关于加强党管武装工作的实施意见》，

加强对武装工作的领导。区委分别于４
月８日和９月２８日召开常委议军专题
会议，听取人武部工作汇报，分析人武工

作情况，研究民兵预备役工作中的重难

点问题。结合街镇换届选举，区委组织

部和区人武部联合考察，共同研究，充实

调整８名军队转业干部担任基层武装部
长。年底前对１２个街镇党委、政府主要
领导履行党管武装工作职责情况进行综

合考评。政府在保证人武部正常工作经

费、民兵事业费基础上，先后投入８５５万
元用于征兵工作。

■加强民兵整组　优化民兵结构，改编
联合防空分队，精编防空作战力量，新编

海防执勤、铁路护路和支援保障分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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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民兵网络舆情分队、民兵心理战分队。

全区完成后备力量整组８００４人，其中基
干民兵５９００人、预备役部队 ６５４人、国
防动员专业队伍１４５０人。５月上旬，对
１２个街镇民兵整组情况进行点验，到点
率达９５％。５月２０日，区民兵２支海上
侦察巡逻分队、１支海上医疗救护分队、
１支海上装备抢修分队接受警备区点
验。６月，依托盛运建筑公司组建一支
３２人的常备民兵应急分队。推动基层
民兵连长进“两委班子”，在各个居委设

立兼职兵役干部。推进企业民兵工作，

在４８０５工厂、北翼集团、长江口实业公
司、五冶、二十冶等单位先行试行，探索

企业成建制编组、成建制训练新路。推

进高校民兵工作，与区内６所院校协商，
将通信、网络对抗、工程保障等专业性较

强的民兵编组调整到院校对口专业，分

配１３００名指标给相关院校试行编组。

■组织征兵工作　全区共征集新兵３５２
人（男兵３３５名，女兵１７名），其中大学
生３１９人，占９０６２％，超额完成征兵任
务。做好宣传发动。１月起，借助微信
传播上海征兵优抚政策、征兵工作流程。

４月起，全区７个交通要道电子大屏幕
滚动播放征兵公益广告，上海大学制作

１５期漫画主题宣传海报。开展兵役登
记。２月份展开网上兵役登记，街镇设
点登记，全区１８周岁以上男性公民兵役
登记２２５２人，报名率８６６％。开展兵役
执法检查。４月起，组织执法人员培训，
重点突出对６所院校的兵役执法检查，
建立兵役执法台账。组织体检政审。５
月起组织体检和政审工作，采取“分科检

查与集体把关”方法组织体检，上站体检

人数９８８人，上站体检率９１９％，双合格
人员３７４人，合格率３７８５％。采取“系
统信息比对与单位个人核对”相结合办

法，把好政治考核、年龄学历关口，政治

考核组共政审把关材料５７９份。组织教
育欢送。区政府、院校、街镇、社区村居

层层召开欢送会，通过领导要求、政策导

向、亲人嘱托、典型引导等营造当兵光

荣、保家卫国、立志成才、安心服役的社

会氛围。区政府向到西藏服役的１５名
新兵每人现场发放２万元慰问金。

■开展新兵入伍前教育　９月２０日，区
人武部组织上海大学、济光学院、邦德学

院和顾村镇新兵，到上海警备区特种警

备团参观“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

馆，接受红色教育，激发爱军精武热情。

各街镇利用宝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广泛开展国防教育，组织召开欢送会，当

好故乡指导员，为新兵入伍迈好第一步

打下基础。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

作了专题报道。

■组织基层规范化建设考核验收　上半
年，按照“全面规范、分类建设、创建特

色、重在落实”思路，指导街镇武装部开

展规范化建设。下半年，依据《基层武装

工作规范建设考评细则》，采取现场检

查、听取汇报等方式，逐个单位进行考评

验收。１２个街镇武装部规范化建设达
到标准，办公室、资料室、战备器材库等

设置齐全，各类图、表、卡、册等规范统

一，各种标牌、职责、制度等张挂醒目规

范，办公设施功能齐全，办公秩序规范有

序。张庙街道、庙行镇武装部接受上海

警备区考评获通报表彰。

■举办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活动　结合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５周年和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开展学党史、学
军史，组织参加网上党史知识答题和网

上红军长征知识竞赛。４月，组织干部
职工到宝山烈士陵园扫墓，参观上海解

放纪念馆。９月，组织参观上海市委宣
传部举办的“党的摇篮、光荣城市”大型

图片展。

■召开双拥模范命名表彰暨建军８９周
年庆祝大会　８月 １日，宝山区双拥模
范命名暨建军８９周年庆祝大会在区委
党校举行。驻沪十大部队首长、市双拥

办领导、驻区部队代表、区四套班子领

导、各委办局和街镇领导以及区双拥模

范单位和个人代表共计６００余人参加大
会。区委书记汪泓传达全国和上海市双

拥表彰大会精神，为双拥模范单位和个

人代表颁奖，全区 １２个街镇、１２５个单
位、５５个部队、９９名个人受到表彰。宝
山区连续第七次获“全国双拥模范城”

称号。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９月 １７
日，区组织１２个街镇以设点宣传方式，
开展第十六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区

国防教育办公室紧贴“传承红色基因，共

建巩固国防”主题，下发宣传资料 ５０００
余册。区人武部会同区委宣传部、民防

办、友谊路街道在安信广场设立活动主

场，其他１１个街镇在各自区域繁华地段
设点，采取国防教育板报展评、国防教育

签名、发放国防教育宣传资料、进行国防

知识现场问答等形式开展互动活动，利

用宣传横幅、大型电子屏、社区锣鼓队、

秧歌队等营造气氛。区委、区政府分管

国防教育的领导和区人武部领导到相关

教育点检查指导，并参与宣传活动。

■开展重要目标防卫演练　年初，成立
以区人武部部长卢建兵为组长，军事科

有关人员参加的演练组，对区域内重要

目标进行现地勘察，了解相关情况，掌握

相关数据，制定演练方案。１１月 ～１２
月，利用２个月时间，以吴淞军港为防卫
目标，在区民兵训练基地设置模拟场景，

按照强化训练和实战演练两阶段，组织

防卫演练，主要进行室内沙盘推演、武器

操作、战术基本动作、防护与救护、盾棍

术、观察与报知等。根据防卫预案不同

情况设置进行协同推演，对防卫力量配

置和分布安排进行分析，修订完善防卫

作战方案。

■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人武
部将宝山区民兵训练基地（罗店镇联杨

路３８８６弄１９９号）内培训中心楼、会议
综合楼、体育场地、水渠出租给上海问道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出租建筑

面积６９１５平方米、土地（含水渠）面积
６５３６平方米，租赁期限自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１日～２０２７年９月３１日，合作总年限为
１５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和武警
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国

防动员部《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军

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的通

知〉的实施意见》和《上海警备区全面停

止有偿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区人

武部与酒店法人协商沟通，宣传军队政

策，要求提前终止合同。２０１６年３月下
旬开始对项目资产进行评估，４月底前
完成出租项目设施、设备、物品等清点统

计以及产权分属划分，聘请具有法律资

质的评估公司进行第三方资产评估，经

多次协调沟通，确定赔偿补偿事宜。７
月２６日，区人武部与承租方签定《终止
合同协议书》，８月 ８日完成资产接收
工作。

■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宝山区全年投入
资金２８３万余元走访慰问驻区部队。春
节、八一期间，区四套班子领导走访慰问

部队，为驻区部队赠送空调、液晶电视、

摄影器材等，赠送慰问金２５８万余元；先
后走访慰问到江苏射阳参加军事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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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预备役部队、到甘肃参加演练任务

部队等，并送上慰问金２３８万元。投入
８４０万余元支持驻区部队完成有线电视
数字化改造、某部队网络人才培训中心、

武警宝山消防支队电教室、预备役高炮

一团排污管线改造工程等实事项目。组

织开展“咱们是一家人”———宝山双拥

艺术团进军营巡回演出 ５场。９月，组
织军地篮球、羽毛球友谊比赛，开展法律

进军营活动。做好军嫂安置工作，有

１０６名随军家属实现就业。 （刘　伟）

驻军
■概况　２０１６年，区域内驻有陆海空三
军、武警、边防、消防部队。有军用机场

１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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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以及武警部队贯彻落实军队

改革方针和军民融合发展要求，围绕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

标，围绕完成大规模作战和多样化任务，

全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统计

序号 名　称 数　量 说明 序号 名　称 数　量 说明

１ 计算机 ４３台 其中
便携式２台

２ 打印机 １３台

３ 传真机 ２台

４ 复印机 ２台

５ 电话总机 １台

６ 电话分机 ６５０部

７ 小灵通 １００个 已使用７５个

８ ８００兆无线固定电台 ３５台 数字型

９ ８００兆无线手持电台 ６３台 数字型

１０ 扫描仪 ２台

１１ 警报器 ９０台

１２ ４５０兆无线手持电台 ２０台

１３ 计算机服务器 ７台

１４ 指挥车 １辆

１５ 警报通信车 １辆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１ 上海中远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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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６ 上海三邢无损检测设备厂 １

７ 第二军医大学 １

８ 华谊集团 １

■开展拥政爱民活动　驻区部队以开展
“同学创新理论、同树文明新风、同建和

谐平安”“百连万兵进社区、扶贫帮困献

爱心”“百连百区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活动为平台，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当

驻地有急、难、险、重任务时，驻区部队给

予最大支持和帮助，维护宝山经济社会

和谐发展。支持地方经济建设。驻区部

队全年共出动兵力１２４万人次，出动车
辆８２９８台次，支持地方重大活动或建设
项目，参加抢险救灾３４９７人次，抢救遇
险群众１６５人次。参与精神文明建设。
派出军训教官 ３６８２人次，军训学生
１７５４万人次；驻区部队、海军上海博览
馆等协助地方开展国防教育和军营一日

等活动，接待群众４４５万人次。驻区部
队、武警宝山区支队、武警边防总队训练

基地、预备役高炮一团等部队长期组织

官兵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受益群众６６３４
人次。春节前夕寒潮期间，多户居民家

中水管爆裂，武警宝山区支队、武警宝山

消防支队等出动官兵８００余人次为用水
困难户送水上门，帮助解决居民生活实

际困难。开展“军徽照晨曦”“军徽映夕

阳”活动。驻区部队、陆军预备役高炮

师、武警宝山消防支队等部队与３５个敬
老院和３７２名社区困难老人长期结对，
开展精神慰藉、为老服务和慰问等助老

活动，赠送慰问金（品）１２６万元。武警
宝山支队与广育小学结对，资助９名困

难学生每年 １５００元至高中毕业。海军
某部队分别为永清路小学、宝山实验小

学、海滨中学、行知中学２０名贫困学生
每年提供助学金，其中高中学生每年

３０００元，初中以下每年１５００元。陆军预
备役高炮一团与月浦镇４名学生结对助
学。据统计，驻区部队官兵共与１４１名
困难学生结对助学，树立人民军队爱人

民的良好形象。 （刘　伟）

民防与救灾
■概况　至２０１６年末，全区共有地下工
程３３４５座，比上年增加 １８６座；建筑面
积５３３２３万平方米，增加６８６９万平方
米。其中，民防工程共７０３座，建筑面积
２０１２７万平方米，使用面积１７１２４万平
方米；普通地下室 ２６４２座，建筑面积
３３１９５万平方米。完成审批结建民防
工程１７座，１４０６万平方米；竣工备案民
防工程２３座，１７０９万平方米，收取结建
民防工程建设费８６０７６万元。年内，区
民防办公室指挥信息科科长张晓凡获评

全国人民防空先进个人；区民防办在全

市业务综合考核中被评定为年度优秀

单位。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和演练　完成人防
专业队伍整组，开展队伍骨干培训和综

合演练。开展街镇人民防空袭预案编制

试点工作，完成友谊路街道、罗泾镇防空

袭方案编制工作，为在全市推广提供经

验。组织“９·１７”防空警报试鸣，鸣响率
１００％。组织开展指挥所设备检查、保
养、定时联通、文电传输、应急开设等工

作，确保基本指挥所、移动指挥车各要素

始终处于良好战备状态。结合“５·１２”
防灾减灾日、“全民国防教育日”，联合

区教育局、区消防支队等部门，在全区

１３０所中小学校组织１０万余名师生开展
应急疏散、紧急救护等内容的防灾减灾

综合演练。组织１５０个社区３万余居民
开展疏散演练。

■民防应急救援　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
设，抓好人员训练，着重训练全身防护、

侦检设备操作，全年开展训练６０余次。
开展社会兼职抢险队伍应急出动点验，

提高队伍应急出动能力。主动参与区域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参与区内处置

各类应急事故１７起，出警２５次，出动人
数１５０余人次。坚持预防为主，开展民
防应急知识宣传和培训，对镇安全办、街

道社区干部、企业安全干部等１００余人
开展培训工作。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完善“２１５”
人防指挥所应急开设方案，开展人防指

挥所紧急开设演练。配合市民防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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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杨行２个街镇级指挥所指挥通信
要素配置、调试工作。全年完成９２台防
空警报器维修养护和测试工作，实现设

备完好率１００％，鸣响率１００％。按照警
报建设规划，结合试鸣情况，推进防空警

报网建设工作，在罗店镇、顾村镇新装警

报器２个。探索研发防空警报器太阳能
应急供电系统，逐步固化设备的技术状

态，使研发技术转化为产品。保障区政

府电视电话会议，受理查询、转接电话

１２万余次，通信保障做到全年无事故、
零投诉。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队伍名称 人数 器材名称 数量

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堵漏器材 １

化救服 ８

上海华丰仓储贸易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充气泵 １

备用钢瓶 ４

化救服 ８

宝发展工厂维护部化救队 ６

备用钢瓶 ４

进口呼吸器 ４

堵漏工具 １

化救服 ８

石洞口煤气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８

堵漏器材 １

联想台式电脑 １

防爆照明 ２

化救服 １６

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８

堵漏工具 １

化救服 ２０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化救队 ６

备用钢瓶 ４

进口呼吸器 ４

堵漏工具 １

化救服 １２

区武装部防化连 进口呼吸器 ４

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

序号 名　称 数量 型　号 序号 名　称 数量 型　号

１ 进口空气呼吸器 １３套

２ 过滤式呼吸器 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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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烷类气体侦检仪 １台 ＸＰ－３１６Ａ

１１ 无线遥控侦检仪 １套 ＰＧＭ－５０２０

１２ γ射线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３ 中子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４ 个人剂量仪 １０台 ＰＲＭ－１１００

１５ γ能谱仪 １台 ＸＩＭ－ＭＡＸＧ１１１０

１６ 国产防化服 ５０套

１７ 化救车 １辆

１８ Ｐｐｂ有机毒气侦检仪 １台 Ｐｉｄ－ｐｐｂ

１９ 气象色普仪 １台 ＲＡＥ

２０ 军事毒剂侦检仪 １台 ＣＨＥＭＰＲＯ１００

２１ 侦检管 １套

２２ 生物细菌检测仪 １套 ＢＴ－ＨＭＢ

２３ 甲醛检测仪 １台 ＰＰＭ－ＨＴＶ

２４ 温度检测仪 １台 ＦＬＵＫＥ６２ＭＡＸ＋

２５ 风速检测仪 １台 Ｋｅｓｔｒｅｌ－４５００

２６ 电动破拆工具 １套 ＨＲＳ－９３ＤＦ

２７ 电锯 １把 ＴＳ４２０

２８ 空气呼吸器钢瓶 ２８只

（王卫峰）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培训　强化业务培
训，先后组织街镇、园区人武部长、社区

民防干部、学校民防老师和讲师团 ３００
余人进行业务培训，重新制作和调整课

件和光盘，明确培训讲座内容。开展宣

传教育，组织社区民防讲师团４０名讲师
深入街镇、社区，以大课和小课的形式，

宣传民防知识。会同区人武部、区应急

办、区民政局等部门联合开展“５·１２”
防灾减灾日宣传周和“全民国防教育

日”宣传月活动。借助“宝山发布”政务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开展人民防空知识

问答，微信有奖问答参与网民 １５万余
人次。

■避难场所建设　平战结合建设应急避
难场所，完成罗店中学和上大附中２个
ＩＩ类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罗店中学ＩＩ类
应急避难场所总有效避难面积为３６万
平方米，总避难人数约７０００人。上大附
中ＩＩ类应急避难场所总有效避难面积为
３７万平方米，总避难人数约９２５０人。２
个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均于８月底完工，
并通过区质监站验收，１２月完成项目
审计。

■民防工程建设与管理　全年完成公用
民防工程维修养护４７座，建筑面积４６７
万平方米。在杨行镇、淞南镇、高境镇和

吴淞街道开展非公用民防工程维修养护

试点工作，与１００座工程使用单位签订
养护责任书，并跟踪落实工程维修养护

情况。推进民防工程专项规划落地，重

点推进上港十四区民防工程专项规划落

地建设工作，推进顾村新城民防专项规

划编制。完成区民防办行政权力事项和

行政责任事项清理工作，形成《宝山区民

防办公室行政权力事项目录》《宝山区

民防办公室行政权力清单》和《宝山区

民防办行政权利事项基本情况梳理登记

表》，共梳理行政责任事项７４项。坚持
依法行政，完善审批制度，优化审批流

程，提高审批效率。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推进属地化
管理，与街镇、园区签订“２０１６年地下空
间安全管理工作责任书”。举办民防工

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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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维修养护知识和地下空间安全使用及

防汛防台知识培训，全区３６０家工程使
用单位参加。结合重大节日和重要活

动，加大安全检查力度，日常安全检查共

出动检查人员 １０２９０人次，检查工程
３２２０９座，发现隐患 ３１６４处，整改隐患
２９９２处，整改率为９５％。开展地下空间
安全使用和专业技术培训，组织管理使

用单位参加民防工程维修养护培训和地

下空间安全使用及防汛防台专业培训，

参加培训单位共３６０家。组织开展地下
空间防汛防台应急处置演练。

（王卫峰）

消防
■概况　２０１６年，全区在勤消防站９个、
消防车５２辆，在用消火栓６９４２只（其中
市政５５５８只，居民１３８４只），在定区级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５０２家。全区共发生
火灾事故４１０起，无人员伤亡，直接财产
损失 ４４８７万元。消防支队接警出动
６４６４次，出动消防车９７００辆次、消防官
兵７８９８１人次，抢救被困人员２０２人，疏
散人员 ７８７人，抢救财产价值 ６７７７万
元，成功处置“２．１３”沪太路民用仓库火
灾、“９．１０”宝氢气体工业有限公司氢气
集装管束车泄漏火灾等灭火救援任务。

完成顾村樱花节保卫、Ｇ２０杭州峰会、第
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等安保任务。全

区累计开展监督检查社会单位５８８万
家次，发现火灾隐患２２９５万处，督促整
改火灾隐患１９８１万处，行政处罚单位
５８３家、个人２５人，罚款金额４６０８３万
元，行政拘留４４５人、刑事拘留５人（不
含烟花爆竹），下发临时查封决定书１８
份，责令“三停”（停产停业、停止使用、

停止施工）单位５９家，下发火灾事故认
定书４５份，火灾原因查结率１００％。年
内，区消防支队被授予“上海公安系统廉

政文化示范点创建单位”，被上海市公安

消防总队评为全员岗位练兵优胜支队；

吴淞中队被公安部消防局评为“公安消

防部队先进基层党组织”，张宇杰被评为

上海市公安局“五四青年”，黄必猛被评

为“感动宝山十大人物”，１２名官兵立三
等功，５２名官兵受到嘉奖，８２人被评为
优秀官兵。

■履行消防安全责任　按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消防安全责任体

系要求，各级政府将消防工作纳入年度

政府工作目标。召开区委常委会、区政

府常务会议、专题调研会、推进会、部署

会２０余次，以“责任清单”形式明晰各街
镇（园区）和各消防委成员单位职责。

全区各委、办、局、街镇、工业园区等借助

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平台，结合属地、行业

特点，推进全年消防刚性任务。大场镇、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完成区域联防试点建

设工作；高境镇、张庙街道、庙行镇做好

“万达—绿地”商圈重点单位区域联防

建设；庙行镇加强火灾隐患整治，率先完

成１处市级挂牌区域性火灾隐患场所整
治；大场镇、高境镇全力推动沪太路

３０７９弄、场中路３１５５弄、长江南路部队
出租区域消防隐患整治；大场镇、吴淞街

道提前完成４处重点消防高风险点场所
整治；顾村镇、罗店镇、罗泾镇、大场镇推

动微型消防站建设；区民政局推动养老、

福利机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区教育局

结合中考、高考、暑期等节点，加大对中

小学、寄宿制学校、幼托机构消防安全检

查和培训；区卫计委对全区医院、住院楼

开展消防专项检查；区交通、工商、安监、

质监等部门，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易燃易爆场所和消防产品等行业

领域消防安全监管职责；区综治、拆违、

建设、商务、房管、民防等部门及各街镇，

对全区在建工地、国计民生单位、人员密

集型场所、居民小区等“群租房”、违法

建筑、“三合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

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

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场所、“城中

村”区域开展消防排查。

■完成重点消防安保任务　落实最严标
准、要求、措施，区公安、消防和综治等部

门有效对接，制定“一点一方案”。在顾

村公园上海樱花节、Ｇ２０杭州峰会、第九
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等各项安保任务

中，区消防支队落实双主官带班、班子成

员分片包干制度，设立分指挥点，组成防

火、灭火骨干力量安保联勤团队，缩小保

卫半径，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做到万无

一失。

■推进消防风险整治　区委、区政府将
消防高风险点隐患整治纳入“三治两

去”补短板１号工程的重要内容，以“隐
患清单”为基础，以“目标考核”为抓手，

以“隐患彻除”为目标，“立体化”推进隐

患整治。全年共完成市级挂牌督办单位

庙行镇大康综合厂、区级重点整治单位

１４０处、新增隐患单位１５处的综合整治，
拆除各类违法建筑６０余万平方米，清退
违规住宿人员５０００余人，约谈法定代表

人、消防管理人 ２７０人，三停、关闭 ３００
余家。

■严控烟花爆竹　按照市委、市政府“最
严要求、最严管控”烟花爆竹总要求，区

消防支队会同公安、综治等部门，从区、

公安分局、消防支队三个层面进行动员

部署，发动群防群治力量，多次组织“零

点夜查”，实现外环内零燃放、外环外大

幅度减少燃放的总目标，实现由春节期

间重点管控到常态化监管烟花爆竹的平

稳过渡。期间，共查处非法经营、储存、

运输烟花爆竹案件３９起，拘留５８人，收
缴烟花爆竹８０００余箱，罚款６０４万元，
梳理排摸禁放、控放区域近２００处。在
市、区各类主流媒体刊发宣传报道 １７
篇，发放各类宣传资料１万余份。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按照“宝山
区落实２０１６年市、区两级政府消防实事
项目实施方案”，将“为每个居民小区开

展１次消防逃生疏散演练”“为全区孤寡
残疾老人安装８０００个独立式火灾探测
报警器”分别作为２０１６年市、区两级政
府消防实事项目。至１２月底，全区８０７
个居民小区完成疏散逃生演练，完成率

达１００％，全部完成区政府消防实事项
目。各街镇安装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

８０００个。

■开展区域联防消防试点　按照“位置
相邻或行业相近”原则，将“大场镇—宝

山城市工业园区”“万达—绿地”商圈

（万达广场—家乐福—绿地风尚广场）

作为区域联防试点，召开推进会、交流

会，开展相近单位联防演练、相似单位互

查自查，进行实体化运作。根据夏季消

防检查工作要求，推动杨行镇、顾村镇、

月浦镇、宝山工业园区４个“工业园区”
落实区域联防工作。根据“上海市微型

消防站建设指导意见”，实化运作各街镇

（园区）基层消防组织，依托居村委消防

工作站、消防巡防车和社会单位志愿消

防队，组建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

微型消防站。至年末，全区５０％的消防
重点单位、８０％的街道和社区建成微型
消防站，累计有２５２家消防重点单位和
５１５个街道和社区建成微型消防站。

■开展六大专项消防安全整治行动　在
完成全国、全市规定动作情况下，结合宝

山实际，增加部队出租区域、低端商贸市

场、大跨度仓库厂房三大类隐患整治场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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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４＋２＋３”隐患整治工作目标，
先后开展“宝消 １～３号”“风暴 １～３
号”六大专项行动。检查期间，火灾起

数、死亡人数、财产损失数较上年同期相

比分别下降２９３％、１００％、１１７％，未发
生一起亡人火灾事故，做到重大安保期

间社会面“不起火、不冒烟”。

■编制区“十三五”消防事业规划　根
据《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上海市消防局“关

于开展区（县）消防“十三五”规划编制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规定，完成制定

２０１６年～２０２０年区“十三五”消防事业
规划，并通过专家评审。区“十三五”消

防事业规划从宝山区消防发展基础、面

临形势、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基本原则

等方面入手，明确“十三五”时期区消防

工作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强化

社会面消防隐患治理，提高灭火救援水

平，筑牢公共消防基础设施，为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促进现代化滨江新城建设创

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６年，宝
山区财政年度预算安排消防业务经费

３１５７９１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经费 １３２０
万元，项目支出经费１４４７９１万元，日常
装备购置经费２７０万元，其它专项经费
１２０万元。按照《宝山区公共消防站专
项选址规划》要求，推进罗南、石洞口２
个消防站建设，主体建筑、内装修全部完

工。推进南大、庙行及区消防支队分训

练基地建设工作。

■开展消防安全宣传　依托报纸、广播、
电台、微博、微信等媒体，宣传消防常识、

曝光火灾隐患、播放消防公益广告、刊发

典型火灾警示。深入社区、单位开展用

火用电用气用油消防常识宣讲，组织居

民疏散逃生演练、火场自救。利用

“１１９”消防宣传周、“５·１２”防灾减灾
日、６月安全生产月等活动，着眼来沪务
工、孤寡病残、独居老人消防安全，开展

“五个一”（开展一次消防安全自我评

估、签订一份消防安全承诺书、检测一次

电气线路燃气线路、维护保养一次建筑

消防设施、组织一次灭火疏散演练）、消

防“七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

家庭、进企业、进农村、进网站）和“十大

类”【居民住宅区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加油（气）站、宾（旅）

馆（含农家乐）、歌厅舞厅、游戏游艺厅、

餐饮服务场所、洗浴休闲场所、商市场、

教育培训机构、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及其

它医疗场所】人员密集场所为主的宣传

培训活动。年内累计在市级、区级媒体

报道５０次，发布微博、微信８００余条，开
展各类消防培训授课４００余次，组织参
加疏散演练３９万人，发放各类消防宣
传资料１５万份，受益群众３０万人。

■处置“２·１３”火灾事故　２月１３日２３
时５２分，沪太路３０７９弄７６号民用仓库
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市应急联动中

心先后调集大场、宝二、吴淞、杨行、顾

村、彭浦、桃浦７个中队以及战勤保障大
队２１辆消防车１３０余名官兵赶赴现场
处置。宝山消防支队全勤指挥部到场指

挥，经过参战官兵奋力扑救，火势于０时
４２分得到全面控制，１时３０分熄灭。此
次火灾，该单位建筑面积近２００平方米，
其中过火面积约１００平方米，没有人员
伤亡。

■处置“９·１０”火灾事故　９月１０日１５
时５０分，纬五路８号桥宝氢气体工业有
限公司内２辆氢气集装管束车泄漏发生
火灾。接到报警后，市应急联动中心先

后调集宝一、宝二、宝三、杨行、大场、吴

淞、顾村、罗泾、国和、彭浦等１０个中队
３０辆消防车２００余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
处置。市消防总队、宝山消防支队、特勤

支队全勤指挥部先后到场指挥灭火。此

次泄露燃烧氢气集装管束车于１６时５０
分得到冷却控制，１７时 ３２分成功关阀
熄灭，成功遏制灾情扩大。 （冯建斌）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概况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法综治工作
以争创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为目标，

推进政法综治维稳各项工作，完成全国

“两会”、Ｇ２０杭州峰会、建党 ９５周年、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等节点的安

保维稳工作。年内，宝山区被命名为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庙
行镇、罗店镇、杨行镇、月浦镇被命名为

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高境镇、友谊

路街道、罗泾镇、吴淞街道、淞南镇、大

场镇、张庙街道被命名为上海市“平安

社区”，区财政局、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上海宝房友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２０４
个单位被命名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单

位”。月浦镇“警企协作共建平安和谐

社会”获评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创新社会
治理，深化平安建设”优秀案例。村居

层面成功创建区“平安示范小区”５５
个、区“平安小区”１７９个、街镇级“平安
小区”２００个，创建达标率达 ８４９％。
全年共表彰奖励区级“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１２人，２人获市级先进，并对６名
生活困难和受伤的“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进行慰问帮困。由宝山区推荐的上

海市工商银行宝钢支行大堂经理朱晓

云被评为第六届上海市“十大平安英

雄”。

■构建长效常态维稳机制　制定出台
《宝山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规定（试

行）》，推进维稳工作规范化建设，构建

科学完善、协同联动、运转高效的长效

常态维稳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配套办法，把稳评工作纳入

区政府目标管理项目，做到应评尽评，

把社会风险降到最低。建立健全维稳

信息三级网络平台，规范社会稳定形势

分析研判工作机制。制定区“三调联

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联

动）工作办法，深化大调解工作机制。

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纳入法治轨道，夯

实区、街镇（园区）、村居委三级矛盾纠

纷滚动排查基础，发挥公安维稳信息预

警发布、分级响应等机制作用，及时了

解社情民意，掌握情报信息，把握处置

先机。加强条块信息共享、会商研判、

协同联动，完善信访与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引导群众理性表

达诉求，依法解决问题。深化信访基础

业务规范化建设，完善信访分级分责制

度，推动“三跨三分离”（跨地区、跨行

业、跨部门，人事分离、人户分离、人事

户分离）信访矛盾化解。推进“以案清

事明促案结事了”专项活动，及时就地

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组织开展社会稳

定风险重点评估项目专题培训和全区

性应急实战演练，以演练促实战，以实

战保实效。落实 Ｇ２０杭州峰会各项维
稳安保措施，按照“以块为主、属地稳

控”的工作原则，明确稳控责任主体，整

合条块资源，落实专门力量，有序开展

工作。开展全方位、全覆盖联合督查，

推动稳控责任落到实处。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制定出台
《综治中心工作岗位规范》，加强街镇综

治中心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完善组织

领导体系，明确功能定位、职责任务和

运行机制，配齐配强工作力量。落实

《深化平安宝山建设实施意见》，推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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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特种机动队、派出所专职巡逻队、公

安武警联合巡逻工作机制，深化治安巡

逻防控、武装应急处突、群防群治守护

“三张网”建设，提升街面治安防控和反

恐应急处突能力。配合《综治中心建设

与管理规范（国家标准）》意见征求工

作，为国家标准制订提供生动实例，得

到中央综治办、国家标准委认可。推进

村居治安防控基础“１＋３”项目建设，整
合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社区综治中

心、村（居）综治警务室等各类资源要

素，建立实体化运行机制，实现矛盾纠

纷联调、社会治安联防、重点工作联动、

治安突出问题联治、服务管理联抓、基

层平安联创。根据实有人口数量变化，

动态调整配置基层执法力量，推动综合

执法资源、专业管理资源和公共服务资

源向城乡结合部、大型居住社区、人口

集中导入地区倾斜。

■推进综治信息网络建设　推进“平安
宝山智联网”建设，完善智慧治理体系，

基本建成以“平安宝山智联网”系统为

核心的区综治信息中心。至年底，有１１
个街镇（园区）、２６６个村居完成与区平
台联网对接，在全市率先构建“动态分

析、实时指挥、智能部署、数据考评”综

治工作智慧管理新体系。年内，中央综

治办调研组先后 ３次到区综治信息中
心考察指导工作。中央综治委副主任、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

陈训秋，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等

领导实地考察区综治信息中心平安智

联网项目并给予充分肯定。启动宝山

区社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建

设，坚持互联共享，科学规划、合理设计

区、街镇（园区）、村居三级视频监控联

网应用及综治智能化信息系统建设方

案。年内申报“全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

建设联网应用工程示范城区”，项目建

设可行性方案通过国家、市、区三级专

家组评审。

■深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　
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人民团体作用，引

导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

建立健全社区志愿服务网络体系，推广

居民自治模式，推动社区志愿服务。落

实市民巡访团定期巡访制度，依法保障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建议权、监

督权。完善社区治理架构，依托居民区

联席会议、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等平

台，协商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题。壮大平安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群

防群治力量，提升队伍专业化、职业化、

社会化水平。发动平安志愿者参与“烟

花爆竹安全管控”“交通大整治”“平安

实事”“禁毒戒毒”“寄递物流管理”“打

击电信诈骗”“打击金融诈骗”以及 Ｇ２０
杭州峰会等各类大型安保活动，参与的

平安志愿者共计２５万余人次。

■首次被评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
　区综治委组织协调各成员单位、各街
镇（园区），强化问题排查整治，依法打

击整治各类治安问题，推进预防化解风

险矛盾，完善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体

系，加强“平安宝山智联网”建设，创新

群防群治体制机制，深化基层平安创

建，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建

设，确保全区社会和谐稳定，公众安全

感满意度保持较好水平，年内被评为上

海市“平安示范城区”。

■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开展“打黑除
恶”“缉枪治爆”等专项行动，依法惩治

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严重刑事犯罪，

维护公共安全。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惩治电

信诈骗、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犯罪，维护

金融秩序。加大反腐力度，严肃查办职

务犯罪窝案串案，维护公平正义。开展

防范和打击利用游戏机赌博违法犯罪

等专项行动，对突出问题高压严打、挂

牌警示、跟踪督办、定期通报。推进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组织市

民巡访团对治安防范薄弱小区、重点地

区进行明查暗访。开展“城中村”治安

管理、农村地区房屋租赁服务管理试点

工作，整治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取缔一

批“黑发廊”“黑网吧”“黑诊所”“黑作

坊”，治理一批“黑车”“群租”等治安顽

症。开展道路交通违法大整治，查处十

类突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１４７９万余
起，列全市第二位。坚持疏堵结合、管

建并举，推行“个十百千万亿”（个：在

淞宝地区创建一个区级交通文明示范

区，并在各街镇逐步推广；十：严管全区

十条区级重点路段，建立十个严管责任

区，建立二十个机动执法队；百：创建百

个“无黑车”小区，百家学校“门前清”，

百家运输企业“责任明”；千：创建千个

宣传阵地，健全完善千个“电子警察”；

万：发动万名平安志愿者、平安马甲、红

袖章参与整治行动；百万：向全区机动

驾驶员发送百万条安全提示短信；亿：

年内区财政在交通管理中投入资金过

亿）等综合交通管理举措。落实《上海

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按照“最严

要求、最严管控”要求，完成“外环线内

全面禁放、外环线外限制燃放”管控目

标。推进危爆物品寄递物流清理整顿

专项行动，加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开展特殊人群排查摸底、评估分

类，落实帮教措施，强化服务管理。围

绕境外斗争、网上斗争和防范处理其他

邪教三项重点，严密防范邪教渗透，加

强反恐防暴工作。

■加强人口调控综合管理　坚持“１＋９
推进工作模式”（１个推进办公室和 ９
个专项推进组，即产业结构调整、规范

市场经营秩序、规范用工、拆违控违、群

租整治、控制和规范非改房、加强集体

企业厂房及集体土地出租管理、严格居

住证件与务工证件办理和凭证服务、村

居社区综合管理建设），落实“宝山区人

口调控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三年攻坚行动计
划”。坚持“以业调人、以房控人、以证

管人”，严格居住证办理，把牢产业关、

居住关、就业关。严把公共服务政策，

完善权责对等、梯度赋权的来沪人员公

共服务制度和人口公共政策评估机制，

引导人口合法稳定居住、合法稳定就

业。推进“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人口

综合调控和服务管理工作措施，参与制

定《宝山区２０１６年街镇园区“去低效产
能”工作任务清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带动人口合理流动和人口结构优化步

伐。开展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规范用

工、拆违控违、控制和规范“非改居”等

专项行动。充实基层人口服务管理专

业力量，深化“两个实有”（实有人口、

实有房屋）全覆盖社区实施工作机制，

完善“五位一体”（社区片警、居委干

部、社区综合协管员、楼组长、物业保

安）人口管理和服务网络。启动人口服

务和管理信息化建设，以人口信息移动

ＰＡＤ动态采集为重点，拓宽信息采集的
来源和渠道，全区实有人口登记率达

９００％，高 于 全 市 平 均 水 平。制 定
“２０１６年度人口综合调控和服务管理
工作考核方案”，细化任务目标及考核

方案。落实区人口调控领导小组工作

要求，以每两月为周期，对街镇（园区）

开展专项督查，坚持常态化、不间断、高

频次的人口数据质量监控，建立工作督

导和定期通报制度，统筹推进人口综合

调控各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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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区铁路护
路联防工作以确保辖区铁路运输安全

畅通为主要任务，开展铁路沿线社会治

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杜绝爆炸、

火灾、中毒、行车和重大人身伤亡事故，

年内未发生群体性拦车断道事件，没有

因治安问题形成社会热点，无铁路安全

事故。年内部署“平安铁路示范区、街

（镇）”创建活动，明确各镇分管书记为

辖区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第一责任人，提

出“平安铁路示范镇”创建目标，组织开

展平安铁路创建宣传教育活动。将护

路联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加强护路工作领导，由党委分管副

书记担任护路领导小组组长，沿线各村

居委由治保主任、综治社保队员等落实

辖区护路联防责任。区综治办召开专

题会议，部署开展铁路沿线社会治安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结合“两个排

查”（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和矛盾纠纷排

查），在沿线村居委组建信息员队伍，及

时收集上报沿线各类不稳定信息并定

期分析，及时采取化解措施。协调有关

部门化解涉路矛盾纠纷，加强路地双方

的联系、沟通。配合铁路派出所开展基

础工作调查，完善基础台账，加强对聋

哑盲瘸精神病、沿线中小学校、危险品

单位、废品收购站、重点人员等“五类监

管对象”的管理和教育，防止发生危及

铁路安全事件。

■推进执法监督工作　区委政法委及
区政法各部门注重以问题为导向，以补

短板为目标，推进执法监督各项工作。

在全市率先建立执法监督工作微信平

台，健全发现、交办、督办、整改、反馈工

作机制。区政法各部门创新执法办案

内部监督机制，实现执法监督工作法律

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

一。５月，组织执法监督员开展刑事速
裁案件评查，随机抽查公、检、法三部门

２０１５年适用速裁程序的刑事案件，类型
包括危险驾驶、寻衅滋事、毒品犯罪等９
大类共３０件案件。１０月，重点评查１５
件进京信访案件、疑难复杂的重信重访

案件及区信访办建议纳入评查的涉法

涉诉信访案件。组织执法监督员以第

三方评查方式逐案阅卷，提出程序性、

实体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或瑕疵，对侦

查、公诉、审判进行全程监督。加强执

法监督与人大监督、法律监督、社会监

督、内部监督等各类监督的有机结合，

增强工作合力。会同区人大内司工委

对法院执行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共同形

成书面调研报告，为破解法院“执行难”

起到推进作用。会同区政协法制委对

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制发及落实

整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对区公安分

局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建设、“阳光警

务”推进情况进行实地督查和明查暗

访，推进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

■开展第二届区政法综治系统“微电
影、微故事”宣传展播活动　３月，区委
政法委开展以“清廉务实，执法为民”为

主题的第二届宝山区政法综治系统“微

电影、微故事”宣传展播活动。区政法

各部门、街镇（园区）共推荐微电影作品

２２部、微故事作品 ４７篇。举办“微电
影、微故事”作品制作专题培训班，邀请

市广播电视协会和区广播电视台相关

专家授课，普及微电影策划、拍摄、编

辑、制作和微故事的写作技巧。会同区

广播电视台专业技术力量到街镇现场

指导，帮助基层协调解决专业人才、技

术设备、拍摄场地等问题。１２月 １日，
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厅举行第二届政法

综治系统“微电影、微故事”获奖作品揭

晓活动。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副书记、

区长范少军，区人大党组书记李萍、区

政协主席丁大恒等区领导出席活动并

为获奖作品颁奖。《樱为有你》获微电

影一等奖，《平安是金》《天职》《港湾》

获微电影二等奖，《都是网游惹的祸》

《怪侠一枝梅》《口碑》《拾星者》获微电

影三等奖，《送到病榻前的赔偿款》获微

故事一等奖，《情系百姓雪中送炭》《一

份特殊的道歉信》《爱管闲事的“野老

头”》获微故事二等奖，《亲人》《为老派

爷叔交警点赞》《放下架子才能心系百

姓》《爱是最美的理由》《突如其来的菜

刀》《科技 ＋责任 ＝平安》获微故事三
等奖，另有３部微电影、２０篇微故事获
得优秀作品奖，区公安分局和杨行镇分

别获优秀组织奖。优秀作品在宝山电

视台、宝山区政府门户网站、宝山报、宝

山政法综治网专门开辟专栏和专题，进

行集中展播宣传。

■开展禁毒工作　区禁毒委以“遏制毒
品蔓延、降低毒品危害”为目标，以实施

《上海市禁毒条例》为主线，依法加强禁

毒工作组织保障，将禁毒工作纳入区发

展规划、纳入区政府绩效考核及精神文

明建设和平安建设。３月，邀请市禁毒
办领导来宝山授课培训，解读《上海市

禁毒条例》主要精神及具体适用相关问

题，区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各街镇分管

领导、联络员、禁毒专职干部、公安派出

所分管所长、专管民警以及全体禁毒社

工等２２０余人参加培训。组织召开宝
山区禁毒委员会全会，落实禁毒工作责

任制，将邮政等部门纳入到区禁毒委员

会成员单位，使成员单位从原来 ２６个
增加到３４个。与各街镇和各职能部门
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规定职能部门

职责强化禁毒队伍建设，制定《宝山区

社工奖惩办法》等７项社工管理制度。

■组织禁毒宣传活动　全区 ２８万余
人接受《上海市禁毒条例》相关内容培

训，发放《上海市禁毒条例》单行本２万
余本（册），制作《上海市禁毒条例》宣

传横幅３２０余条，《上海市禁毒条例》主
题宣传资料 ３万余份。在各居民小区
电子视频滚动播放《上海市禁毒条例》

宣传标语口号８万余次，禁毒设摊咨询
５６次，出宣传黑板报２０５块。与区教育
局共同成立“６·２７”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全区中小学校禁毒工作的组织、宣

传、规划、实施等工作。开展以“不让毒

品进校园”“不让毒品进家园”“社区青

少年远离毒品”等主题宣传活动，提高

学生识毒防毒禁毒能力，保持“无毒校

园”环境。在“６·２６”国际禁毒宣传
日，开展宝山区中小学禁毒趣味棋大

赛，设置一、二、三等奖项，全区有８０所
中小学４００多名中小学生参加禁毒趣
味棋比赛。１１月２３日，组织开展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禁毒专题讲座，各街镇未

保干部、居（村）委未保干部、部分未保

楼组信息员、学校未保辅导员老师和中

学生代表２７０余人参加培训。开展“小
手拉大手”教育活动，各中小学利用“家

校通”短信平台，定期给学生家长发送

一条禁毒教育短信，向家长讲授毒品的

危害和预防青少年吸毒等知识，让学生

与家长联动起来，构筑“拒毒”围墙。４
月，与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合作拍摄禁毒

宣传微电影《拾星者》，并邀请东方卫视

知名主持人参与演出。在“６·２６”禁毒
宣传日当天，在上海行知中学举办主题

为“无毒青春、健康生活”一一宝山区禁

毒微电影《拾星者》首映式，共有６００余
名学生、市民和志愿者代表参加。

（杨海兵　陈伟华）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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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活
■编辑　孙　骏

就业

２０１６年１月９日，宝山区参加上海市２０１６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首场招聘会 区人保局／提供

■概况　年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坚持改革创新，推进依法行政，夯实工

作基础，注重操作实践，确保完成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各项工作任务。实现政务

信息在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采

用量第一位，区政府采用量在全区各委

办局第一位。在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

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中，受到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总局通报表

扬。全区全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７７０１
人，控制在年度指标数２９５００人以内；帮
扶引领创业 ８１４人，完成年度目标 ６００
人的１３５７％（其中青年大学生４９５人，
完成年度目标３６０人的１３７５％）。帮助
８７９名长期失业青年实现就业，完成年
度目标７６０人的１１５６６％。安置“就业
困难人员”１０７９人（其中“零就业家庭”
成员２９户），按时安置率达 １００％。区
人保局就业工作全市年度考核第一名。

区就业促进中心获上海市就业服务工作

优秀奖、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优

秀分团称号。

■推进第二轮创业型城区创建　推进
“创赢宝山”品牌建设，建成并运营同名

微信公众号，拥有粉丝５０００余人。在复
旦软件园等１２个园区、友 ＋国际青年社
区等６家创业企业，１２个街镇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设立首批３０个“创赢驿站”服
务站点。打造“一套两支三区”（落实一

套惠民高效的创业扶持政策，打造两支

专业化的创业指导服务队伍，立足社区、

校区、园区阵地）品牌服务，实施精细化

创业指导服务。调整完善区级创业带动

就业政策，开展各类创业主题活动

８７场。

■推进重点人群就业帮扶　重点做好上
海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职工

分流安置工作，开展协解员工“５＋４”
（指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制定一份就

业计划书，开展一次职业指导，组织一系

列招聘活动，为有需要的员工组织转岗

培训。“职业指导”分类施策，“招聘管

家”精准匹配，“创业导师”跟踪指导，

“档案管理”上门服务）就业服务，促进

再就业。打造“宜业宝山”就业品牌，建

立由区内３８家重点企业加入的“宝山就
业联盟”。推进“助飞”指导站街镇全覆

盖，针对“启航”青年组织各类主题活动

６１场，专题培训４２场，参与人数２９００余
人。筹备建立顾村、罗店大居就业服务

站，实施大居“物业四保”（保安、保洁、

保绿、保养）岗位替换计划和学校等后勤

公益性岗位安置计划，共安置大居就业

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人员１３９人。组
织开展各类招聘会２５９场，提供招聘岗
位３５８９５个。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探索运用社会力
量推动职业技能培训，完成职业技能培

训１９６２４人，其中等级工培训占 ７３％。
完成第一批“双百计划”（针对技能人才

的区级特色培养资助项目，计划到２０２０
年在区内重点领域企业中，资助１００个
优秀技能团队、奖励１００名首席技能人
才，分三批实施，第一批实施期为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３４个优秀技能团队和３４名首
席技能人才“三阶段”（选拔确立期、跟

踪培育期和成果评估期）培养资助工作。

■开展公共人事服务　完善人才发展政
策，出台《宝山区关于加快创新创业人才

集聚的实施意见（试行）》等政策。贯彻

落实上海人才新政３０条，研究制定相关
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成立宝山区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兆祥邮轮工作室，位于

淞南镇的上海移动互联网创新园，是全

市首家以邮轮研究为主要方向的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工作室。开展企事业单位

人才专场招聘会和到外省市招聘活动８
场。组织召开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人才工
作重点项目评审会，确定１４个人才工作

３９２



重点项目。共招募 ２５名“三支一扶”
（支医、支教、支农、扶贫）大学生赴基层

支扶；落实完成１８名“三支一扶”大学生
服务期满相关工作（其中帮助１０名大学
生完成户籍申报工作）。全年受理上海

市居住证积分１４１１２人，居转户７７１人，
人才引进３４人，夫妻分居解困３９人，受
理７９人职称评审材料。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６日，２０１６年秋季宝山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才专场招聘会举行 区人保局／提供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８日，宝山区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工作推进会召开 区人保局／提供

■举办宝山区“创赢宝山”主题论坛　
１１月 １７日，宝山区创建上海市创业型
城区工作小组办公室，在区文广局演播

大厅顺利举办２０１６年“创赢宝山”主题
论坛，现场约３５０人参加活动。论坛以
“打造滨江创业新乐土”为主题，分为观

看《海纳百创、赢在宝山———宝山区创建

上海市创业型城区风采展示片》、论坛开

幕式、主旨演讲及嘉宾互动三个部分。

围绕创业者应具备的品质、宝山创业环

境及今后努力的方向、企业在宝山可持

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互动交流，并回答网

友提问。

■举办第九届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于 ８月至
１１月期间举办，共开展４４场。本次大赛
共设置三大类２６个项目，大致可分为配
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传统考证类，包

括电焊工、汽车维修、网页设计、电子商

务等１６个项目；根据培训主导方向探索
类，包括养老护理员、养老护理员（医疗

照护）２个新项目；生活服务类展示，包
括茶席设计、中西式点心制作、插花花

艺、形象设计等８个项目。通过印制“技

能战”海报、媒体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

最终共有２５支团队、１７３４人报名，参赛
人数达到历年之最。 （周悦森）

社会保障
■概况　年内调整区被征地人员相关政
策，形成区征地养老人员区级统筹管理

方案。全年扩大城乡居民参保覆盖面，

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新被征地人员

落实社会保障 １００％。做好工伤认定、
鉴定工作，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按

期认定、鉴定率 １００％。区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征地业务、征
地养老经办管理服务优胜单位、上海市

城乡居保经办管理服务优胜单位称号。

全年发放失业保险金１４４２１７万元。医
保监管工作全市年度考核第一名、医保

经办服务全市年度考核优秀，征地业务、

征地养老经办管理服务工作全市年度考

核优秀。

■推进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推进城
乡居保制度，配合建立未参保人员动态

信息数据库，引导城乡居民积极参保。

全年城乡居保缴费７２９１人，新增扩覆参
保 １１４７人，续缴率 ９０％；养老人员
１７０８４人，发放待遇１９６４２万元。

■推进征地养老区级统筹　制定出台
《关于推进本区征地养老人员区级统筹

管理工作的通知》，确保平稳推进区级统

筹管理工作。全年集中管理征地养老人

员７４７９人，累计发放各类待遇１８４４１万
元；受理医药费报销３２６７５人次，正确率
９９８８％；参加居民医保７２７９人，参保率
约９７３％。全区市级系统发放各类费用
２６４３７１人次，累计支出２０９３３万元。

■协调落实征地保障　贯彻落实《关于
调整本区被征地人员相关政策的通知》，

及时开展政策培训和调整经办标准。落

实顾村大居拓展区６个项目２９６人的社
会保障。妥善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

邀请上级部门开展现场研讨，协调解决

杨行镇３个村８个生产队２５名征地撤
制人员一次性落实社会保障工作。全年

共办理各类征地落实保障项目２３个，落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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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５９９人。

■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　调整区１７
万名城乡居民、１３万名征地养老人员
养老金标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

增加９０元，提高至每月７５０元，较上年
度提高１３６％；征地养老月生活费每月
增加１４０元，提高至每月 １６２０元，提高
９５％。发放春节一次性补助，每人标准
为２５０元～３００元；发放重阳节补助金每
人１００元。

区医保服务窗口 区人保局／提供

■办理工伤案件　依法开展工伤认定、
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开展工伤康复宣传，

创新提出“案前宣传、案中跟进、案后追

踪”工作机制。全年办理工伤认定４２６０
件，劳动能力鉴定３４５９件，工伤康复７３
件，实现工伤认定鉴定面见率、按期办结

率、复议诉讼胜诉率三个１００％。

■落实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推进定点医
疗机构落实医疗器械、中药饮片纳入“阳

光采购”工作。做好医保定点管理工作，

年内有２家医疗机构（社会办）、２家医
疗护理服务站（社会办）纳入医保联网

结算。完善医院自身管理网络，加大医

保监管力度，启动医保监管信息系统，对

定点医药机构开展多形式监督检查４１９
院次，平均检查次数３９次／家，查实违
规情况追款处罚率１００％。完成医保督
导员两年一届换聘工作，落实定点医药

机构药品外包装加盖标记工作。编印

《医保药品带量采购政策问答》《医保慢

性病长处方政策问答》《本市医保住院

病人告知书》等宣传资料。优化医保服

务，全市首家实现区域医疗机构全覆盖

办理《就医记录册》业务，完成第二批国

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试点项目中期

评估。全年为城保人员结算医疗费用

２７１９４１３７万元，为镇保人员结算医疗费
用１３４２２８７万元。全区居民医保参保
缴费人数１９７９３０人，结算医疗费用共计
２９２５２３５万元。市民互助帮困计划参保
缴费人数２４９２９人，结算医疗费用总计
７４９５４０万元。

■实施医保新政策　１月 １日起，上海
市正式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全年区城乡居保缴费 １９７９万人，
比上年增长３８６％；市民帮困缴费２４９
万人，增长 ４４４％；镇保门急诊统筹缴
费２０５万人，增长１８７％。全区８３家
村卫生室（含承担村卫生室功能的社区

卫生服务站）全部实现医保联网，确保农

村居民就近实时结算医疗费用。根据上

级文件精神，外来从业人员自４月１日
起纳入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畴

（根据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１２月的手工台账，
我区外来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范围约１５万人）。

■开展高龄老人居家医疗护理试点工作
启动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工作，

制定《宝山区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服务范围基本覆盖全

区。至年末，有１１家医保定点机构参与
试点（２家新建社会办护理站）。建立评
估队伍，实现家庭医生评估培训全覆盖，

完成两期养老护理员（医疗照护）培训

班，培育护理人员１０５名。编印１１万册
宣传手册和 ７２套易拉宝等宣传资料。
全区共受理符合条件的高龄老人申请

２７７人，完成评估２５６人，护理机构确认
开展护理服务２０４人。 （李小娟）

劳动关系
■概况　开展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
能建设示范工作，组织开展劳动力市场

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活动，全区劳动关

系总体保持和谐稳定。劳动保障监察工

作全市年度考核第一名、获２０１６年度全
市调解仲裁工作综合优秀奖。

■推进和谐劳动关系建设　落实劳动关
系和谐企业创建试点，通过制作专题宣

传片，发出倡议书、组织专题培训会等形

式有序开展宣传培育及申报等相关工

作，共２２５家企业参与创建。从规范性
指标、建制性指标、发展性指标、感受性

指标、减分指标和一票否决指标六个方

面，结合申报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测

评、评审，最终有１５８家企业达标。推进
１２３４５工单办理，全年共收５１１件，实际
解决率 ５０％以上，实现先行联系率
１００％，按期办结率１００％。年内审查集
体合同５１７份，覆盖企业 ５０７２家，覆盖
职工１２７３００人。办理企业实行其他工
作时间制审批４８６件，其中首次申请的
企业数比上年增加 ４３％。发放劳务派
遣许可证１０６份，完成对２９１家劳务派
遣单位的２０１５年度经营情况检查工作。

■开展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
示范工作　加快调裁一体化建设。在全
市率先启动劳动人事争议案件部分调解

和先行裁决、兼职仲裁员独立办案等机

制。开设巡回庭、假日仲裁庭、家门口仲

裁庭三类便民模式，在杨行、月浦、罗店、

大场等镇启动巡回庭７６个，假日仲裁庭
惠及劳动者１４名，家门口仲裁庭２场。
年内调解组织办结案件３７２７件，仲裁机
构办结案件２６５４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案件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达成终局裁决
案件程序违法撤裁率及有责投诉率为零

的工作目标。

■承办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
示范工作现场会　１１月３日，全国劳动
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工作现场会

在宝山区召开，会议展示近年来宝山区

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工作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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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各项成果。与会人员先后前往杨行

镇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解委员会、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实地考察区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标准化建设的情

况。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解仲

裁管理司副司长刘世民对创建工作予以

肯定，指出此次创建围绕标准化建设，提

升调裁工作公信力，为维护劳动关系和

谐稳定做出贡献。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类别 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邮编

殡仪馆 宝山区殡仪馆 宝安公路１１１号 ５６８０１５０１ ２０１９０１

经营性公墓

宝罗暝园 罗店镇束里桥苗圃路３５０号 ５６８６０８３３ ２０１９０８

宝凤瞑园 丰翔路６４４号 ５６１３２３０７ ２００４４４

月浦安息灵园 月罗路３４１号 ５６９３１２７１ ２００９４１

经营性骨灰堂 宝安瞑园 宝安公路１２８号 ５６８００４４４ ２０１９０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工作现场会 区人保局／提供

■规范劳动力市场　组织开展劳动力市
场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活动，共监察用

人单位１３００户，其中行政处理３８户、行
政处罚７户，维护５９９５名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２０１６年春节前，区人社局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专门会同区相关部门组织开

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专项检查活

动；３月１日～３１日，联合组织开展清理
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３
月１日 ～１５日，会同区总工会、区妇联
对区内使用女职工较集中的服装加工、

轻纺制造、商业零售、餐饮服务等行业的

部分企业进行保护女职工劳动权益专项

联合检查；７月１日～２９日，组织开展用
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

规情况专项检查活动。

■妥善处置群体性劳资纠纷　年内，群
体性劳资纠纷处于可控状态。全年共妥

善处置重大、群体性劳资纠纷 １１５起。
对上海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和中铝上海

铜业公司转型安置落实采取“一案一

策”，重点聚焦可能引发的群体性劳资纠

纷，指导企业妥善安置职工，确保全区劳

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周悦森）

民政
■概况　年内，区民政局按照“强化基层
民生保障、优化基本社会服务、深化基层

社区治理”工作目标，推进涉老实事项

目，新建７家养老机构、５家日间照料中
心、３个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建设和１
家长者照护之家，完成２６家养老机构消
防安全改造，全面实施老年照护统一需

求评估，银龄居家宝项目实现全覆盖。

加强基层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参与

制定《宝山区社区工作者考核指导意见

（试行）》《关于完善宝山区社区工作者

薪酬激励机制的通知》等文件，实现居委

会电子台账和“村务自治云”系统全覆

盖。７月２９日，宝山区被全国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

城”，被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警备区命名为“双拥模范区”，实现

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和上海市双

拥模范区“八连冠”目标。年内，局系统

被评为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信访
系统先进集体。宝山烈士陵园被评为国

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基层建设　健全社区工作者考核制
度，探索建立退出机制。规范做好社区

工作者扩围及续招工作，累计扩围额度

２２２人，续招社区工作者４２９人，定向招
聘军嫂２５名、宝钢分流人员３０名。建
立健全社区代表会议制度，探索社区代

表会议约请制度，推动居民区联席会议

制度规范化建设。完成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第三方评估和信息系统升级，建

立区级运管中心。指导街镇落实居委会

印章使用清单和居村协助行政事务清

单。指导撤制１０个村民小组，新建２个
居委会，调整１个居委会。至年末，全区
有村委会１０４个、村民小组７４１个，居委
会３７１个。

■社会救助　组织开展元旦、春节帮困
送温暖活动７７项，累计投入各类帮困资
金６１２３万元，受益群众１１５７万人（户）
次。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作，

完成成年孤儿安置，启动一站式医疗救

助工作。开展“５１２”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发放宣传手册２３００余份、接受市民群众
咨询２５００余人次，组织１０万余名学生
参加防灾减灾综合演练。至年末，全区

共有城乡低保１０５８６人，开展社会救助
７１３万人次，支出各类救助资金２５３亿
元，救助流浪乞讨３６３人。受理经适房、
廉租房、低保申请等各类经济状况核对

委托２５９９６户，出具核对报告２５１９７份。
共募集慈善基金 １６５６３万元，出资
１２１７９万元，为９９万名困难人员、学生
和老人提供帮助。

■优抚安置　全区接收安置２０１５年退
役士兵 ３１０名。落实各项优抚安置政
策，接收安置军休干部１６人，为３５万
人次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助和优待金

４９３４万元。

■双拥工作　落实各项双拥优抚政策，
结合“双拥在基层”活动，对驻区部队进

行普遍慰问，为部队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开展科技拥军进军营、就业岗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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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综合帮扶进军营、文化拥军进军

营、法律服务进军营、医疗健康进军营等

“六进军营”系列活动，提升宝山区双拥

工作水平。８月１日，举办宝山区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４年度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大会，
１２个街镇、１２５个单位、５５个部队、９９人
得到命名表彰。

■殡葬管理　至年末，全区共有殡仪馆
１家，经营性公墓３家，经营性骨灰堂１
家。清明、冬至期间，全区各墓区共完成

落葬３７２７穴，接待祭扫群众 ９０７万人
次，８６２万辆车次。完成区内各公墓的
高清视频监控摄像头和人流量实时监测

统计系统的安装。区殡仪馆获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状”称号，并被评为上海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

宝山聋人舞蹈队获上海市“舞动青春”舞蹈大赛一等奖 区残联／提供

■婚姻登记　执行民政部新要求，加强
窗口服务规范化管理，婚管所办公场所

无线网络信号实现全覆盖。全年共计依

法办理结婚登记 ７２０７对，比上年下降
９５％；离婚登记 ４５４６对，上升 ２７１％。
查询婚姻档案１５６６人次。开展“离婚劝
和”服务工作，为９６７对夫妇提供心理疏
导服务和法律咨询服务，劝和夫妇 ６４
对。 （赵珍怡）

残疾人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持证残疾人
２７１７６人，比上年新增３４１７人，其中视力
残疾人４９３６名、听力残疾人２４６６名、言
语残疾人２５０名、肢体残疾人１２４６３名、
智力残疾人 ３４８２名、精神残疾人 ３１６２
名、多重残疾人４１７名。区残疾人工作
立足于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推进残

疾人公共服务，按照全年工作目标要求，

科学谋划，全面部署，推进任务完成。

■开展“七送”帮困送温暖活动　在元
旦、春节，组织开展送帮困金、送护理用

品、送实物帮困卡、送就业岗位、送年夜

饭、送无障碍电影、送一户多残家庭帮

困金“七送”活动，投入帮困资金８４８万
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９４％；受益困难残疾
人近８４００人次，增长１３９７％。做到不
遗漏、少重复；明确资金发放办法，以银

行打卡形式，确保资金发放安全到位。

■推进市、区政府实事项目　推进市政
府“为６０户农村贫困残疾人进行家庭无
障碍改造”实事项目，一季度完成前期调

查摸底、政策宣传、实施方案调整，４月

起逐步实施６１户农村、１０１户城镇残疾
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程，至１０月底全面
完成，投入资金约４０５万元。完成区政
府“为 ５０００名持证残疾人开展健康体
检”和“为３０００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
助残实物帮困卡”实事项目，投入资金

１９１４２万元，完成５１０１名持证残疾人健
康体检；投入资金６０７０９万元，为３４７８
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发放助残实物帮困

卡，超额完成１５％。

■发放“两项补贴”３５３０万元　按照市
政府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工作要求，区

残联建立工作推进小组，宣传政策，协调

配合民政及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培训，指

导街镇按照时间节点发放补贴。年内，

全区各街镇两项补贴共发放１３６５９５人
次，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３４７９１人
次，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１０１８０４人次，
补贴涉及总金额约３５３０万元。

■开展康复服务　投入经费１０１万元，
为３５７名残疾人提供住院及大重病医疗
补贴。投入经费２４９万元，为２２８９名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重残人员提

供补助。投入经费２７８２９万元，为４４９
名重度残疾人开展居家养护服务，并进

行服务评估。投入经费６０万元，为２５９
名脊髓损伤或两便失禁残疾人配发护理

用品。在“５·１５全国助残日”，为视力
残疾人适配助视器９７６副，走访慰问培
智学校、自闭症康复训练中心、脑瘫儿童

康复中心的２００余名残障儿童。会同区
卫计委开展“全国爱耳日”“全国爱眼

日”主题宣传，会同区教育局、培智学校，

举办“世界自闭症日”、六一儿童节主题

活动，残障儿童及其家属３００余人参加
活动。

■推进残疾人就业　推进残疾人就业培
训工作，举办两场社区残疾人就业招聘

会，百余名残疾人参加，近２０家爱心企
业推出７０余个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
当场有近４０名残疾人和企业达成就业
意向。完成３名残疾人大学毕业生就业
指导和就业推荐工作，连续１４年实现安
置残疾人大学生就业率达１００％。做好
多家福利企业关闭后多名残疾职工的再

就业推荐工作，稳定全区残疾人就业率。

年内共推荐１１６名残疾人就业，组织各
类残疾人及残疾人工作者培训 ２４期，
２１９９人参训。

■安装残疾人专用车 ＧＰＳ防盗装置　
出台为全区残疾人专用车安装ＧＰＳ防盗
装置的政策，加强行车安全管理。对全

区残疾车进行调查摸底，制作下发告知

书，做好宣传告知和登记统计。年内投

入经费 ９４８７万元，完成 １４１６辆残车
ＧＰＳ防盗装置安装。

■举办区残疾人第二届文艺汇演　“全
国助残日”期间，与区文广局联合举办

“让爱洒满人间”宝山区残疾人第二届

文艺汇演，６００余人观看演出，来自全区
１００余名各类别残疾人文艺爱好者参
演。５月１１日，区委书记汪泓，区委常
委、副区长周德勋，市残联副理事长郭咏

军受邀出席活动，并为第十四届残奥会

坐式排球冠军章旭飞、盲人门球第五名

鲍道磊颁奖。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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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宝山区残疾人第二届文艺汇演举行 区残联／提供

■社区无障碍电影放映点实现全覆盖　
加强区级无障碍电影放映点日常管理，

推进全区１２个街镇无障碍电影放映点
建设，实现全覆盖。视障人士可以就近

就便观赏无障碍电影，全年共组织１５００
名视障人士欣赏无障碍电影。

■参与市、区两级技能竞赛　组织发动
辖区内１１家阳光基地参加市“阳光基
地”职业康复技能大赛，经过参赛报名、

微信海选、专家评审，最终１０家基地入
围大赛前３２名，分别获最高人气奖、优
胜奖、入围奖。与区就业促进中心联合

举办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残疾人职业技能
竞赛，来自全区６０名残疾人参与中式面
点制作与多媒体制作两项比赛。

■完成残疾人信息数据动态更新　在
２０１５年开展残疾人基本服务和需求调
查基础上，对区内２５１６０名残疾人需求
数据进行动态更新，力求全面准确掌握

残疾人现状和需求，夯实残疾人工作基

础。数据动态更新工作于７月１日正式
启动，全体工作人员逐户上门采集信息、

细致审核、及时录入，于８月９日完成区
内２５１６０名残疾人需求动态数据的采
集、审核、录入，并做好后续整改工作。

■中残联计划财务部调研宝山残疾人工
作　９月７日，中残联计划财务部一行
调研宝山残疾人工作，了解宝山近年来

残疾人信息化服务平台以及各类残疾人

服务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调研组实

地参观月浦镇阳光家园及月浦镇社区事

务受理中心残疾人服务窗口，直观了解

区内残疾人日间照料机构、残疾人事务

受理情况。

■推进群团改革　根据区群团改革工作
计划，区残联作为第二批改革单位之一，

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对照市

残联条线改革情况和进度，稳步推进改

革，实现“以党建带群建、以群建促党

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年内梳理家

底清单和问题清单，列出主要对策举措，

制定具体推进计划；对照改革目标，针对

１７项问题，逐项抓整改、抓落实。
（李秋洁）

老龄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户籍老年人
３０３３万，比上年增加１９７万人，占户籍
总人口的 ３１４％，提高 １５个百分点。
其中：６０岁 ～６４岁低龄老人 １０９９万
人，占老年人总人口３６２３％；６５岁 ～７９
岁中龄老人１４６９万人，占４８４３％；８０
岁 ～９９岁高龄老人 ４６４万人，占
１５３％；百岁以上老年人１０２人。新建７
家养老机构、５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３家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１家长者照
护之家，新建２５个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改造１３个陈旧老年活动室；为２６家存
量养老机构安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年

内，吴淞街道丁仁华获“上海市杰出老年

志愿者提名奖”；１１个街镇分别有 １人
获“上海市优秀老年志愿者”称号。

■养老服务　至年末，全区有养老机构
５１家，其中政府办２４家，社会办２７家，
核定床位 １１６６６张，比上年增加 １５６２

张，养老机构入住老人６１２６名，床位入
住率５２％。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
１２５７２名，开展“居家养老暖人心”项目，
为１４３名符合条件且有照料需求的优抚
对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设有社区老年

人助餐服务点１９个、老年人日间照料服
务中心２３个。各级老年活动室５４９个，
日均活动人数２８９９７人。实施“老伙伴”
计划，组织 １７２０名低龄老人志愿者为
８６００名高龄老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

■实施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体系　区
民政局、区卫计委、区人保局（医保办）

等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建立并实施老年照

护统一需求评估体系。成立区级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制定

印发《宝山区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实

施方案》，编制《宝山区老年照护统一需

求评估工作手册》，拟定《宝山区基本养

老机构轮候入住指导意见》。年内完成

３４２名评估员培训工作，超额完成市局
下达１２０名指标。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
开展评估工作，于９月在各街镇全面实
施老年照护需求评估工作。

■实施老年综合津贴制度　实施老年综
合津贴集中办理工作，实际受理２１万人
申请。完成集中办理至常规办理转段工

作，印发《宝山区老年综合津贴制度实施

意见》，做好新老政策衔接，实现制度常

态化，确保津贴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开展“养老云平台”建设　探索建设
全区统一的“养老云平台”，包含“评估、

管理、服务”三个功能的子平台，设立信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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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查询、社区助餐点餐、社区老人信息、

居家养老管理、老伙伴计划、养老服务评

价、日间照料中心、社区养老资源、机构

养老信息、第三方服务信息、养老从业信

息等１０余个功能模块，并实现各街镇全
面覆盖。

■开展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新增月浦
镇、高境镇作为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试点

单位，统筹设置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

人助餐点、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老年文

体活动场所等，向老年人提供“一站式”

服务。全区共有６个街镇开展老年宜居
社区建设，惠及１５万余名老年人。

■开展惠老助老活动　实施百岁老人关
爱政策，向区内１０２名老人开展生日慰问
和节日慰问活动，向全区６２６９名９０周岁
以上高龄老人每天赠饮一瓶牛奶。年内，

全区各级老龄组织共受理老年人来信、来

访、来电 １２０件，调处 １１６件，调处率
９８％。１月２９日，团区委联合区计生委
组织青年志愿者到金秋晨曦老年公寓开

展新春送温暖志愿服务，为老人们进行义

诊，服务２００余人次。２０１６年春节前夕，
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宝山区分会与区侨联

共同举办“关爱老侨、共享发展”早期归

侨援助项目启动仪式，向６２名早期归侨
发放援助金。９月２６日～１０月２０日，区

旅游局、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相关

街镇开展“爱暖夕阳红，情满母亲河—宝

山区万名老人游览浦江”项目活动，组织

３６００名社区困难老人乘船游览吴淞口码
头至十六铺外滩之间的滨江发展风貌。

１０月１０日～１９日，宝山分会与区机关党
工委、区科委联合举办宝山区“科普惠生

活，辉映夕阳红”活动，组织１５００名老年
志愿者分批参观海军上海博览馆、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上海汉康豆制品厂、宝山

寺。“生命之桥—尿毒症患者援助项目”

全年向区２８名低保、低收入尿毒症老年
患者发放援助金共计５８万元，减轻患者
医疗负担。 （王　弦）

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养老机构

序号 所属街镇 养老机构名称 核定床位数 地址 联系电话 运营模式

１ 长兴镇 宝山区社会福利院 ２００ 潘圆公路１６６６号 ５６８５１４７３ 公建公营

２ 友谊 康乐敬老院 １５０ 宝林八村１２８号 ５６９３１６３１ 民建民营（民非）

３ 友谊 宝康老年公寓 ２５５ 宝山十村１０６永清路号 ５６１２０３５０ 民建民营（民非）

４ 吴淞 海滨街道敬老院 １６０ 永清二村１２２号 ５６５６６６３５ 公建民营（民非）

５ 吴淞 永清养老院 ９３ 永清新村７６号 ５６１６７１４８ 民建民营（民非）

６ 吴淞 吴淞街道敬老院 １７０ 同济路２号 ５６８４１０１１ 公建公营

７ 吴淞 明珠养老院 ２０６ 塘后路７０号 ５１２６６１３３ 民建民营（民非）

８ 吴淞 同泰敬老院 １５４ 同泰北路１８３号 ５６１７２１８３ 民建民营（民非）

９ 张庙 通河新村街道敬老院 ７９ 长江西路通河二村４０号 ５６７４９５６３ 公建民营（民非）

１０ 张庙 通河温馨敬老院 ５２ 通河四村７２号 ６６２２８０３０ 公建民营（民非）

１１ 张庙 新康安养院 １９０ 呼玛四村２７号 ６６２２９６８７ 民建民营（民非）

１２ 张庙 泗塘承苗养老院 ９７ 虎林路泗塘五村１２８号 ６６２１２９７３ 民建民营（民非）

１３ 张庙 张庙养老院 １５４ 长江西路１１８１号 ５６１２１３６５ 公建民营（民非）

１４ 庙行 庙行镇敬老院 ９５ 长江西路２７００号 ６６９８９９１０ 公建公营（民非）

１５ 庙行 庙行镇悦馨养老院 ４１７ 南?藻路９９９号 公建公营

１６ 大场 大场镇敬老院 １４０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１５８号 ６６５０９８３０ 公建公营

１７ 大场 大场镇祁连敬老院 ９６ 锦秋路２０８８号 ５６１３１５０３ 公建公营

１８ 大场 德照敬老院 １７１ 沪太路３６５１号 ５１６０９１８８ 民建民营（民非）

１９ 大场 峰华养老院 １５０ 沪太路３２７９号 ６６５０５０６９ 民建民营（民非）

２０ 大场 星堡养老院有限公司 ４０８ 环镇南路８５８弄５号楼 ３１００１５００ 民建民营（工商）

２１ 大场 宝山区金悦养老院 ２１８ 祁真路４８５号 ３６５８９９５１ 公建民营（民非）

２２ 大场 上海长乐养老院 ２９３ 少年村路２１８号 ６６６１０３３６ 民建民营（民非）

２３ 高境 高境镇养老院 ２６９ 何家湾路９９弄９号 ５５０４０２７７ 公建民营（民非）

２４ 淞南 文华淞南安养院 １４４ 淞南九村７３号 ５６１４１６１３ 民建民营（民非）

２５ 顾村 顾村镇敬老院 ２０３ 沪太路５１２９弄１０号 ５６０２０４８２ 公建公营

２６ 顾村 顾村和平养老院 １４１ 陆翔路６８８弄１－３３号 ６６０２８５５０ 民建民营

２７ 顾村 顾村镇馨佳园养老院 １３１ 近潘广路、韶山路交界处 公建公营

２８ 顾村 永福养老院 ３３１ ?川路２８９号 ５６８０９２１１ 民建民营（民非）

２９ 杨行 杨行镇金秋晨曦老年公寓 １４３０ 盘古路１９１１号 ５６７８０６６２ 公建公营

３０ 杨行 宝山镇敬老院 ２３０ 漠河路１１００弄１号 ３６２１６２１７ 公建民营

３１ 杨行 泰和养老院 １３０ 杨行镇西浜村西浜宅４３号 ５６８０８２４１ 民建民营（民非）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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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所属街镇 养老机构名称 核定床位数 地址 联系电话 运营模式

３２ 杨行 海剑敬老院 ２２０ 泰和路１１５５号 ３３７９５０３０ 民建民营（民非）

３３ 杨行 百姓敬老院 ３９６ 杨宗路３０８号 ３３８５２６７７ 民建民营（民非）

３４ 杨行 勤丰家乐敬老院 １４２ 盘古路７１５弄９号 ６６７８５０８８ 民建民营（民非）

３５ 月浦 乐业养老院 ６５ 春雷路３３２弄２号 ５６６４７５１８ 民建民营（民非）

３６ 月浦 怡康敬老院 ５８ 盛桥一村２８号 ５６６４７５１８ 民建民营（民非）

３７ 月浦 金色晚年敬老院 ５０３ 月罗公路新镇车站南首 ５６９３１６３１ 民建民营（民非）

３８ 罗店 金罗敬老院 １８０ 罗店镇罗东路７７９号 ６６８６５６５２ 民建民营（民非）

３９ 罗店 罗福养老院 ２２０ 罗店镇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６号 ５６８６４１７５ 民建民营（民非）

４０ 罗店 西埝敬老院 １１０ 沪太路６２８９弄８８号 ６６０１２９０５ 民建民营（民非）

４１ 罗店 美兰金苑养老院 ８５０ 沪太路６２７３弄５０号 ５６０１６３５１ 公办公营

４２ 罗泾 罗泾镇敬老院 ９９ 集宁路１７９号 ５６８７０７８４ 公建公营

４３ 罗泾 罗泾丽康养老院 １２０ 新川沙路５０３号 ５６８７０１３５ 公建公营

４４ 淞南 美庭阳光 １８２ 长江南路９７０号 ３６５８９１８８ 民建民营（民非）

４５ 吴淞 逸仙养老院 ３３２ 塘后支路１９－２１号 民建民营（民非）

４６ 月浦 月浦养老院 ４６６ 月富路３１８号 公建公营

４７ 淞南 淞南镇新建养老机构 ３１２ 长江路８６０弄５８号 公建公营

４８ 罗泾 怡景养老院 ２８１ 东至潘泾路、西至罗宁路、南面陈川路、北
面陈功路

公建公营

４９ 罗店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０３１２－０３地块养
老院

６５ 南至美文路、东至罗南路、北至天家路 公建公营

５０ 罗店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０４０８－０３地块养
老院

６３ 西起陆翔路、东临罗贤路、南靠美文路 公建公营

５１ 淞南 淞南长者照护之家 ４５ 一二八纪念路５５弄１２７号１楼 民建民营（民非）

（王　弦）

社会组织管理
■概况　年内，宝山区社会团体管理局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暂行管理条例》及相关法

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对社会团体进行分

类指导，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高

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能力，规范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加

强宝山区社会组织预警网络建设，完善

区社会组织三级服务管理网络。全年登

记成立社会团体３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４６家；变更登记社会团体２９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 ４９家；注销登记社会团体 １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３家；民办非企业单
位核名７６家。至年末，区内有社会团体
１５３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４３９家，共计
５９２家。

■开展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实
施全区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

采用网上年检方式，实现无纸化上报。

按照市社会团体管理局要求，利用电子

钥匙，简化操作流程。全年社团应检数

１５３家，合格率 ８０９％，基本合格率

９７％；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检数 ４３６家，
合格率８３４％，基本合格率５０９％。

■完善信息平台　区社团局依照国务院
行业分类标准，对区内社会组织信息进

行逐一核对，保障社会组织信息的准确

性、完整性。扩大对社会组织的宣传，全

年在上海社会组织网上共发布信息

１３０８条，首 页 采 用 ６４１条，采 用 率
５４７５％。 （王昕钰）

民族与宗教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常住少数民族人
口总数２７５２３人，有５０个少数民族成分，
其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１３４０４人，有４６
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

各镇、街道、园区，呈散居状态。有佛教、

天主教、基督教三大宗教，宗教场所 ２３
处，宗教教职人员１１７人，信教群众约７２
万余人。支持慈善公益事业，共计捐赠

１７９余万元，其中佛教１５３万余元、天主
教４万余元、基督教２２万余元。

■开展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６月，根据
市民族宗教委《关于开展上海市民族宗

教法制宣传学习月活动的通知》要求，区

民宗办牵头组织开展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学习月活动。６月 ２日，举办宝山区
２０１６年民族宗教法制宣传学习月启动
仪式，组织各街镇、园区采取集中设点宣

传形式，在辖区内人流较多的地区开展

宣传咨询活动，扩大宣传活动社会影响

力。牵头各民族宗教团体开展形式多样

的学习培训活动，举办三场宣传学习月

报告会，提高少数民族人员和宗教教职

人员及信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

制意识。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２０１６
年是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启动

年，区民宗办结合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

部、市民宗委《关于开展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指导意见》，制

定区实施意见并召开动员会进行部署，

重点指导顾村镇探索大居社区民族工作

的有效方法，指导区教育局抓好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进学校有关工作，注重

新一轮创建工作重点单位进行培育扶

持。全面推进区创建“八进”（进机关、

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进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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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进楼宇、进宗教场所）工作，完善“管

理网格化，服务网络化，引导社会化，活

动品牌化”社区民族工作体系建设，增强

创建活动影响力和实效性，提高宝山社

区民族工作整体水平。关心少数民族民

生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做好重点节日

期间的帮困送温暖工作。区、街道、镇

（园区）及各级民族联组织共走访慰问

少数民族２６１人，发放慰问金（包括慰问
品）１２３万余元。关注伊斯兰教斋月期
间民族宗教动态，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

作。做好信访工作，主动配合信访部门

协调涉及少数民族的矛盾纠纷化解工

作，维护社会稳定。

■加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管理　区民宗
办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贯彻落实《上海市

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协调落实清真专柜

装修补贴扶持政策工作。加强清真食品

监督员队伍建设，开展工作培训，发挥清

真食品社会监督网络组织作用。开展清

真食品网点普查，全区共有清真网点

１９２家，其中挂清真标志牌的网点有１０
家，区级基本供应点有４家。

■开展新一轮文明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工
作　坚持用“爱国爱教、知法守法、团结
稳定、教风端正、活动有序、管理规范、安

全整洁、服务社会”标准要求，组织推进

新一轮（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文明和谐寺
观教堂创建工作，通过三年创建，力争实

现区创建活动场所全覆盖、信教群众知

晓全覆盖、文明和谐场所比例达９０％以
上目标。抓住全国文明和谐寺观教堂创

建提出的“规范”新主题，在上一轮成功

创建“一个五星（宝山寺）、七个四星（永

福庵、太平禅寺、天主教孟家堂、基督教

吴淞堂、基督教大场堂、基督教施恩堂、

基督教罗泾堂）、十个三星”（萧泾古寺、

金皇讲寺、察司庙、甘露寺、基督教月浦

堂、基督教罗店堂、基督教谢恩堂、基督

教葑塘聚会点、基督教刘行聚会点、基督

教宝山聚会点）级文明和谐寺观教堂基

础上，指导推进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内部管理方面，推进场所建立健全人、

财、物、学习、议事和档案管理等制度；外

部建设方面，推进宗教活动场所悬挂统

一标识牌，申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银

行账户，组织场所负责人参加市民宗委

组织的档案管理、消防管理和大型活动

安全管理专题培训。

■加强宗教事务管理　依法加强对宗教
事务管理，指导各宗教场所完成２０１５年
度监督检查工作，并按时间节点将相关

情况上报市民宗委。完成宗教场所主要

教职人员任职备案专项工作，加强指导

协调，确保宗教领域安全。主动加强与

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好非正常宗教

活动的信息掌控和监管，力求预防为主，

先期制止。加强同有关职能部门的密切

联系，做好抵御渗透和反邪教相关工作。

做好信访接待工作，妥善处理涉及宗教

领域的突出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做好宗教活动场所的安全工作，会同街

镇检查指导消防安全工作和相关宗教活

动节点的安全协调和服务工作，完成春

节佛教寺院对外开放和天主教五月佘山

朝圣以及天主教、基督教圣诞活动期间

的安保工作，维护宗教界的安全稳定。

帮助宗教团体协调解决基建工作中的各

类问题。 （陶剑峰）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类目 网点名称 地址 所属街道、镇

副食品

（４家）

顾村集贸市场清真专柜 顾太路３５０号 顾村镇

上海为民商行清真专柜 南大路１６４号 大场镇

豫东清真牛羊肉经营部 淞兴西路１２１弄５１号 吴淞街道

清真牛羊肉专卖店 淞良路菜市场 淞南镇

饮食

（６家）

上海为民清真饮食店 南大路１６２号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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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街道

豫香斋烧烤店 密山路１３５号 友谊路街道

一绝拉面馆 宝林路２５２号 友谊路街道

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佛教

宝山寺 罗溪路５１８号 ５６８６２４１１

太平禅寺 富联路３２８弄２８号 ５６１８１６５５

永福庵 南陈路３５１弄２号 ５６１３９１３７

察司庙 泰和支路８７弄５０号 ５６４９５６１６

萧泾古寺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５０号 ５６８７３７７５

金皇讲寺 丰宝路３５０号 ３６３８６６６９

甘露寺 练祁路６８８号 ３３８５２１０２

淞南寺 淞南路４５９弄２７号 ６６７８１３３５

宝隆古寺 杨宗路５５８号 ３６２１０９８１

天主教
孟家堂 阳泉路１２９５号 ６６９７２２４９

北姚湾堂 南大村老宅 ６２５０５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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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基督教

吴淞堂 宝杨路７４号 ５６１０１７６６

施恩堂 泗塘一村７号 ５６９９３４６２

杨行堂 杨泰路５１０弄５号 ５６８０３２６９

月浦堂 北安路１０３弄１５号 ５６９３７９８０

罗店堂 界泾村６３号 ５６８６２０５９

大场堂 沪太支路１２２５号 ５６５０２３４８

谢恩堂 丰宝路５４号 ６３６３７８３３

葑塘聚会点 锦秋路２３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３５１

宝山聚会点 漠河路２８号东门 ５６７８０４６７

刘行聚会点 联杨路改水管理站内 ５６０２８７８９

盛桥聚会点 盛桥路９０号 ５６１５３１２８

罗泾堂 陈川路３５０弄９１号 ５６８７０６９０

（陶剑峰）

红十字会
■概况　至年末，区和街镇及居、村三级
红十字会组织共有５２６个，全区有红十字
会成人会员 ６００４名，比上年增加 １２７８
名；青少年会员３４１８０名，增加２４０名；志
愿服务者５３１７名，增加４８７名。全区建
有街镇红十字服务中心９所，社区红十字
服务站３９３所，红十字救护培训站（点）１２
个，红十字冠名医疗机构４所，市级红十
字达标学校１０所，市级红十字示范学校
１所。４月，召开五届五次理事会，审议通
过“宝山区红十字会２０１５年工作总结”
“宝山区红十字会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及
“２０１４年宝山区红十字会款物募集和使
用情况的报告”，增补部分理事。全年共

收到捐款６１０７万元（其中接受中国台湾
高雄地震捐款８０７万元，接受华东水灾
捐款１８４万元，全额上交市红十字会），
支出６２５５万元，历年余额１７９６３万元。

■救助关爱　年内开展“千万人帮万
家”迎春募捐帮困送温暖活动，慰问特困

家庭共８３４户，市、区、街镇（园区）红十
字会资助金额 ４１７万元（其中帮困卡
８３４万元）。为符合条件的重度失智老
人每月配送护理用品，全年共有受益对

象３４７７人次，总价值 ７０万元，并对近
６００名老人家属、护理员和志愿者进行
介护培训。为区红十字护理院符合条件

的老人配送护理用品，设立爱心病床。

援助２１名居家麻风病人中的致残者，资
助金额１０５万元。受理２例造血干细
胞移植救助申请，给予资助１２万元。向
癌症康复俱乐部发放慰问款１万元。设

立“特殊精神病人关爱”项目，落实资金

１万元，用于无家可归等特殊精神病人
的人道救助。

■备灾救灾　组织中国台湾高雄地震募
捐，共募集善款８０７３５元，其中区红十字
会募集善款１１５０元，各街镇（园区）红十
字会募集善款７９５８５元。接受华东水灾
募捐，共募集善款１８４０５元，其中区红十
字会募集善款５２１９元，各街镇（园区）红
十字会募集善款１３１８６元，募捐款按要
求全部上交市红十字会，转往灾区。对

区内４户火灾家庭进行救助，发放慰问
款２５万元。

■开展救护培训　年内培训救护员
１３３０人次，完成指标的１０７１％；普及培
训２４１８５人次，完成指标的１１９５％。推
进初级急救知识进家庭项目，对２７万余
户家庭发放《市民安全救护手册》。推

进公共场所ＡＥＤ设置，在吴淞国际邮轮
码头完成首家试点设置工作。与区教育

局、区卫计委、区地震办联合举办全区中

学生红十字应急救护比赛，全区１４所初
中、８所高中共１１０名队员参加比赛。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年内为 １９３５１７
名学生、儿童办理参保手续，比上学年增

加２７个％，参保费１５４８１３６０万元。为
６５７４人次住院或大病儿童报销医疗费，
基金支付 ６９７１９８９８４万元。受理少儿
医疗保障基金医疗费报销６１１６人次，少
儿居保支付金额１３５４３４４５２２万元。资
助１６４５名低保家庭及残障儿童参加少
儿住院互助基金，由财政支付参保费

１３１６００万元。做好少儿互助基金２０周
年纪念活动，组织开展少儿住院基金工

作成果案例征集活动，有４篇征文分别
获市一、二、三等奖，３条广告语入围全
市十佳之列，２２人被评为先进个人，１６
家单位被评为先进集体

■志愿捐献　会同团区委，联合高校和
各街镇组织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传和

集中采血活动。全区有９７９名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１名造血干
细胞志愿者成功配对实现捐献。各级红

十字会全年为１６３名市民办理遗体捐献
手续（１９８２年 ～２０１５年累计登记 １３４４
人），其中有３６人实现遗体捐献意愿。３
月２日，组织６０余名遗体捐献实现者家
属及志愿者参加遗体捐献纪念日活动。

■开展红十字宣传　年内，区红十字会
网站报道工作信息１１５条，向市红十字
会网站、《上海市红十字报》《宝山报》和

区政府门户网站报送工作信息 ５６条。
区和各街、镇红十字会在“５·８”世界红
十字纪念日、“世界急救日”“千万人帮

万家”等重大活动期间，采用报刊专版、

黑板报、宣传册页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宣

传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知识和红十字

会工作，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

的崇高精神。

■开展“为大病青少年献爱心”主题活
动　３月～８月，区红十字会会同区教育
局、团区委开展“为大病青少年献爱心”

主题活动，帮助大病青少年８１人次，资
助金额３１２万元。 （陈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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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街道
■编辑　孙　骏

杨行镇
表１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百岁
老人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６年 １６９６６ ８４１６ ８５５０ ２５％ ８ ２５７６ １７．９％

表２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天馨学校 ２８ １１１８ ８９ 水产西路２８９弄 ５６４９９６５９

杨行中心校 ３９ １５５６ １１０ 松兰路１８号
杨泰路３２１号 ５６８０１０６８

杨泰实验学校 ６０ ２５５０ １７７ 杨鑫路３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８４３

杨行中心幼儿园 １６ ５２５ ３９ 杨泰路３５８号 ５６８０２５７３

杨泰三村幼儿园 ９ ３１０ ２３ 杨泰三村东区９５号 ３３９１２８４２

四季万科幼儿园 １４ ４６９ ３２ 镇泰路１９８号 ３３８５１０６８

四季花城幼儿园 ６ ２１４ １７ 松兰路８６６号 ３６０４６８０５

友谊家园幼儿园 ９ ２９０ ２４ 铁峰路１９９１号 ３３７９９０９９

康桥水都幼儿园 １９ ５９０ ３６ 竹韵路８号 ５６７８０６２６

海尚明城幼儿园 ９ ３１０ １８ 盘古路１８７６号 ５６１２２６２２

和家欣苑幼儿园 １４ ４１１ ２９ 红林路４８９号 ６６７８８５０６

紫宸实验幼儿园 ２ ７０ ４ 湄浦路１６００号 ３３７９９０９８

杨东小学（民办） ２０ ８８８ ５９ 宝杨路２０４３号 ３３７９１７２５

杨行小学（民办） ２０ ９３３ ６０ 杨行西街４４１号 ５６４９７０３０

表３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村委会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 人口

１ 东街村 杨泰路７２５号 ３３９１２３８８ １１０２ ３１１１

２ 西街村 宝杨路３２５８号 ６６７６３３８５ ９２０ ２７３８

３ 钱湾村 杨泰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０５８１８ ３６０ １０９４

４ 西浜村 泰和路１９６９号 ５６８０３５２９ ６２５ １６３４

５ 大黄村 ?川路１１８８弄４８号 ５６８００２２５ ８８ ３５０

６ 城西一村 江杨北路１５１９号 ５６８０２８７６ ４７３ １３０３

７ 城西二村 富杨路４６０号 ３３９１１０５１ ５５２ １９０８

８ 湄浦村 ?川路２２５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３９ ５１６ １６４５

９ 杨北村 杨北路１８５弄３６５号 ３３８５３５２７ ４０６ １３６１

１０ 苏家村 共祥路２５５号 ５６３９１８５６ ３２７ １２２４

１１ 桂家木村 富锦路２３７９号 ５６３９１０４５ ３６６ １０３９

１２ 北宗村 杨宗路３６８号 ３３８５２８１５ ２８３ １３０４

１３ 陈巷村 铁力路２８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３５ １３８ ３５４

１４ 泗塘村 铁力路７８５号 ５１２６７１５７ １３５ １３６０

１５ 杨东村 宝杨路２０２６号 ３３７９２３１１ ５５０ １５５０

１６ 三汀沟村 铁山路１２８号 ３３７９４２２１ ９１ ３９８

■概况　杨行镇位于宝山区中部，东以
北泗塘为界与友谊路街道、吴淞镇街道

相邻，南隔?藻浜与淞南镇、张庙街道相

望，西与顾村镇、罗店镇接壤，北依

Ｇ１５０１与宝钢、月浦镇相邻，总面积３９７
平方公里。辖有１６个行政村、４１个居委
会。至年末，全镇有户籍 ２４６９２户、
６６２２０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１７６６户、２６０７
人；常住人口２７７４４３人，增加６９４７２人。
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３５％，人口密度
５２３８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３个二
级党委、１９个党总支、１８６个党支部，党
员人数５４６７人，增加４２５人。辖区内有
各类法人单位７０５３个，学校１４所，其中
民办学校 ２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 ６
个，居民健身点８９个，农民健身家园１１
个。年内先后获“上海市文明镇”“上海

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上海市平

安示范社区”“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乡

镇”“上海市绿化先进集体”“上海市卫

生计生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天馨花

园被评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镇政府地址：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实现财政收入 ８５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４％；完成增加值
１１７５亿元，增长 ８９％；完成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５８亿元，增长９２％；完成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５１亿元。加快轨道
交通１号线、外环线区域产业转型，共释
放再利用建筑近２５万平方米，淘汰“三
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

益）涉及宝山汽运、集优机械、中铝上铜、

宝松重工、亿博大厦、桑迪化工、联仕电

子等项目企业４７家，腾出土地约１２６６７
公顷（１９００亩）。加大先进制造业扶持
力度，建设吴淞科技园新材料创新基地。

优化产业结构，做强第三产业，一、二、三

产比例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０２∶３９５∶６０３调

３０３



整到２０１６年的 ０１∶２２９∶７７。亿博大
厦、新宝中心、和阳光广场等１０家项
目载体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北上海商

业广场恢复开业。吴淞科技园挂牌为上

海市生产性服务业“两头在沪”实践区。

北外环信息产业园成为区首批众创空间

示范基地。完成东街村、西街村等１６个
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完成星火村、

八字桥村撤村集体资产处置工作。

表４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居委会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

户数 人口

常驻

人口

１ 杨泰二村一居 杨泰二村２５号 ５６８０３１１６ ９９７ ２３２８ ６８６７

２ 杨泰二村二居 杨鑫路３１１号 ５６８０２５８０ ５８８ １３９４ １９０３

３ 富锦苑 富锦苑１８１５弄９０号 ３６３００４１８ ５２５ １３６９ ３６５９

４ 城西居委 富锦路１６５９号 ５６９２０１７６ ３７２ １０７０ １３８４

５ 杨泰三村一居 杨泰三村１９５号 ３３８５０３３８ １６１３ ２１０３ ５５８３

６ 宝地绿洲居委 湄浦路２１８弄３４号 ３６２１６５６８ ４０６ ８３９ ３２０２

７ ２０２１弄居委 宝杨路２０２１弄铁力路５５０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１ ３９３ １１２２ １７０８

８ 杨泰春城居委 镇泰路３８２号 ３６０４５６５８ ８６ １６９ １８７７

９ 天馨一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弄 ５６８０７８４３ ７１５ １６３７ ４８１０

１０ 天馨二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２８９号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 ８５６ １８３５ ６２６５

１１ 宝启公寓 ?川路１６２５弄６８号 ５６８０９６５９ ４３２ １５２０ ２７６５

１２ 康桥水都一居 水产路２６００弄８８号２楼 ６６７６９９０５ ８０５ １８０２ ７６８６

１３ 宝启花园 宝杨路３２８８弄９０号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 ３８２ ８１９ ３５４２

１４ 友谊家园一居 铁峰路２０００号会所２楼 ３３７９７０８８ ２０２ ３９８ ４０１０

１５ 友谊家园二居 铁峰路２００１弄１９９９号 ３３７９７３７８ １８８ ３７６ ５１６０

１６ 四季花城一居 松兰路１１６９弄３９号 ３６０４５５０２ ８２１ １６８９ ５１０８

１７ 四季花城二居 松兰路９６０号２楼 ３６０４７９００ １５４９ ３８７４ ６５３２

１８ 富杨居委 富杨路２２３弄 ５１０５２０６９ ３４４ ９２７ １７２０

１９ 杨泰一村一居 杨桃路１５９号 ５６８０１３５８ ６２２ １２６０ ４７８６

２０ 杨泰一村二居 杨泰路３３８弄５７号 ５６４９２００８ ６９６ １７４１ ４８０３

２１ 梅林居委 杨鑫路４５１弄４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５６９０ ４４５ １５３５ ２７４０

２２ 禄德嘉苑居委 竹韵路２５８弄２７号２楼 ５６８０７２７７ ３７６ ８４８ ３２１０

２３ 柏丽华庭居委 ?川路１６２３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７６０５８７ ２６３ ５１０ ２１０３

２４ 大黄馨苑居委 水产西路４８９弄４号 ３６３１７６１３ ８２ １７０ ５０１５

２５ 同盛家园居委 月城路２５０弄１号楼３０７室 ３６０４５９７７ ４２７ ８３７ ２１５６

２６ 丽景翠庭居委 盘古路２６１８弄４２号 ３３９１４２２７ ４３２ １０２９ ２０６１

２７ 杨鑫居委 杨鑫路９５弄２楼 ３６５１１９２５ １２５ ２６１ ５０２５

２８ 福地苑一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１０号 ３３８５０８５６ ９７４ １９５０ ３９４５

２９ 福地苑二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５１号 ３３７１７５９８ ２２０ ４５０ ２８００

３０ 保集绿岛居委 友谊路１９９９弄７号 ３６２１１３８８ ２９５ ６１０ ２４４９

３１ 香逸湾居委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 ３６５０６２１１ ３７８ １０９３ ８４２６

３２ 东方丽都居委 友谊路２８５８弄６３号 ３３９１３８０９ ７７９ １１４５ ２８６２

３３ 宝虹水岸居委 梅林路８６５弄４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６６３２ ７３ ２２５ ２６４２

３４ 飘鹰锦和花园 红林路５９弄１０号 ５６８０６８８９ ２４６ ７３７ ５３００

３５ 杨鑫居委 杨鑫路９８弄３４号 ３６５１１９２５ １２５ ２６１ ５０２５

３６ 紫辰苑居委 江杨北路１５６８弄７７号 ５６１７６２９９ ３９６ ９１１ ６０００

３７ 春江美庐居委 松兰路１９８弄１５８号 ５６８０９２３９ １４５ ３１２ ２６２１

３８ 友谊苑居委 铁峰路２２６８弄１６－１号 ５６４５００９１ １１ ２３ ３１８２

３９ 和家欣苑居委 顾北东路３９弄２０－１号 ５６８００３１８ ０ ０ ４５２７

４０ 海德花园居委 海笛路３３３弄２９３号 ３６３８１２９８ ３１２ ８２０ ３８９６

４１ 远洋悦庭居委 杨泰路２１５８弄１０号 ３６２１１０２９ ３９０ ８２５ ４１６２

（冯　海）

■城乡建设　聚焦“产城融合、生态宜
居”目标，统筹推进城乡建设和管理，市

容环境面貌得到改观。优化规划布局，

启动镇“十三五”规划，明确全镇发展战

略，重点推进西城区建设。聚焦重点地

块开发，研究制定《杨行老集镇项目改造

方案》，推进杨行老镇改造。建设配套设

施，配合市、区重大工程建设，按节点实

现市重大工程泰和污水厂项目动迁腾

地。全面削减历史遗留存量动迁基地，

加快推进大黄二期（和家欣苑）１、２组团
动迁房建设。加快建设３５公顷白沙公
园，开工建设湄浦路（铁山路—铁峰路）

等路段，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养护。改善

市容环境，完善城市管理机制，加大城管

执法力度，城乡环境秩序总体可控。组

织实施违法用地监管整治、水环境综合

治理、环保督察等重点任务，完成北宗村

３４４亩农田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推进环
保三年行动计划和清洁水、空气行动计

划，推进防汛防台、河道轮疏、截污纳管

等工作。

■就业和社会保障　深化职业指导、青
年见习工作，加强就业指导。扶持成功

创业３５０人，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３８６人，
安置率１００％，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１７６１人以内。发放各类救助补贴
８４０１１万元，覆盖人数１１７万人次。农
居民参保覆盖率 １００％，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月均养老金和征地养老月生活费的

增幅分别为 ７７２％和 ８７３％。推进居
家养老服务，受助人员５４０人。

■社会事业　推进教育资源建设，投入
使用幼儿园３所、小学１所。宝山地震
科普馆被命名为“上海市科普教育基

地”。推进卫生事业发展，形成覆盖全镇

的“１＋４＋９”（即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４个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９个卫
生服务点）三级基层（社区）卫生网络服

务体系。做好人民武装、青保、保密、信

息化、档案管理等工作。

■平安建设　健全治安防控体系，开展
“平安杨行”建设，全镇刑案立案数呈下

降趋势。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

制，成立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推进

城市精细化管理，“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
工作取得成效。加强人口综合管控，推进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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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人口”全覆盖，来沪人口总量略有

下降。

■精神文明建设　围绕杨行文化特色，
举办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画乡

邻里文化节”系列活动、上海市民文化

节———杨行文化服务日活动。每年举办

上海市“曹燕华·杨行杯”乒乓球比赛。

坚持举办四年一届的镇运动会和两年一

届的社区运动会。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共计参与２７万余人次。

■河道整治　组织召开全镇范围“五违
四必”（“五违”指违法用地、违法建筑、

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四必”

指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

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

须取缔）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暨中小河道

综合整治工作会议。１２月１６日，打响水
污染治理攻坚战的“第一枪”，在杨盛河

宝杨路水质市考点，开展上下游２００米
范围内沿河违建拆除专项行动。共计拆

除违章建筑近５０００平方米，清离外来人
员３０余名，清除沿河排污口１１处，消除
安全隐患点５个。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日～２０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第四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月浦镇／提供

■杨行百人舞蹈团举行汇报演出　２月
２日，杨行镇社区文化中心举行杨行镇
百人舞蹈团汇报演出活动，吸引近千名

市民观看。杨行镇百人舞蹈团成员除来

自镇域内的社区居民外，还有一部分是

周边街镇的文体爱好者。杨行镇社区文

化中心以活动促团队发展、以比赛促创

作、以创新赢荣誉，创作出众多反映邻里

情深、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生活幸福的

优秀群文作品。

■举办杨行三家村第一届蔬果采摘节　
６月１６日，杨行三家村合作社第一届蔬
果采摘节举行。三家村蔬果合作社在收

获季节，推出采摘季体验活动，既将优质

蔬果产品更好地向市民推广，提高知名

度和美誉度，拓宽合作社营销渠道，也为

广大市民群众提供一个周末假期休闲的

好去处。

■承办“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
他”专场招聘会　１０月２８日，由区总工
会主办、杨行镇总工会与镇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联合承办的以“百企千岗进

社区，真情援助你我他”为主题的 ２０１６
年宝山工会（杨行片区）专场招聘会在

服务中心广场举行。东方有线网络有限

公司等４８家用工单位参加招聘活动，提
供各类就业岗位８００余个，涵盖智数控
机床、客服销售、文化传媒、餐饮服务等

行业多个工种，吸引５００余名求职者，现
场意向录用 １２５人，发放宣传资料 ５５０
余份。

■举办上海市“曹燕华·杨行杯”乒乓
球比赛　１１月１３日，２０１６上海市学生
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暨“曹燕华·杨行

杯”上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在曹

燕华乒乓球学校举行。比赛从 １１月 ５
日开始，来自全市 １１０所中小学校的
１０００余名学生参加比赛。上海市体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黄永平，中共宝山区委

书记汪泓，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

军，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平等领

导为获奖学生颁奖。 （冯　海）

月浦镇
■概况　月浦镇地处宝山区北翼，东临
长江入海口，南接宝山西城区杨行镇，西

连罗店镇，北与宝山工业园区相邻，总面

积４４３７平方公里，其中宝钢等大中型
企业占地约２５平方公里。下设１４个行
政村、２４个居民区。至年末，有常住人
口１４８２２９人（含人户分离数），比上年减
少２９５１人，其中户籍人口 ６９２７６人，增
加４２２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７３２３０
人，减少２６９８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８２２％，人口出生率８１１‰，人口自然
增长率１３１‰，人口密度７６５２人／平方
公里。辖区内有学校３１所，建有公共运
动场所４个，居民健身苑点６５个，农民

健身家园８个，百姓健身房１个，百姓健
身步道２条。镇党委下辖３个二级党委
（含１个非公党委），２５个总支部，４６个
一级党支部，１６３个二级党支部，６７８８名
党员。年内，先后获全国社区教育示范

镇、全国无邪教示范街镇、市爱国拥军模

范镇、市平安示范社区、市禁毒工作示范

社区、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市征兵

工作先进单位、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先进单位等称号。镇政府地址：月罗

路２００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实现区级地方财政收
入９９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２％；增加
值９６６８亿元，增长７％；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２４７７亿元，增长８％；经营性固
定资产投资７亿元。推进先进制造业发
展，推动殷泰纸业等５个调整地块项目
引进工作，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１２
家，为打造“智能制造”小镇奠定基础。

应对营改增政策影响，重点关注普洛斯

国际供应链项目招商工作进度，加快税

收落地，年内全镇引进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
业８５户。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建立安全
生产季度讲评会制度，引进第三方专业

机构，对区域内１９家危化企业和５０户
重点企业进行监管，排除企业安全隐患。

■城乡建设　贯彻市委１号课题、区委１
号工程，将“五违四必”（“五违”是违法

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

违法居住；“四必”是安全隐患必须消

除、违法无证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

须整治、违法经营必须取缔）“三治两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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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治违、治堵、治污、去火灾隐患、去

低效产能）补短板工作作为月浦镇１号
任务来抓。继 ２０１５年年底在全市率先
完成友谊村域环境综合整治及验收工作

后，启动月浦镇第一批“五违”整治工

作，仅用一年半时间完成区三年环保计

划中的１７７３公顷（２６６亩）地块整治任
务，自我加压完成勤丰村、长春村两个地

块７９３公顷（１１９亩）整治任务，被誉为
“月浦速度”。下半年，启动第二批共

７６７公顷（１１５亩）“五违”地块整治工
作，确保月浦速度持续加码。抓住改善

生态环境核心，全年整治“三无船舶”

（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

“三无”渔业船舶）１２０艘；拆违１９７万
平方米。落实环保督查要求，梳理整顿

５８６家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年底启动水
环境治理相关工作，通过编制规划、优化

基础，统筹城乡整治功能布局，推动生态

农业、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发展，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促进月浦生态环境更加优

美。在上半年市容环境公众满意度测评

中，月浦排名市郊区组第二名。

■就业和社会保障　以创建国家级充分
就业社区为抓手，完善就业政策，聚焦青

年就业、零就业家庭等特殊群体，推出久

久招聘会（双月９日面对失业人员开放
的专场招聘会）、面试实训教室，千方百

计扩大就业，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始终保

持在指标内；鼓励创业带动就业，针对性

开展创业小秘书、创业者沙龙，打造创业

“四微”（微集市、微论坛、微公益、微信

圈）平台，提升创业服务水平，累计成功

创业３０７人。围绕上海市征地镇保政策
调整做好相关培训和政策咨询，农村居

民养老保障基本实现全覆盖，被征地人

员落实社会保障率达 １００％，农民保障
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实现“应保

尽保”；加大帮困救助力度，累计发放各

类低保金、帮困金 １７５７３万元；关爱残
疾人事业，为６５岁以下残疾人办理残疾
人交通补贴，发放各类补助约２４６４万
元。推进工资专项集体协调，覆盖企业

８９４家，集体合同签订率达 １００％；调处
劳动争议３０９件，其中２０７件得到妥善
处理，调解率６６９９％，共维护双方当事
人合法权益２８１万余元。

表５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月浦镇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周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数（％）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２ １４３６４ ６９３７ ７４２７ ２２．６１ －６９４ －４．６１

２０１３ １４７３１ ７２１８ ７５１３ ３２．１２ ３６７ ２．５５

２０１４ １７５９７ ８５９１ ９００６ ２５．５４ ２８６６ １９．４６

２０１５ １８６４８ ９１０４ ９５４４ ２７．０８ １０５１ ５．９７

２０１６ １８９８６ ９４０９ ９５７７ ２７．４１ ３３８ １．８１

表６ ２０１６年月浦镇学校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在职
教工数

学生数（人） 性质 联系电话

月浦实验学校 庆安路５号 １４６
小学９１１

初中８１５
公办 ６６９３０１６０

盛桥中心校 古莲路２７１号 ６１ ７７７ 公办 ５６１５１７３９

月浦中心校 月罗路２２８号 １８ １５５ 公办 ６６０３６８６７

小红帽幼儿园
绥化路 ５２弄 ６０号（庆安
园）月宁路９９号（月宁园） ７６ ５４２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２２０

满天星幼儿园 鹤林路７８弄５１号 ３８ ２５５ 公办 ６６０３０１３１

北岸郡庭幼儿园 塔源路２８８弄９号 １８ １２３ 公办 ６６０３８２１０

惠民小学 川巷路１６０号 ７２ ８６３ 纳民 ５６９３１３１２

博爱幼儿园 绥化路２８８号 ５８ ５１７ 民办 ３６３０１０４７

盛桥幼儿园 石太路３１弄１号 ２７ ３０９ 民办三级 ５６１５０２６４

淞浦中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８７号 ７９ ７１０ 公办 ５６９３１４９５

月浦中学 四元路２０弄７８号 ６５ ５７４ 公办 ５６１９８９１５

宝钢新民实验学校 月浦四村１号 １１３ ９３６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７４６

行中中学 月浦塘南街５２号 ６５
初中３７２

高中２３８
民办 ５６１９２００２

盛桥中学 石太路１０号 ６８ ４８１ 公办 ５６１５４７３２

灵石学校 盛桥一村８０号 ３３ ４０ 公办 ５６１５００５１

月浦二小 月浦七村３４号 ３９ ４０７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６６５

月浦三小 月浦八村１３８号 ４７ ５１９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４５５

乐业小学 春雷路３３１弄８４号 ６０ ５２５ 公办 ５６１９３０８５

石洞口小学 盛桥三村１６号 ４６ ５２７ 公办 ６６６８３４５５

同达小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１号 ５６ ５５８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６６２

月浦二村幼儿园 月浦二村６号 ２８ １９５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７４５

月浦四村幼儿园 月浦四村２９号 ４０ ２９４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１４８

月浦六村幼儿园 月浦六村４９号 ２８ １９２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９１４

月浦八村幼儿园 月浦八村７５号 ３２ ３２９ 民办 ５６６４７６７３

宝星幼儿园 宝泉路６３号 ３４ ３６８ 民办 ５６６４６４００

马泾桥幼儿园 月罗路３００弄１８号 ３６ ２６２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５３８

太阳花幼稚园 四元路２０弄７６号 ５７ ３６７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８１６

盛桥新村幼儿园 盛桥二村４４号 ３０ １７２ 公办 ５６１５７８７６

震旦中等专业学校 富乐路３８号 ８３ １０１４ 民办 ５６９３９９９８

贝贝艺术幼稚园 德都路２５１弄１号 ３２ １８０ 民办 ５６１９９５８８

菲贝儿幼稚园 月浦九村４９号 ２６ ２６７ 民办 ５６９３１６１４

合 计 １６１１ １４７９６

■社会管理　落实“１＋６”文件精神，深
化镇管社区管理模式，实施社区服务

“３６０”（３是指落实三张服务卡，即社区
层面以全体居民为对象的连心卡、片区

层面以青少年为重点对象的青春卡、各

居民区层面以老人为对象的助老卡；６
是指架构六个服务平台，即一个楼道门

铃、一个２４小时热线电话、一个重点对
象信息资源库、一个信息发布平台、一个

社区援助团队、一套多元共治制度；０是

６０３

镇·街道



指打造零距离服务圈，即画好一张社区

资源图、成立一支社区志愿服务团队、塑

造一个志愿服务品牌）工程，形成“沈巷

幸福园”等片区服务特色，涌现出“剪爱

服务队”“长春藤志愿坊”“四叶草服务

社”等一批自治团队。社区全年开展活

动４７０余场，吸引居民 ２０９３９人次。镇
志愿服务中心通过市首批标准化验收，

开展社工提质增效行动，成立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引进 ６个、培育 ４个社会组
织，助推社区服务。推进住宅小区综合

治理工作，组建“悦平”物业指导服务中

心。完善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系统，探

索“网格＋综治”管理模式，网格化管理
覆盖城市管理、治安管理、综合执法并延

伸至小区。受理“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工单
７２６件，满意率 ５４５％，实际解决率
４６７％，不满意率１２％，结案率和整体
及时率保持较高水平，网格中心“一口

式”指挥效应逐步显现。开展交通大整

治、防诈骗宣传等专项行动，净化社会环

境，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提升。

表７ ２０１６年月浦镇各村、居民区

名　称 户籍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长春村 ３３０ １０５６ 园和路８１９号 ５６６４２９９９

茂盛村 ３９８ １２２２ 月新南路８２２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沈巷村 ３２９ １０６３ 月罗路３０９号 ５６６４６５１８

段泾村 ３４２ １０７９ 月新北路３８１号 ５６１９１７２３

勤丰村 ３９５ １２７５ 月丰路２５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４

新丰村 ３５９ １００６ 石太路９８号 ５６１５１５００

海陆村 ４１８ １１７５ 和合路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８６

盛星村 ４７９ １４８３ 石太路６６５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７

沈家桥村 ３７６ １１７８ 石太路４８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６２

聚源桥村 ２７１ ７８４ 石太路聚石路２４０号 ５６１５００３１

月狮村 ３００ ９４９ ?川路５４７９号 ５６１５２１０７

友谊村 ２１９ ５８４ 月宁路３０１号 ５６１９６００４

钱潘村 ２７１ ８３５ 钱陆路４２５号 ５６６４１３９９

梅园村 ７６ １８８ ?川路３９６５号 ５６９３１８６３

第一居民区 １８４１ ４６２６ 绥化路５２弄６３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４

第二居民区 １１０３ ２７９３ 宝莲湖景园２２号 ３６３０１０３０

第三居民区 ９６４ ２３０６ 德都路２８弄２５号 ３６３０２２１７

第四居民区 １０６９ ２７５２ 新月雅苑７号二楼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第五居民区 １７１７ ４２５５ 春雷路４３１弄４０号 ５６９３４６１４

第六居民区 ８９４ ２２７７ 春雷路３５４弄３号 ５６６４３５１４

第七居民区 １７５６ ４５０７ 德都路２６９弄３７号 ５６１９８９６１

第八居民区 ２３１３ ５７２０ 月浦八村８４号 ５６９３８１８８

第九居民区 ８２４ ２１７４ 德都路２１８弄５号 ５６１９８３００

第十居民区 １７０６ ４１７１ 宝泉路６５号二楼 ５６６４１４７１

第十一居民区 ９７３ ２１９３ 月浦七村３５号１０３室 ５６１９１９７１

第十二居民区 １２９８ ３１０２ 德都路３９９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３３０８

第十三居民区 １１９９ ２９５９ 马泾桥二村１５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５

第十四居民区 ４０６ ９７０ 月川路３３弄３７号二楼 ６６７９０８５５

第十五居民区 １３２４ ３２７３ 盛桥一村３８号二楼 ５６１５４０１０

第十六居民区 ６６７ １４７５ 塔源路２５８弄５８号 ６６０３２０７８

第十七居民区 ３１９ ７３０ 塔源路５８弄７８号 ５６１５８０８１

第十八居民区 ２７６ ６１２ 鹤林路５８弄８９号 ６６０３６９８８

新月明珠园 ５４ １０４ 塔源路１５０弄９８号二楼 ３６３０８５２８

宝月尚园 ４５５ １０２５ 申浦路２８８弄１７号二楼 ５６４５０６３９

北岸郡庭 ２６５ ６２４ 塔源路３０２弄５号二楼 ６６０３８８６９

鸿锦苑 １２０ ２７９ 月罗路２５９弄８－３号 ６６８６０１８３

阳光锦园 ２１３ ４４６ 月富路２１８弄１９号 ６６９３１９２０

昱翠湾 １３８ ３１７ 月富路５０弄 ６６９３１９３０

（巩领君）

■民生事业　委托上海宝山规划设计研
究院，完成镇基础教育设施均衡发展布

局规划，为今后五年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完成月浦实验学校大修、小红帽幼儿园

修缮、盛桥中心校室内体育馆维修等工

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开展“全面两孩

新政宣传月”“健康生育指导包”发放、

“母婴健康社区行”“母亲安全，儿童优

先”保健讲座等系列活动。启动近 ５００
个床位的月浦养老院建设并结构封顶。

妥善处理北部地区动迁等历史遗留问

题，针对宝山工业园区范围内３２０户以
及友谊六队、月狮五队共计９１户村民农
房年久失修、房屋隐患等问题，制定应急

预案，采取有效预防措施，确保寒冬、雨

季和汛期安全，同时做好动迁前期准备

工作。

■获评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３月，中
国成人教育协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发

布《２０１５年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乡
镇）名单》，月浦镇获评全国社区教育示

范镇。近年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

区教育与学习型城镇建设，把社区教育

纳入月浦镇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制定社区教育发展纲要和年度实施计

划，在满足社区居民教育需求，提高居民

文化素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和拓展社

区各类教育资源，不断增强社区教育服

务功能，健全和完善社区教育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完善社区教育体系，以实现

“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社区教育

发展战略。

■获评全国无邪教示范街镇　年初，月
浦镇获评全国无邪教示范街镇。近年

来，月浦镇根据中央、市、区“百千万工

程”总体部署，以反邪教警示教育为重

点，以办班教育转化为抓手，建立反邪教

创建领导小组，将反邪教工作纳入全镇

预算，把党员群众骨干、人民调解员、社

区志愿者等纳入反邪教工作队伍，在创

新社会治理框架下系统谋划和推进无邪

教创建活动，巩固反邪教工作基础，倡导

“科学、健康、文明、法治”的生活理念，

削减邪教活动能量。

■召开纪念建党９５周年大会　６月２８
日，月浦镇召开纪念建党９５周年大会，
镇党政班子成员、处级干部，基层党政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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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干部、党务干部，镇“两优一先”、优秀

共产党员志愿者、社区党员代表共 ５００
人参加。镇区域化党建联合会成员单位

二十冶、宝钢能环部、宝钢人才开发院、

中冶医院、月浦水厂、区教育局月浦学区

等单位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对

１００个镇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志愿者进

行表彰。

■获市容环境公众满意度测评郊区组第
二名　８月，在上半年的市容环境公众
满意度测评中，月浦镇排名市郊区组第

二名。该测评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委托第三方，对全市中心城区和郊区

城市化区域的市容环境进行社会公众满

意度测评，主要内容包括“道路、居住区、

工地、集市菜场、交通集散地、公厕”等

１１个方面的市容环境。自２００９年市容
环境满意度测评工作开展以来，月浦镇

以创建上海市文明镇、全国文明镇、国家

卫生镇以及迎办世博会为契机，推进城

乡环境建设。围绕“城乡一体先行镇、平

安和谐样板镇、文明幸福示范镇”的“新

三镇”目标，加强市容环境管理，完善社

会服务功能，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城乡面

貌明显改观，多年来在测评中保持郊区

组“优秀”行列。 （巩领君）

罗店镇
■概况　罗店镇位于宝山区西北部，南
与顾村镇为邻，东与宝钢、月浦镇相依，

西与嘉定区相连，北与宝山工业园区北

区、罗泾镇相接，镇域面积４０３９平方公
里。下辖２１个行政村、１个捕捞大队、４５
个居委会（其中在筹２８个居委会）。至
年末，有户籍２１６４９户、５９４９９人，分别比
上年增加１４１１户、２７９９人；列入管理外
来流动人口８５２１９人，增加１１０４３人，增
长幅度为２０７４％。户籍人口计划生育
率 ９９４％、流 动 人 口 计 划 生 育 率
９８９％，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经费投入
增长 ９１２％；户籍人口出生率 ８１９‰、
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７４‰、户籍人
口密度１４７３１人／平方公里。辖区内有
法人单位 １４４１０个，学校 １３所，建有公
共运动场所４个、居民健身点５５个、农
民健身园１７个。镇党委下辖３个基层
党委、１２个党总支、１７７个党支部、党员
总数４５７７名。年内，先后获上海市学习
型组织、上海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优秀

单位、上海市征兵先进单位、上海市市容

环境社会满意度测评优秀镇等称号。罗

店中心校被评为全国科技发明示范基

地，美兰金苑养老院完成国家级５Ａ民办
非企业单位规范化建设评估工作。获评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１７个，区
平安示范小区４个、平安小区１８个，区
平安示范单位 １９个、平安单位 ２２个。
镇政府地址：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表８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５年罗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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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 １２０８９ ５５８８ ６５０１ ２４．０３ ４３８ ４．１２

２０１０ １２９１６ ６００４ ６９１２ ２５．０９ ８２７ ８．８８

２０１１ １３５９４ ６４０５ ７１８９ ２６．０８ ６７８ ５．５２

２０１２ １３９０３ ６５４６ ７３５７ ２７．４８ ３０９ ２．２７

２０１３ １５５２５ ７６７４ ７８５１ ２８．６２ １６２２ １１．６７

２０１４ １６０６０ ７５８５ ８４７５ ２９．８２ ５３５ ３．４５

２０１５ １８０９４ ８６６９ ９４２５ ３１．１２ ２０３４ １２．６７

２０１６ １９２６７ ９３０３ ９９６４ ３１．３４ １１７３ ６．４８

表９ ２０１６年罗店镇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罗南中学 １９ ７２８ ７０ 富南路１９８号 ６６０１３１８３

陈伯吹中学 １７ ６０３ ５７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５８６７

罗店中心校 ２９ １１４８ ８５ 罗新路７６５号 ５６８６０５４４

罗南中心校 ３５ １４５７ ９６ 美诺路４８号 ３６１３３２２７

申花幼儿园 ９ ３１１ ２２ 祁南一村３号甲 ３６１３０５７１

小天鹅幼儿园 １７ ６０８ ４０ 南东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１９００

罗店中学 ３４ １４００ １３１ 罗新路７０７号 ５６８６１１５７

罗阳小学 ２０ ７５９ ６８ 东西巷街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５６３

罗店镇幼儿园 １１ ３９０ ５０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３号 ３６１３０３０１

罗希小学 １３ ５２４ ３５ 拾年村张家桥 ５６８６１１１０

中国福利会美兰湖幼儿园 １６ ５６８ ３６ 美诺路５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０２

金锣号幼儿园 １１ ３３７ ２５ 集贤路７０１号 ６６７１１８０１

罗店成人中学 ８ ３０５ ２５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５号 ５６８６４４４３

■新农村建设　年内完成农业生产最低
保有量任务（粮食种植２０２５亩、总产量
１９０３吨，蔬菜种植５１５０亩、上市量２８９
万吨），全镇小麦平均单产３２７公斤／亩、
水稻平均单产６４５９公斤／亩，农业合作
社职工年均收入 ２９万元，实现增幅
１０％。实施光明村农田小水利建设项
目、光明村高水平菜田设施项目、天平村

超大食用菌三期项目。加强食用农产品

安全监管，健全农业档案可追溯体系，未

出现重大食用农产品安全事故。加强对

农业合作社管理和指导，完善土地承包

确权信息登记、纳库管理上平台。实施

河道保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长效管

理机制，完成１８条河道轮疏整治，疏浚
土方７０７５０立方米，恢复两岸绿化面积
１００７０６平方米。

■经济建设　年内主动对接上海、宝山
发展战略，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全

年实现区级财政收入７３亿元，比上年
增长６２％；完成增加值７０８２亿元，增
长８％；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６５亿元，
增加０９亿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２６亿元，增长８７％。２０１６年注册企业
数 ５４４４户，新增 ２２５１户；注册资本
３０５２９亿元，增加１４５１２亿元；注册资
本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１１３户，新增
４８户，注册资本 １２５８６亿元，增加
４４４４亿元。村级可支配收入及镇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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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贡献均增长８％。基本形成沪太路经
济发展带及罗南新村、美兰湖、罗店古镇

三大产业圈，宝龙商都、大润发等项目运

营良好，全镇第三产业比重超过 ４５％。
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主题，围绕“一镇一

品、一业特强”发展目标，培育和发展优

势产业和主导产品，加大扶持力度，完善

服务体系，探索建立“美兰湖众创空间”

平台模式，加快形成“以生物医药为重

点、材料科技与先进制造齐头并进”的特

色产业发展格局。制定并实施招商引资

政策。健全工业园区入园机制，引导企

业扩产增能、提质增效。加快项目建设，

景峰制药、飞凯两家企业成功上市，朝晖

药业二期技改如期完成，本钢济福、政

鸣、延中等项目建设完成，菱大、三荣电

梯等新厂房项目建设进入尾声。宝钢包

装公司投资建设的灌装工厂投产，鑫云

贵稀金属实现纳税，宝冶、中集宝伟、宝

翼制罐等创造区级财力均比上年增长

１００％左右。

■城乡建设和管理　坚持规划先行、环境
先行、基础设施先行，优化城镇形态布局，

加快实现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增强城市管

理能力。开展“五违四必”（五违：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

居住；四必：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

建筑必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

经营必须取缔）整治，完成５１宗卫片执法
整改任务，落实区镇两级地块整治，年内

共计拆除各类违法建筑１６６万平方米。
完成点污染源纳管１４７家，动迁及关闭
３８家。完成佰旺市场区域消防隐患摘
牌，完成“１９８”土地减量化确认任务１２公
顷，完成年度减量化立项任务１２３４公
顷。开展扬尘控制工作，万元产值能耗下

降２％。改善区域面貌显著，落实美兰湖
托管，购买第三方服务参与区域综合治

理。推进“兵营式”危房改造，完成天平

村申家楼宅试点工程。完成塘西街练祁

河桥改造，完成罗店四期、五期污水纳管

工程建设，完成宝山工业园区、杨南路等

重大项目动迁签约。推进富锦工业小区

结构转型，完成 ９０％居农民动迁签约。
以国家卫生镇创建复审为抓手，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活动，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堆点

等各类管理顽症，完成农村生活垃圾减量

５％目标，２１个行政村全部通过区“整洁
村”复验。

表１０ ２０１６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东南弄村 ７０４ ２００３ 永顺路７１号 ５６８６３４６０

金星村 ７８３ ２４９３ 罗溪路３７１弄８８号 ３３８５３３９３

罗溪村 ８１０ ２３８６ 罗太路２６９号 ５６８６０３２４

四方村 ４８７ １５１５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５６８６６２６８

天平村 ５３２ １８３９ 石太路２０１８号 ６６８６５６３３

光明村 ５５９ １７６７ 罗东路３２５号 ５６８６５９０１

束里桥村 ４７４ １５９７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６１３２８

毛家弄村 ３３６ １１０９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１４６２

义品村 ２７２ ８８１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２９２７

王家村 ６３３ １９３３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５６０１４９２０

朱家店村 ５６８ １７０３ 东太东路６３弄５号 ５６８６９７７６

十年村 ５３９ １７０９ 罗店杨南路 ６６８６５５６０

蔡家弄村 ６１８ １８６７ 沪太路６０１８号 ５６０２２３４８

西埝村 ６６３ １９１９ 南长路２３１号 ６６０１０５１５

繁荣村 ５９６ １８２７ 月罗路２１９８号 ５６８６１１６３

北金村 ６１０ １９４９ 沪太路６４８６弄１６号 ６６０１５９１８

南周村 ６７４ ２１７３ 王家湾路２号 ５６０１０９３７

张士村 ６２５ １９７１ 联杨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６６０１９２０８

富强村 ７１７ ２３０７ 沪太路６６６２号 ５６０１１７７３

远景村 ６５７ ２０９８ 月罗路３３５９号 ５６０１０３２１

联合村 ４９９ １４９５ 联杨路４５６８号 ５６０１２１７５

捕捞大队 １４６ ４２４ 月罗路２４６８号 ５６８６０２１１

古镇居委 ７７８ ２３８０ 塘西街１８１号２楼 ５６８６３８２９

罗南居委 ４７２ １５３０ 南东路８９弄２３号 ６６０１５８０６

新桥居委 ７７８ １９５１ 罗升路２５７弄１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２

向阳居委 ６９２ １６４２ 向阳新村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６３８１３

祁南居委 ４５４ ９３８ 市一路１５３弄祁南二村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７

富丽居委 ５２１ １２０８ 富南路１９９弄５５号 ５６０１０９９６

富南居委 ３０２ ６５５ 南长路１１１弄１１１号 ６６０１０３４０

金星居委 ２３６ ５１７ 集贤路５００弄３４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２６９

富辰居委 ３９４ ８７９ 南东路１０８弄１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１２７５５

罗溪居委 ２６５ ５７９ 罗溪路６７１弄１６号２楼 ６６８６６６５１

罗新居委 ３０７ ５２０ 集贤路８００弄２６号 ６６７１２０８０

金星二居委 ２４５ ５５０ 集贤路５０１弄１３０号 ５６８６６５０８

顺驰美兰湖居委 ２０７ ６５１ 罗迎路５５８弄１００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５４２

美兰湖颐景园居委 ２７１ ６５０ 美艾路１９８弄１９２号 ３６５０９９１８

美兰湖景瑞欧兰高邸居委会 ２０２ ４０４ 罗芬路９８弄３３号２楼 ３６１９０６２６

美兰湖郡园居委会 ２２３ ５２０ 美艾路１７７弄１０６－１０７号３楼 ３６５０８９２８

美兰湖朗诗居委会 ３４６ ８９７ 罗芬路１１９９弄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５１１８９１

罗盛居委会（筹） ２５ ５３ 塘西街３９８弄４０－１号 ３３７９８２２７
■就业和社会保障　实现城乡居保参保
６５４８人次。办理征地落实保障项目 ４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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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报销征地养老人员医药费 ５８２１人
次，办理医保缴费 １１８５０人次。加强残
疾人保障工作，发放各类帮困补助资金

２２５４万元。为１２７０人提供居家养老服
务，美兰金苑养老院获评５Ａ级民办非企
业单位。推进就业社区建设工作，年内

新增岗位 １０７５个，创业带就业 １８０人，
８１２０人次享受各类就业补贴，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１５２３人，失业率控制在４％以
内。加强劳动监察，整治非法中介５家，
妥善处理科鉴服饰、正翔机电等８起群
体性突发劳资纠纷。累计受理劳动争议

调解４３８起，调解成功率８５％以上。

（续表）

名　称 户数（户）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美兰湖香岛居委会（筹） ２３１ ４５８ 美丰路８８弄７１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９８８

美兰湖中华园居委会（筹） ４１０ １０２３ 抚远路１２８６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６８８

美兰湖臻园居委会（筹） １４７ ３４３ 抚远路５３８弄５２６号３楼 ３６５５２３８８

美兰湖中华园第二居委会
（筹）

２０８ ４３８ 罗迎路８００弄４７号２楼 ６６８６２３２８

融侨馨苑居委会（筹） １３４ ３７０ 月罗路２３３３弄１号２楼 ３６５５６３８８

美罗家园美平苑居委会（筹） ９ １８ 美平路３０８号 ３６５５０３００

美罗家园罗贤苑居委会（筹） １１ ２２ 美安路２５０号２楼 ３６５５９５００

美罗家园罗智苑居委会（筹） １３ ２６ 美平路３８０号２楼 ３６５５０３１１

美罗家园美安苑居委会（筹） １５ ４０ 美平路４３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１１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一居委会
（筹）

０ ０ 美平路６９６弄１２号１楼 ３６５５５２８８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二居委会
（筹）

０ ０ 美平路７４５弄１８－１号３楼 ３６５５０００３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三居委会
（筹）

１２４ ３５３ 美平路１０６０弄５号一楼 ３６５５９５２２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四居委会
（筹）

１５７ ４０１ 美平路９９９弄２号１０１－１０４室 ３６５５９５３３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五居委会
（筹）会

６４ １１４ 天家路２００弄３－４号一楼 ３６５５９６００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六居委会
（筹）

５４ ９３ 天家路１９９弄３－４号一楼 ３６５５９６１１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七居委会
（筹）

２３ ３７ 天家路１１６弄２号一楼 ３６５５９６２２

美罗家园宝欣苑第八居委会
（筹）

１６ ３０ 天家路９９弄６号 ３６５５９６３３

美罗家园金丰苑第一居委会
（筹）

０ ０ 美康路８１８弄５号 ３６５５０１０８

美罗家园金丰苑第二居委会
（筹）

０ ０ 罗和路９３５弄１３号２楼 ３６５５１８０８

美罗家园佳欣苑居委会（筹） １３０ ３０７ 美丹路１０５８弄１２号１楼 ３６５５２２２３

美罗家园金丰苑第三居委会
（筹）

０ ０ 罗和路８５５弄１５号２楼 ３６５５１８６８

美罗家园佳境苑居委会（筹） １７３ ２９９ 美丹路１０３３弄９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２２５

美罗家园润苑居委会（筹） ３９ ５３ 年吉路６５０弄１－１号２楼 ３６５５２２２６

美罗家园佳翔苑居委会（筹） ９６ １８０ 陆翔路３４８９弄９号 ３６５５２５８８

美罗家园保翔苑居委会（筹） ０ ０ 陆翔路３５００弄１号 ３６５５９５８８

美罗家园吉翔苑居委会（筹） ０ ０ 年吉路３５８弄５号 ３６５５９６８８

美罗家园罗兰佳苑第一居委
会（筹）

０ ０ 罗真路１８８弄２０号 ６６７１１１７２

（张宁腾）

■社会事业　确保教育经费稳定增长，
全年共投入教育经费１３亿元，基本完
成申花幼儿园迁建工程，加快推进美兰

湖九年一贯制学校、美兰湖第二幼儿园

建设及美兰湖中学综合修缮工程，整治

非法办学点。全年完成罗店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放射机房改造工程、放射数字

影像平台（ＤＲ）购置和使用，完成卫生应
急示范区创建和中医馆验收工作。启动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１＋１＋１”签约
工作，落实政府卫生实事项目，完成老年

人健康检查１０９２４人，大肠癌筛查１５８９
人和肺炎疫苗接种５４０人。立案查处无
证照食品案件６０件。完成献血招募任
务和志愿者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工作。

受理、审核各类计生奖励扶助及行政办

事总计９７６６人，发放金额６９０６８万元。
推进“生育关怀　耆彩人生”项目，为计
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免费送家政、送蔬

菜、送健康等服务４７４４人次。落实全面
两孩政策，深化“优生促进”项目，为适

婚、新婚、计划怀孕、孕产妇、０～３岁家
庭，提供个性化、优质化家庭计划指导服

务３２２６３人次。

■平安建设　夯实城市网格化管理基
础，整合城管中队、派出所、交警中队、市

场监督所、房管办、拆违办等资源，细化

“问题发现、案件建立、任务派遣、分类处

置、处置反馈、案件核查、核查结案”城市

网格化综合管理巡查处置标准流程，提

升“１２３４５”热线和网格工单处置能力。
推进社会治安维稳工作，加大对“黄赌

毒”“盗抢骗”等治安突出问题打击力

度，坚持执行风险评估、滚动式排摸，妥

善处理突出矛盾。全年开展司法调解和

指导基层调解工作１００余次，举办各类
培训３０余次。人民安全感满意度测评
排名全区各街镇园区第三位。加强人口

调控和管理服务九项工作措施要求，加

强安全监管，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安全责任体系，开展安

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开展迎新春系列活动、端午民俗文化

节、“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群众文艺展演等
各类文体活动，近１８万人次参与。完成
市级文化资源配送演出２０场，组织参与
上海市民文化节、上海市民运动会系列

活动。参与上海市文明城区创建，上报

中央、市、区等各类媒体新闻７９０条，发

放《金罗店报》４２万份。加强金罗店
３６５、文化罗店、美罗家园３６５等微信公
众账号建设，服务群众生活。

■罗店古镇改造　基本完成市河两岸建
筑及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完成罗店汽车

站搬迁。加快建设宝山寺癨园项目，基

本建成上坤上街综合商业体。

■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建设管理　年
内执行“管理模式半封闭化、管理队伍准

军事化”管理要求，加强大居渣土管理和

环境卫生管理。完成７２万平方米动迁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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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房建设，安置镇域及宝山工业园区

动迁居民。发挥青客、３６５便民服务亭
等第三方“民非”组织作用，做好居民入

住阶段的服务管理及保障工作。至年

末，办理入户手续１５万余户。

■加强社会治理　贯彻落实市委“１＋
６”文件和区委“１＋６＋１”文件精神，推
进社会治理创新，健全党建服务中心、网

格化管理中心、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机

构，做实镇层面“一委一办一平台”。完

善美罗家园基本管理单元“两委一中

心”建设，推进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

建设。

罗店古镇 区农委／提供

■政府信息公开　全年产生政府信息
１５６条，其中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３６条、依
申请公开０条、不予公开１２０条。受理
群众依申请公开信息 １件，回复率
１００％。更新党政网信息 ２９３３条，完成
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督办事项２０件，做到
件件有落实。

■举办迎新春系列活动　２月 ５日，一
场来自上海勤苑沪剧团的沪剧专场演出

在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上演。这是

罗店镇开展以“金猴献瑞”为主题的新

春送戏系列活动中的精彩一幕。演出在

沪剧选段《翩跹共舞》中拉开帷幕，随后

沪剧《卖红菱》《亲家相争》《星星之火》

《盘夫》等高水准的节目轮番上演。２０１６
年罗店镇新新春系列活动持续到２月２２
日（元宵节），共有多场活动，其中包括５
场“迎新春，送祝福”春联大派送活动、

两场“金猴献瑞”迎新春沪剧配送演出、

贺岁电影周、闹元宵猜灯谜、新春寄语、

优秀摄影图片展览等活动。

■举办端午民俗文化节　６月 ８日，罗
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办端午节民俗

文化系列活动，绑长命缕、点雄黄酒，寄

托美好祝福。最具人气的是包粽子体

验，学员们在粽子达人的指导下认真学

习，场面热闹有趣。端午节民俗文化专

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吸引众多百

姓观看，让罗店百姓感受到中国传统节

日的喜庆。

■开展天平村申家楼宅试点工程　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以“村民自建、政府配套”的改
造模式，以“一自愿，五统一”（一自愿：

即在村民自愿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实施

整排拆落地自行翻建；五统一：即统一编

制村宅建筑整体规划、统一编制农民联

体别墅效果图及房型图、统一建筑由原

来的两层升至三层、统一改造公建和市

政配套设施、统一实施全封闭的社区管

理）的改造原则，天平村申家楼３９户率
先启动项目试点工程。在改造过程中，

镇党委、政府充分征询老百姓意见，坚持

民主协商，坚守底线不妥协，深入细致做

老百姓工作。经过２年多时间，年内工
程全部竣工，部分村民搬入新居。申家

楼的试点工程开启农村“兵营式”危房

改造的村民自建、政府配套的“罗店

模式”。 （张宁腾）

罗泾镇
■概况　罗泾镇位于宝山区西北部，东
临长江，南连月浦、罗店镇，西邻嘉定区

徐行、华亭镇，北接江苏省太仓市浏河

镇，总面积４８平方公里，其中宝山工业
园区规划用地 ２３平方公里，浦钢用地
３３平方公里。下辖 ２１个行政村、１８１
个村民小组，５个居委会、１个居委会筹
建组。至年末，全镇有户籍 ９２５５户、
２８１５５人，分别比上年减少 １１９户、６３９
人，其中非农业人口２００４２人，减少５５４
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３８５０９人（含宝
山工业园区），增加１１７６人。常住人口
出生 率 ４１６‰，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０８８‰，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１００％，
来沪人员计划生育率 ９５％，人口密度
１３８８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３个二
级党委、５个党总支、１３２个党支部（含
２２个老龄党支部、６０个两新组织党支
部），共有党员 ２３８５人，其中老龄党员
１０３８人。辖区内有学校６所，建有市民

健身中心１所、居民健身点８１个、农民
健身运动场１３座、游泳池１座。年内，
获“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反邪教优

秀社区”、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文
明镇称号，在全市市容环境公众满意度

测评中保持郊区组前列。成功创建上海

市诚信计量示范镇，“宝农３４”大米连续
六届获上海市优质稻米评比金奖，长江

口大闸蟹连续五年获“王宝和”杯全国

河蟹大赛金蟹奖，花红村被评为第二批

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镇政府地址：

飞达路８５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
入３５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１％，完成年
计划的１０１％；完成增加值３６８７亿元，
增长 ６２％，完成年计划的 １００２％；分
别完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６３４亿元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４９亿元，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宝之云项目一期、二期

交付使用，三期建设加快推进，酒类贸易

中心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新东盟电子商

务（上海）有限公司贸易量超 ７０亿元。
睦邻小镇商业项目开门营业，东虹项目

开工建设。完成志诚展览等１０家企业
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释放土地资源约

１１２７公顷（１６９亩）。完善招商平台建
设，上海－东盟商品直销中心在罗泾设
立。全年累计新增注册企业４６３５户，其
中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 ７１户，
新增注册资金总额和新增注册企业户数

分别增长５６％和４５％。贯彻实施《关于
村级经济实行镇级管理的工作方案》，开

展村级企业不规范合同清理，完成村级

资产移交，由浦港公司统一管理，村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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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职能向“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

全和党的建设”转变。全面完成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表１１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６年罗泾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５ ６０５６ ２７６６ ３２９０ ２１．０４ ２３６ ４．０５

２００６ ６３６１ ２９３２ ３４２９ ２１．９２ ３０５ ５．０４

２００７ ６６５０ ３０８８ ３５６２ ２２．９２ ２８９ ４．５４

２００８ ６９５９ ３２３８ ３７２１ ２４．１０ ３０９ ４．６５

２００９ ７２７３ ３４１４ ３８５９ ２５．２４ ３１４ ４．５１

２０１０ ７５５３ ３５６８ ３９８５ ２６．４１ ２８０ ３．８５

２０１１ ７９１１ ３７３６ ４１７５ ２７．７３ ３５８ ４．７４

２０１２ ８３２８ ３９４０ ４３８８ ２９．２７ ４１７ ５．２７

２０１３ ８７２３ ３８５５ ４８６８ ３０．５４ ３９５ ４．７４

２０１４ ９３２５ ４４０４ ４９２１ ３２．３８ ６０２ ６．９０

２０１５ ９０４１ ４２２８ ４８１３ ３４．３１ －２８４ －３．０４

２０１６ ９２８０ ４３３４ ４９４６ ３６．２１ ２３９ ２．６４

表１２ ２０１６年罗泾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电　话

罗泾中学 ２３ ９１４ ９３ 东朱路８号 ６６８７０１０５

罗泾中心校 ２５ １０３６ ６９ 陈东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７１８６４

罗泾中心幼儿园 １５ ４７１ ３４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号 ５６８７１９８１

罗泾第二幼儿园 ９ ３００ ２１ 潘沪路３０１号 ３６５８１９２８

民办肖泾小学 １７ ８３５ ４４ 沪太路９１０１号 ６６８７８２０８

宝宝乐幼儿园 ９ ３７８ １６ 新陆村委西侧 ５６８７４０４１

■镇村建设与管理　完成上海怡景养老
院主体工程和首个社区商业项目睦邻小

镇建设，推进罗宁欣苑配套商品房和新

镇区亮灯一期工程建设。完善道路网络

体系，完成新镇区主干道路陈功路（西

段）和公共自行车网点建设，推进飞跃

路、潘沪路、长虹路等道路建设前期工作

以及４公里生态步道建设。启动荻泾河
西侧配套商品房地块收储工作，完成潘

泾路东侧商品房地块收储出让工作。开

展水污染防治工作，完成６５处１９３９万
平方米河道两侧违法建筑拆除、１６０个
点污染源纳管工作和飞跃路二级管网铺

设任务。完成全年１４公顷立项、１３７公
顷复垦减量化任务以及约 ２９５３公顷
（４４３亩）历史违法用地清理任务。全面
清理小川沙港涉渔“三无”（无船名船

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船舶和不规

范畜禽养殖场。开展农村生态环境管理

考核以及“优美庭院、花园单位、特色楼

道、美亮村宅”创评活动，建立健全农民

建房审批及全程监管制度。完成全年区

级“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

营、违法排污和违法居住）整治项目和自

我加压项目整治任务，涉及地块面积约

７８５３公顷（１１７８亩），拆除违法建筑
２１５万平方米。

■社会事业　完成罗泾中心校迁扩建工
程并于９月１日正式启用，完成民办肖
泾小学加装学生安全疏散通道和罗泾中

心幼儿园室外运动场改造。完成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和中医综合服务区

改造，完善医疗卫生信息化平台，实现卫

生服务站医保网络全覆盖。罗泾镇农民

篮球队代表上海市参加首届全国农民三

对三篮球赛，获乡村组第四名。上海怡

景养老院结构封顶，完成罗宁雅苑老年

活动室及老年就餐点建设，组建镇为老

服务志愿者队伍，提升为老服务水平。

制定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设计方案。传

承和弘扬“罗泾十字挑花”“婉娥之乡”

沪剧社、沈同衡漫画和萧泾寺传说等罗

泾特色文化品牌，组织罗泾镇乡村大舞

台和罗泾百姓秀等活动，探索创新区域

文化联建共享，扩大罗泾本土特色文化

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完善体育设施建

设，罗泾市民体育健身中心新增百姓体

质监测站，启动百姓游泳池改造，完成罗

泾中心校运动场灯光隔离工程试点工作

以及陈行村公共运动场内笼式足球场

改造。

■就业和社会保障　坚持以市场化就业
和鼓励创业为重点，就业形势保持基本

稳定，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控制在４８３人
目标内，扶持３６人成功创业，帮助２７名
长期失业的启航青年实现就业，就业困

难人员安置率和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安

置率１００％。编制罗泾镇就业等便民服
务指南，设立就业服务中心，完善村居就

业信息平台，确保就业形势稳定。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新址启用，完善“一

口式受理”服务机制，落实“全区通办”

工作要求，提升规范化服务水平。贯彻

落实关于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补贴

政策，新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率

１００％和城乡居保覆盖率９８％以上。完
善社会救助体系，兜住兜牢人民群众生

活底线。依托罗泾中学与行知中学、罗

泾中心校与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教育

联建体建设，推进“一校一特色，一校一

品牌”创建工作。推进家庭医生责任制

服务工作，完善全科医疗、家庭医生签

约、绩效考核等信息化系统建设。为全

镇２９万名户籍人口购买民生类综合保
障险，为６０周岁及以上户籍居民提供每
两年一次健康检查，惠及６５００人。

■新农村建设　完成农业“三夏”“三
秋”工作，整治工业园区内抛荒土地约

２２６７公顷（３４０亩），基本完成塘湾村农
林水项目建设，开展新陆村农林水项目

前期工作。开展科技蟹稻虾稻种养试点

工作，推进生态旅游小镇建设，基本建成

百亩菜园和百亩果园，推进核心配套服

务中心建设和千亩涵养林改造工程前期

工作，花红村成功创建上海市美丽乡村

示范村。举办“抱走宝山———２０１６上海
罗泾－美丽乡村徒步挑战赛”和“２０１６
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等活动。培养新

型职业农民，发挥“专家技术指导”和

“分片承包指导”作用，促进合作农场均

衡发展。生态公益林和基本农田管护在

区级考核中均列第一名。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以提升人民群
众公共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创新和

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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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实行重点企业第三

方安全监管机制。全国无邪教示范镇创

建通过市级验收，成功创建上海市平安

社区。坚持领导接访、下访、约访、包案

等制度，开展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

析和评估，化解和缓解一批涉及征地补

偿、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突出矛盾和历

史遗留问题，未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全年上访总量１９０批５１０人次，比上年
下降１６％，人次下降２８％；市集访２批／
３０人次；区集访２批／３８人次，批次下降
６０％，人次下降５６％；镇集访１５批／２２８
人次，批次下降 １２％，人次下降 ２７％。
来信和来电访２８件，下降３３％。网上信
访３７件，下降２６％。各调解委员会共受
理各类民间纠纷 ２１１起，成功调处 ２１１
起，制作５２份人民调解协议书，未发生
“民转刑”案件。完成海星村、牌楼村、

潘桥村、花红村及宝祥新苑５个社区综
合管理示范点建设。以“实有人口、实有

房屋”为抓手，落实人口综合调控各项工

作措施，强化综合整治联勤联动机制，严

密群防群治网络，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

为。全年累计立各类刑案１４４起，下降
１７％。其中，“八类”案件 ７起，上升
７５％；盗窃案件１１４起，下降８％。发案
７６３起，下降 ８３％。盗三车 １１３起，下
降５８％。报警类１１０数２３２８起，下降
１％。开展拆违控违和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专项行动，加强消防、生产、交通、建

筑、食品药品等公共安全监管，落实安全

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基层属地责任和政

府监管责任。

表１３ ２０１６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海红村 ４４１ １３１３ 海红村袁家宅８号 ５６８７１０７０

川沙村 ４５１ １２４７ 萧月路１６６号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丰村 ４４７ １２９１ 陈东路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５２５

牌楼村 ２６６ ８７８ 青三路二房宅５８号 ５６８７７５２８

合建村 ４２１ １３７２ 罗宁路１９９６号 ５６８７０２６１

潘桥村 ４８７ １６４４ 潘川路２５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８５６

陈行村 ４３５ １３４６ 陈镇路２８５号 ５６８７００８７

海星村 ５４９ １８３２ 北?川路１６８８弄８号 ５６８７００２７

花红村 ３８８ １３５１ 北?川路２３９９弄２２１号 ５６８７０６８３

新陆村 ３５６ １０８８ 北?川路２５０１弄２６８号 ５６８７００１３

王家楼村 ３００ １０３２ 罗北路１５５８号 ５６８６１４２２

新苗村 ４７９ １５３９ 沪太路９４０５号 ６６５９８７６６

塘湾村 ３８１ １２７９ 张汤路２号 ５６８７８０３１

洋桥村 ３６５ １１１５ 沪太路９８９８号 ６６５９９３６６

合众村 ２５４ ７７０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３楼 ６６８７６８１８

高椿树村 ３８７ １２０５ 潘川路９９９号南首 ５６８７４１２０

三桥村 ４０１ １２４２ 金石路１８８号富长路交界 ５６８７１８７３

肖泾村 ４２９ １４４７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２５号 ５６８７１６７８

民众村 ２５７ ７８５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６６８７６００７

解放村 ３３０ １０９９ 金勺路１６８８号５号楼５楼 ５６８６３５４５

和平村 ２９３ ８６７ 潘泾路山茶路口 ５６８６２５８９

第一居委会 ２３３ ５４３ 陈东路７９弄１５号 ５６８７８６５１

宝虹家园 ３２６ ６４６ 陈川路５５５弄１１号 ５１２８３０２５

宝通家园 １９２ ３７５ 潘新路１１８弄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悦家苑 １５７ ３１４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 ３６３８００２５

宝祥宝邸 ９４ ２０２ 潘沪路６９弄４０号 ５６１４３２７８

海上御景苑 １３６ ３３３ 长虹路７７９弄 ５６１４３３５６

（陆良超）■社区建设　成立物业服务指导中心，
完成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装修工程并投入

使用。居民区党组织实现全覆盖，镇管

社区“两委一办”（社区党委、社区委员

会、社区办）组织架构进一步完善。宝通

家园“微笑志愿”和“热爱健康、太极养

生”两个项目获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百佳”
志愿服务项目。全年志愿者队伍共开展

活动３００余次。落实“一块区，一组团”，
形成区块组团式服务团队，全年累计走

访居民 １２１１５户，听取意见建议 ２００４
条，协调解决居民困难１４２７处。完成宝
悦家苑老年活动室维修，新增和开放罗

宁雅苑老年活动室和多功能活动室。全

年小区设施改造镇财政共计投入１５６４
万元。成立泾乐物业指导服务中心，建

立第四级住宅小区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

度。推进动迁小区物业管理费和机动车

停车费收缴工作，落实物业服务考核奖

惩机制。开展“泾彩社区”示范创建活

动，推进“活力社区”和“一居一特色、一

居一品牌”创建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　围绕全国文明镇创建
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基层精

神文明创建工作，推动罗泾生态旅游小

镇宣传。宣传“罗泾人看新罗泾”“品鲜

节”“抱走宝山”等活动，拓展“优美庭

院”“花园单位”创建评比活动。完善志

愿服务中心建设，确定罗宁路２９９９弄４
号为罗泾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新址。整

合镇域内志愿服务资源，在村、居、文明

单位组建４３支志愿者服务团队，设计并
运作啄木鸟行动———市民巡访团、天使

卫士、四叶草等特色志愿服务项目 １７

个。依托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合作平

台，首次引入社会组织，设计制定泾彩社

区手牵手志愿服务项目，在社区设立 ９
个志愿服务点，全年开展１０８场志愿服
务。完成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文
明镇创建工作，实现罗泾“上海市文明

镇”四连冠。

■参加“海鸥杯”首届全国农民三对三
篮球赛获乡村组第四名　３月３１日，由
中国农民体育协会主办的“海鸥杯”首

届全国农民三对三篮球赛在福建省福鼎

市落幕。赛事分乡村组和农业龙头企业

组两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国２４个省区市
的代表队参加。罗泾镇篮球队代表上海

市参赛，获全国乡村组第四名，队员郑海

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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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市运会（宝山赛区）“罗泾杯”三对
三篮球赛男女组双冠军　６月 ５日，由
区市民运动会组委会主办，罗泾镇人民

政府承办，宝山篮球协会协办的上海市

第二届市民运动会（宝山赛区）“罗泾

杯”三对三篮球比赛在宝山体育中心室

外篮球场进行。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区

各街镇的１２支队伍参赛，罗泾镇代表队
获男子组、女子组双冠。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罗泾中心校新校舍启用暨２０１６年秋季开学典礼举行 罗泾镇／提供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７日，罗泾镇举行“泾彩社区手牵手”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 罗泾镇／提供

■宝丰村向区档案馆捐赠国务院奖状　
６月６日，罗泾镇宝丰村参加区档案馆
组织的荣誉档案捐赠仪式。在捐赠仪式

上，宝丰村向区档案馆捐赠 １９５８年 １２
月由国务院颁发、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

的“奖给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上

海市宝山县跃进人民公社六大队宝丰中

队”荣誉奖状。

■“睦邻小镇”综合商业体建成营业　８
月２５日，位于罗泾镇潘新路与萧月路路
口的“睦邻小镇”开业。睦邻小镇是由区

供销合作总社与罗泾镇政府采取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的合作形式，将社区事务服

务、商业购物、文化体验等融于一体的社

区综合服务项目，占地面积５６００平方米，
宝山１８路、６路、３１路、８１路均可到达。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新址启用　
罗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于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２８日搬迁新址，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４日
起，正式对外服务。中心位于潘新路２１６
号睦邻小镇二楼及一楼部分区域，总面积

约为２０００平方米，承担辖区内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劳动调解等社区事

务受理和公共服务工作。根据上海市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评估体

系的要求，设立引导区、书写区、等候区，

安装排队叫号系统、监控系统和电子评价

系统，开设综合窗口、专项窗口、现金回复

窗口共２１个，实现“前台一口受理、后台
分类办理、中心一头管理”，并实施一周

七天工作制。午间无休制和全区通办，成

为集社区服务、事务办理、部门办公为一

体的综合性社区服务平台。

■罗泾中心校新校舍启用　９月 １日，
经过两年多建设，罗泾镇唯一一所公办

小学罗泾中心校新校舍正式投入使用，

并迎来首批 １０００余名学生。罗泾中心

校新校舍位于陈功路２８号，占地４公顷
（６０亩），建筑面积 １６０００平方米，拥有
全新环形跑道田径场、５片标准灯光球
场、设施一流的体育馆和各类专用教室，

办学规模可达３５个班级，最多可吸收学
生１５００人。

■获第五届农耕运动会三项金穗奖　９
月，上海市美丽乡村健身运动系列比赛

第五届农耕运动会在上海农耕健身基地

举行。该比赛由市农业委员会、市体育

局、市农民体育协会主办，由金山区体育

局、吕巷镇人民政府、金山区农民体育协

会承办，设有接力跳绳、喜交公粮、车水

抗旱、池塘淘宝４个项目。来自上海市
各涉农区、县以及市局机关、市农委、市

级媒体等单位运动员参加比赛，罗泾镇

代表队以接力跳绳第一名、池塘淘宝第

一名、喜交公粮第三名的成绩获三项金

穗奖，在车水抗旱项目中获丰收奖。

■“泾彩社区手牵手”志愿服务项目启
动　９月２７日，罗泾镇举行“泾彩社区
手牵手”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社区

设立９个志愿服务点，全年开展１０８场
志愿服务。该项目被列为区社区公益服

务项目，由梦圆社区青少年事务发展中

心组织实施，这是罗泾镇首次引入社会

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生活、文化、医疗

保健类服务。

■获市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宝山区总决赛
一等奖　１０月１３日，由上海市体育总会
主办、区体育总会承办的“多力杯”上海

市第二届广场舞大赛宝山区总决赛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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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区各街镇的１２
支群众广场舞队伍参加比赛。罗泾镇舞

蹈“多嘎多耶”获决赛一等奖。

■举办２０１６上海宝山美丽乡村徒步挑
战赛　１０月２３日，作为第九届全球健
康促进大会“中国国家日”倒计时３０天
主题宣传活动的“抱走宝山”２０１６上海
罗泾美丽乡村徒步挑战赛暨“幸福宝山

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颁奖仪

式在罗泾镇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范

少军，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朱礼福，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友

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

王丽燕，副区长陶夏芳，平安人寿上海分

公司总经理韩光等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并

为“幸福宝山路，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

走活动优胜者颁奖。徒步挑战赛以“抱

走宝山”为主题，以罗泾特产“长江口大

闸蟹”作为赛事吉祥物———“蟹蟹”的原

型。赛道位于罗泾镇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的重点区域，单圈里程１０公里，途经千
亩涵养林、千亩农田、千亩鱼塘、百亩果

园、陈行水库、原生态自然村落、宝钢水

库等自然人文景观。“幸福宝山路，文明

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动自８月８日开
赛至１０月１０日结束，历时６４天，吸引
４４９个机构、３５万人参与比赛。

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花红村袁家宅 罗泾镇／提供

■ ２０１６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举行
１０月２２日，“蟹天蟹地、网罗泾华———
２０１６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开幕式
在沪宝合作社举办，上海海洋大学党委

书记吴嘉敏教授，区委常委、副区长袁

罡、区政府党组成员陈云彬出席。开幕

式上，宝山区农委与上海海洋大学签订

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上海沪宝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与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

命学院签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合作

协议。２０１６上海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
从１０月２２日至１１月２２日举行，在为
期一个月的品蟹宴活动中，设南北２个
会场。主会场设在宝山湖生态农业园，

分会场设在顾村公园３号门。

■区首届农机操作技能大赛举行　１１
月４日，区首届新型农民农机操作技能
大赛在罗泾镇民众村举行，全区各农场

５０余名农机手参加比赛。农机竞赛科
目为联合收割机收割作业项目竞赛。主

要包括漏收项目、割茬项目、含杂率项

目、破碎率项目、损失率项目、规定作业

项目、安全文明操作项目，竞赛总分为

１００分。罗泾镇民众村获本次竞赛一
等奖。

■花红村被评为市第二批美丽乡村示范
村　花红村位于罗泾镇东北角，属于二
级水源地保护区。全村总面积１６平方
公里，其中耕地面积１０３０亩，辖９个村
民小组。全村农户数３８３户，户籍人口
１２５２人。村庄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
善，生态环境良好。２０１６年，花红村围
绕“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在文化”主

线，全面保障农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农村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构建生

态品质良好、文化传承有序、农业休闲经

济发达的“乐活农耕园，多彩新花红”。

１２月，花红村被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评选
为上海市第二批美丽乡村示范村。

（陆良超）

顾村镇
■概况　顾村镇位于宝山区中西部，东
临杨行镇，南濒大场镇，西接嘉定区马陆

镇，北靠罗店镇，总面积 ４１６６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６７１３公顷。辖有１６个行
政村，６６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有户
籍４２３３０户、１０５８２６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１５１２户、１８９４人；列入管理的外来人口
１３６５９７人，减少７９１８人。户籍人口计划
生育率 ９７３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２４％，户籍人口出生率１０６５‰，户籍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７７‰。镇党委下辖
１１个党总支、１７７个党支部，在册党员
７９４２人。建有百姓健身步道等运动场
地２３个，居民健身点１５０个。辖区内有
学校３８所。年内，顾村镇获中国新城镇

最佳实践奖、上海市文明镇、上海市法制

宣传教育先进集体、上海市禁毒工作先

进集体等称号。顾村镇赵克兰家庭获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上海东

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顾村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等２３家单位被评为“上海市
平安示范单位”。镇政府地址：泰和西路

３４３１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５３４亿元，农业总产值０２０６７亿元；实
现增加值５９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２％；
完成合同外资 ９７７万美元，到位外资
４９５３万美元；完成国家税金２９１亿元，
增长１８３％；完成区级财政收入７７亿
元，增长９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７５３
亿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４亿
元；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１４３９元，
增长１０８％；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６２亿元，增长 １６６％。粮食总产量
２９２３４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累计完
成产业地块调整９个，盘活土地约４４６７
公顷（６７０亩）；完成“三场”（集装箱堆
场、钢材堆场、货运车辆停车场）地块调

整２个，盘活土地约５６７公顷（８５亩）。
推进智能制造业建设，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区的发那科机器人、鑫燕隆汽车装备

制造等重点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发那科

三期项目（新格金属转型地块）进入准

备启动阶段，加快建设以保集ｅ智谷、罗
浩斯科创中心为代表的服务业项目。推

进现代服务业建设，智慧湾科创园成功

改造升级，相继引进湖南华曙高科、北京

南极熊、上海创克加等一批智能制造行

业领军企业。泰德科技园加快众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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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引进 Ｐ２联合创业办公社项目。
加快建设菊泉文化街和龙湖北城天街

项目。

表１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顾村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总人口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１ ８８６４０ ２０２２１ ９８３３ １０３８８ ２２．８１ ３１２２ １８．２５

２０１２ ９２９６８ ２１７７４ １０７１３ １１０６１ ２３．４２ １５５３ ７．６８

２０１３ ９９７５７ ２４２９４ １１７３５ １２５５９ ２４．３５ ２５２０ １１．５７

２０１４ １０５８４９ ２６８０６ １２９７９ １３８２７ ２５．３２ ２５１２ １０．３４

２０１５ １１０２１６ ２８６７６ １４０２０ １４６５６ ２６．０１ １８７０ ６．９７

２０１６ １１１１５７ ３３２３１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８３１ ２９．９ ４５５５ １５．８８

表１５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顾村中学 ３８ １４３４ １２８ 电台路９３号 ５６１８３５８０

馨佳园学校 ２０ ６８０ ７０ 黄海路５９９号 ５６８７０２７１

鹿鸣学校 ９ ３７５ ３６ 菊联路２６０号 ３６５５３６１１

宝虹小学 １６ ５３０ ５３ 菊盛路１５０号 ６６０２２８３７

杨波幼儿园 １２ ３９０ ２７ 菊太路４５６号 ６６０２６１８１

小雨点幼儿园 ６ ２１８ １５ 教育路５６７号 ５６０４０７９９

彩虹幼儿园 １１ ３８６ ３２ 宝菊路３７５号 ３３８５１７６１

馨佳园幼儿园 １０ ２８３ ２０ 丹霞山路１９９号 ３６５１３３２１

馨佳园二幼 ９ ２６７ ２０ 沪联路４２５号 ５６４５０２７６

保利幼儿园 ２３ ７０８ ３８ 联杨路１００１号 ６６０３８８３２

刘行新华中学 ２１ ７９５ ７７ 菊太路１０５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７２

共富实验学校 ５４ ２２８６ １７８ 共富路５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０３２

顾村实验学校 ６ ２４２ １２ 宝安公路１１２３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０

顾村中心校 ３５ １５７５ １０２ 顾北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４２４２８

泰和新城小学 ２５ １０９２ ７６ 泰和西路３４９９弄１８８号 ６６０２２０５９

共富新村小学 １９ ７８３ ５７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８７６

菊泉学校 ２４ ９８０ ７４ 菊太路３２１号 ５６０２２２９２

顾村中心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８ ３２ 顾北东路９９号 ３３８５５６１５

刘行中心幼儿园 １６ ５３５ ３２ 菊太路１００号 ５６０２２８１４

泰和新城幼儿园 ９ ３１７ ２３ 泰和西路３４３６弄３５号 ６６０４１１２６

依云湾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５ ２８ 顾荻路１５０号 ３６０７０８６２

荷露幼儿园 １３ ４２５ ３０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０４８９２５

荷露幼儿园檀乡
湾分园

７ ２１８ ９ 水产西路７７８号 ５６６７６３３０

沙浦路幼儿园 １２ ３８１ ２１ 沙浦路３７７号 ３６５０９２０６

帕堤欧幼儿园 １３ ４１１ ２７ 顾北路５２９弄１号 ６６０２８３７６

贝贝佳幼儿园 ２４ ８６８ ９３ 共富四村３２１号 ３３７０８９３５

菲贝尔幼儿园 １０ ３９８ ４９ 共富二村３０１号 ３３７０３２５６

海兰小学 １３ ４９７ ３１ 陈广路５５５号 ５６０２０１４８

顾教小学 ３４ １５６４ ９４ 刘行菊泉街５２８号 ５６０２２２４７

顾教（初中） ２３ １０６０ ５４ 宝安公路８５３号 ３６０４１２１５

海蓝幼儿园 ９ ３０８ ３５ 宝安公路２１８９号 ５６０２１１２２

陈行新竹幼儿园 １０ ２０４ ２５ 陈富路１１６８号 １３１６７０５３８２５

喜羊羊幼儿园 １４ ４０８ ２７ 沪太路４３２８号 ５６１８５７１８

学成幼儿园 ９ ２８０ ２４ 佳尤路３６８号 ５６１８７９９２

娜荷芽幼儿园 １２ ３２０ ４１ 宝安公路３３８号 １５８０１７５２３７５

欣欣幼儿园 ８ ４２２ ３６ 潘泾路３６９号 １３７０１８９９８２１

盛宅幼儿园 ８ １４２ ２４ 盛宅村中心宅６２号 ５６１８９０９９

菲尔幼儿园 ４ １６０ １６ 共富路９９号１０１室 ３３７０２５９５

■城镇建设与管理　加大动迁安置力
度，配合推进泰和水厂扩建以及 Ｓ７、潘
广路、富长路延伸等市、区重大工程，全

年完成民房动迁 ９０８户、企业动迁 ６１
家。加快推进重大市政项目，顾村大居

拓展区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征收方案

编制，４块农民动迁安置房地块、潘广路
等１０条道路农转用批文下达，启动社会
保障工作，老镇改造与大华集团正式签

订合作开发协议，委托设计单位启动规

划调整的评估研究，加快推进杨邢宅及

?藻浜沿线“城中村”改造项目规划调

整。宝安公路北侧３号地块和富长路西
侧３号地块顺利实现出让。推进“五违
四必”（“五违”是违法用地、违法建筑、

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四必”

是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

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

须取缔）整治补短板工程，全年共完成整

治约 ９１０７公顷 （１３６６１亩），拆违
４１５７万平方米，相关案例入选“上海市
拆违成功案例选编”。推进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大整治，辖区内交通状况明显好

转。重视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工作，严控

镇域内?藻浜沿线单位的扬尘污染，落

实“一河一策”，开展刘中河等７条镇、村
级河道轮疏及盛宅浜黑臭河道治理，关

闭取缔１０余家污染严重企业，水污染防
治河道共拆违 ４７１０平方米。开展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完成顾陈路、联杨

路、顾北路等多条道路积水段维修，总面

积约４７００平方米。加强农村环境治理，
做好羌家村１２５户农户生活污水纳管工
作，做好老安村美丽乡村建设摸底、设

计、规划准备。

■社会事业　完成年度政府实事项目，１
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２个老年活动室
建设、４条百姓健身步道、顾村敬老院消
防改造工程、馨佳园体育中心和馨佳园

养老中心装修，２所幼儿园启动建设。
推进“智能微菜场”建设，新建小区“智

能微菜场”４０余个，并启动２个标准化
菜场建设。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正

式签订世界外国语学校合作办学协议，

顾村实验学校于９月正式投入使用，新
建０８－０８幼儿园进入施工阶段，０６－０３
幼儿园进入扩初评审阶段。推进健康卫

生工作，完成顾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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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工程，并委托专业团队对顾村镇健身

苑点进行设施维护保养。举办“党的话

儿记心上”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文艺演出、
全民健身节等主题活动共计６６场次。

表１６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各村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白杨村 ５６２ １４０５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９２

顾村村 ６７０ １６７５ 顾北路８１号 ６６０４６１８５

朱家弄村 ５７１ １４２８ 佳龙路２００号 ５６０４２６２７

羌家村 ８８８ ２２２１ 宝安公路１１３３号 ６６０４５０５８

谭杨村 ７６２ １９０５ 潘泾路９１５号 ３６０４２８７２

盛宅村 ９５７ ２３９４ 泰和西路３３５８号 ５６１８２５７３

星星村 ６５３ １６３４ 宝安公路６５５弄５５５号 ５６０４３０６７

杨木桥村 ３９１ ９７８ 潘泾路２３８弄６号 ５６０４２５０２

胡庄村 ６１５ １５３７ 联谊路３６０号 ３３７１１１５３

老安村 １３３４ ３３６６ 沪太路潘广路１１１１号 ３６３８６２１３

沈宅村 ７７５ １９３８ 联杨路２２１１弄５号 ５６０２８８４６

归王村 １４３１ ３５７８ 陆陈路３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２５０

广福村 ８１４ ２０３７ 宝安公路２１８５号 ５６０２０７０４

陈行村 ９４０ ２３４９ 陈广路５５６号 ５６０２９００３

正义村 ５４０ １３５０ 菊联路８９弄５６号 ３６３１２３２４

沈杨村 ６９１ １７２７ 顾陈路８０５号 ５６１８９０８１

表１７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各居委会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泰和一居 １８７２ ３３２０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４７号１０３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６

泰和二居 １８６８ ３８１４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６３号２０２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０

泰和三居 ２４２６ ４９０６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１９

荻泾居委 １０５０ ８６３ 泰和西路３５２７弄３０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１

大唐居委 １８４２ １８８２ 沪太路３７１７弄１３３号 ５６０４９５０４

天极居委 １０７７ ２０９５ 富联路２５弄４８号 ５６１８２７７４

顾村居委 １１３７ ２６８９ 顾新路３２号 ５６０４３３４９

菊泉居委 １０４４ １９７８ 菊泉街６００弄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０９７９

共富一居 １５１６ ３２８６ 共富路９９弄１８号 ３３７１０９４２

共富二居 １９５０ ３８８９ 共富一村８８９号 ３３７０２２７３

共富三居 １７６５ ３６１７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２室 ３３７１２５５３

共富四居 ２３２０ ２５６１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４室 ３３７１２３０５

共富五居 １２４３ １０２６ 联谊路５０１弄３７号３楼 ３３７０７３１６

共富六居 ２０２０ ４７５０ 共富二路１２０号 ３３７００３８７

共富七居 ２５０８ ２８９０ 共富路３５１弄８８号 ３３７０８３４２

新顾村大家园一居 １６１０ ４１２１ 顾北东路５０１弄１３１号 ３３７１９２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二居 １４８８ ３２８３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２９号甲 ３６０４１０３５

新顾村大家园三居 ２４００ ５２０２ 顾北东路１５５弄１８３号 ３３７１９０３１

丰水宝邸 ３１８５ ６３４１ 教育路５５５弄５１２号２０２室 ５６１８６７０２

成亿宝盛 １７７８ １５２１ 水产西路８５８弄３５号 ３６０４４２９６

绿洲花园 １４２２ １０３４ 沙浦路１２８弄３９号 ３６３１３３６３

铂庭居委 ８８３ １０８４ 沙浦路５１８弄１号一楼 ３６３１３４００

盛宅一村 １２２０ ２５０４ 富联路１２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３３８５４５８６

菊泉新城一居 １４９１ ２１４７ 菊泉街３９弄１６号 ６６０２９０８５

■就业与社会保障　落实就业促进工
作，搭建市场化就业平台，共举办１１场
“月月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２６８１个，
实现意向录用 １１１９人。为 １０３名就业
困难人员和５户零就业家庭落实工作岗
位，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安置率

１００％。为２９６名被征地人员落实社会
保障，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控制在２０１５
个（指标控制数在２０８５个）。推进征地
保障和城乡居保工作，实现无账户人员

参加城乡居保缴费１０４人。建立健全帮
困救助网络，发放各类救助资金１３４４８
万元，惠及受助对象２万余人次。深化
为老服务，完成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建设，

老年助餐点新增助餐人员６７人，居家养
老人员新增２９人，办理敬老卡２６万余
张。推进撤制村队工作，做好胡庄村撤

销生产队建制和村委会建制摸底。

■基层建设　落实市委“１＋６”文件，优
化“镇管社区２０版”。完善基本管理单
元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基本管理单元“两

委一中心”（社区（居民区）党委、社区

（居民区）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区）中心）

制度，完善镇级“６＋１”中心功能，制定
并实施社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办法，完

成５４３名社区工作者薪酬调整。探索
“网格化 ＋”模式，落实“四联、四及时”
（大联动、大联勤、大联防、大联合；及时

发现、及时反馈、及时处理、及时考核）工

作机制，建立网格管理长效制度，各类公

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资源在网格中实现集

聚。加强村级治理工作，完成１６个村建
设开发“宝山区村务自治云”系统填报

工作。规范居村管理，逐步建立并完善

镇、居民区两级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联席

会议制度。推广商户自治，成立共富、刘

行地区街面商业协会，形成住宅、街面协

同治理共赢局面。培育成立物业服务指

导中心，协调化解社区矛盾。以城管、房

管力量下沉为契机，落实城管进社区制

度，做实住宅小区“四查”（查保安、查保

洁、查保绿、查维修）、“四公开”（公开物

业服务人员姓名和岗位；公开物业服务

内容和标准；公开物业服务收费价格；公

开报修、投诉和监督电话，接受业主监

督）。发挥物业办作用，强化物业培训、

考核和准入、退出机制。做好老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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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处置，开展大唐花园纠偏、荻泾

花园修缮等工作。成立镇法制办，完善

镇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共泰管理

单元为民服务中心和菊泉管理单元百姓

自我服务家园，创新“七彩公益进社区”

等特色志愿服务。推进探索 ＰＰＰ模式，
开展与椿熙堂、福寿康等社会组织合作，

对镇养老、青年、社区研究、业委会能力

建设等方面实行专业化管理。鼓励和支

持“互联网＋”和Ｏ２Ｏ模式的运用，建设
顾村微社区、连心桥等公众微信服务平

台，加快推进顾村镇信息化管理平台建

设，探索建立“云顾村”大数据库，建立

突发舆情引导、热点短评快报、社情民意

调查等机制。

（续表）

名　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菊泉新城二居 １６０４ ２６１３ 菊盛路５０弄１０号底楼 ６６０２５０９２

菊泉新城三居 １４２１ ２１４６ 陆翔路３５８弄９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２９７６８

菊泉新城四居 ２０４５ ２４５１ 陆翔路６９８弄１７号１０４ ６６０２９０８６

文宝苑 １９４８ ３２０３ 菊联路１５７号５楼 ６６０２８２５６

采菊苑 １７２０ ２４８７ 菊联路６８弄３２号 ３６３１５０８１

古北菊翔苑 ２３０９ ３６５５ 菊联路２３３弄６８号 ３６３１５２８３

好日子大家园一居 １３９２ ３３０８ 菊太路７７７弄１０９号２楼 ５６０２９７３６

好日子大家园二居 ２３５２ ４１０４ 宝菊路６５５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００２

好日子大家园三居 １６２０ ２４２５ 菊太路１２２１弄８２号 ３６３８３０２９

好日子大家园四居 １８２４ ３０３７ 菊太路１３９９弄１９号 ６６０２８１９５

新天地荻泾居委 １３５６ ２１１４ 顾荻路３０３号 ３６３１４０３８

世纪长江苑 １６７４ ２３０４ 电台路５６８弄１７号 ３６３１０１３２

上投佳苑 １２００ １８９４ 水产西路７２９弄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３８５５６４７

旭辉依云湾 １１７０ １４６８ 顾北路６６６弄４号２楼 ３６３１０５４９

东方帕堤欧 （筹） １１１７ ７９２ 顾北路７３９号 ３３７１５２２０

保利叶都一居 （筹） ２５１６ ２４３７ 菊太路１１９８弄１０－１大会所２楼 ５６１８０２６５

保利叶都二居 （筹） ２４０６ ２２９８ 联杨路１０７８弄１６０２号４０１室 ５６０４０５１６

保利叶城一居 （筹） １２９０ １２６５ 宝菊路２２弄１号 ６６７８１５９５

保利叶城二居 （筹） １８９５ ２５６０ 宝菊路１３３弄２９５号１层 ６６７８８７５０

自然居 （筹） ９２０ １４５４ 水产西路９９９弄７－１号（３１１室） ３６３８１５８０

新天地荻泾二 （筹） １０８９ ６２３ 沙浦路３１１弄２９８号 ５６１８３９３２

绿地宝里 （筹） ３９１ １７５ 富长路１０８０弄２５２号 ５６１８３９０７

宝翔苑 ７９７ ７４０ 菊盛路４６８弄８－１号 ６６０３２３８６

中怡家园 １３４０ １０４３ 菊泉街５４７弄１２号２０７室 ６６０３８６７７

馨佳园一街坊 （筹） ９６１ １４６９ 韶山路４１９弄２８号 ６６０２７５６８

馨佳园二街坊 （筹） ８６４ ５７５ 韶山路４１８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８１３６３

馨佳园三街坊 （筹） １１８２ ２３８２ 菊泉街１５９６弄８号西侧 ５６１８３６６８

馨佳园四街坊 （筹） ５１６ １２２６ 菊泉街２８９９弄８号 ３３９１００５６

馨佳园五街坊 （筹） ５１７ ３４６ 菊泉街１９６９弄５号２０１室 ５６５６６０６１

馨佳园六街坊 （筹） １７５５ １５９４ 菊泉街１３４６弄３０号１楼 ５６１８６６９０

馨佳园八街坊 （筹） ２０４４ ４５０５ 丹霞山路２５７弄６１号１楼 ３３７０３７１１

馨佳园九街坊 （筹） ２２７７ ５１７２ 韶山路３４８弄６号－１ ５６１８５９３５

馨佳园十街坊 （筹） １４６８ １８１２ 韶山路２４５弄２０号办公楼１层 ３６５０８３５５

馨佳园十一街坊
（筹）

２１９９ ２２３２ 菊盛路８５１弄３０号１楼 ３６５１１５７９

馨佳园十二街坊
（筹）

１２７７ １６５０ 菊泉街１２８０弄１９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４６２９８

馨佳园十三街坊
（筹）

５９３ ２５８ 菊泉街１２８１弄５号 ５６５６３６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四居
（筹）

１２５８ ９１０ 顾北东路１８８弄４２号 ５６８７８２０５

中铁建青秀苑一居
（筹）

１２０１ １１４６ 宝荻路５００弄５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４５１０９

馨佳园七街坊（筹） ６１８ ４００ 潘广路１７６５弄１０号楼１楼 ３６５８１７６９

宝沁苑居委会（筹） １５７６ １４４２ 菊泉街５７７弄１６号２楼 ５６５９０８０５

宝顾佳苑（筹） １００６ ９５２ 苏家浜路４３５弄５６号－１ ５６８０８８０５

上坤公园华庭居委
（筹）

２８２ ３３９ 富联路６４６弄１７号２楼 ６６７８７５５７

（姜迪霞）

■平安建设　深化城市网格化综合管
理，推进“智联城”系统升级扩容，全镇

１２个行政村、７５个数字化小区的视频监
控设备接入“智联城”监控系统，探头总

数达 ７８２个。加强“自防、互防、联防”
“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一体的防控网

络体系建设，发放 ２７万只防盗窗锁、
３８１２个简易防盗装置，并针对治安薄弱
小区制定“一小区一方案”。开展防范

和打击利用游戏机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打击和整治涉赌游戏机场所９９家。
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原则，加强

人口服务管理，守牢人口控制底线。坚

持领导接访、源头预防和包案化解等制

度，有效化解和缓解一批涉及动迁安置、

撤制村队、居住环境等群众反映强烈的

热点难点问题。做好全国两会、大型节

庆等敏感节点的维稳防控工作，确保全

镇社会面形势平稳有序。加大安全监管

整治力度，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

职追责”和“四不两直”（四不两直：是国

家安监总局建立的一项安全生产暗查暗

访制度，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

要求，以及生产、消防、交通、建筑、食品

药品和防汛防台等领域的安全监管责

任。组织开展各类专项行动及检（复）

查工作，整改隐患 ２４万条，整改率
９４％。结合“五违”整治，关停搬迁企业
６５家。完成列入区级城市公共安全消
防高风险点 １９处，建立 ８２个微型消
防站。

■中央综治办调研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３月１８日，中央综治办综治三室处长张
恒斌、首都综治办处长陈冲等一行到顾

村镇调研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市综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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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谷继明，区委常委、区政法委书记

杜松全陪同调研。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
洪浩到顾村镇总工会调研　４月１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洪

浩一行，到顾村镇总工会开展调研，听取

顾村镇总工会贯彻落实群团改革工作情

况，并与４名非公企业工会主席进行座
谈。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延风参加

调研。

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大场镇市民修身大讲堂开讲仪式举行 大场镇／提供

■国家卫计委专家组开展专项评估　１０
月１４日，由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带队的
“新家庭计划”项目中期评估小组到顾

村镇开展专项评估。市卫计委家庭发展

处处长樊华等人员陪同视察顾村镇“新

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

试点村谭杨村。专家组听取项目中期自

我评估报告，召开宝山区卫计委项目管

理者、顾村镇村项目管理者座谈会。

■举办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全民健身节　３月
至６月，顾村镇全民健身节开幕。共设
１９项赛事，顾村镇所属机关、事业单位、
学校、村居委团队及市民代表等千余人

参与活动。１０月１６日，由中共宝山区顾
村镇委员会、顾村镇人民政府主办、顾村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承办，上海中琥体

育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上海市第二届市

民运动会顾村镇全民健身节总结表彰会

暨２０１６“千人健步走”活动在顾村公园
举行。活动同时开设嘉年华游戏，有高

尔夫推杆练习、冲击火线游戏、趣味投

篮、飞镖、电动马达、陆上赛艇、三人四

足、不倒森林、毛毛虫比赛９个活动和体
质监测项目等。

■全国总工会调研非公企业工会建会情
况　１１月２９日、３０日，由全国总工会基
层工作部副部长王英率领调研组一行在

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何惠娟等陪同下，

到顾村镇调研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建会

情况。区委副书记周志军，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王丽燕等领导

及工会会员代表参加调研。

■举办“党的话儿记心上”纪念建党９５
周年文艺演出　７月 １日，顾村镇在宝
山电视台举行“党的话儿记心上”纪念

建党９５周年表彰大会暨文艺演出。区
委组织部、区文广局、区监察局、区委宣

传部、顾村镇区域化党建共建单位、相关

基层党组织书记、镇党代表、镇人大代

表、退休老干部代表等 ４００余人出席。
先后表演舞蹈《红旗颂》，配乐诗朗诵

《以信仰导航的追梦者》，大合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智慧湾科创园改造升级　（参见“科
技信息 科技活动”）

■大华集团参与顾村老镇改造　５月２７
日，顾村镇镇政府与大华集团举行顾村

老集镇“城中村”改造签约仪式。此次

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顾村老集镇“城中

村”改造正式启动，整体改造方案共涉及

土地约９５５３公顷（１４３３亩），分为３个
重点区块。

■市领导调研市委“１＋６”文件推进落
实情况　１２月１４日，上海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尹弘一行到顾村镇调研市委

“１＋６”文件推进落实情况。尹弘一行
首先实地走访菊泉基本管理单元，详细

了解菊泉基本管理单元的建设推进情

况，随即参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

社区居民文化活动中心，并召开座谈会。

（姜迪霞）

大场镇
■概况　大场镇位于宝山区西南部，东
与静安区彭浦镇和大场机场为邻，南与

普陀区甘泉街道、万里街道、桃浦镇交

界，西与普陀区桃浦镇及宝山城市工业

园区接壤，北以?藻浜为界，总面积

２７２２平方公里，辖１０个行政村、７７个

居委会（包括 ８个筹建居委会）。至年
末，有户籍５９２８１户、人口１５８８７８人，分
别比上年增加２６３９户、５９５２人；列入管
理的外来流动人口１５５８７３人，减少７４０１
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４５％，人口
出 生 率 ９３６‰，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２８２‰。辖区内学校５０所，其中镇管学
校２５所。镇党委下辖２个二级党委，１
个三级党委，１０个党总支，１８２个党支
部，登记党员１２９３２人。年内，大场镇被
评为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全民健身

先进社区、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乡镇。

镇政府地址：大华路１４６９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９８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２％；完成增加
值１１４７５亿元，增长２４５％；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 １２８４９亿元，增长 ８％。
完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８亿元，扎实
推进“去低效产能”任务，淘汰关停粗放

型工业企业，全年调整出土地１４２亩；推
动真大路沿线部分市属企业的转型升

级，开工建设中邮普泰物联网基地，建成

华生创谷产业园区。推进载体建设，建

成大华虎城商业商务大楼 Ｃ１地块（高
层）、绿地华释创客中心等项目，发挥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平台效应，推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进注册资金

５０００万以上企业５家，实现７家企业在
新三板和股交中心挂牌，成功申请市级

文创、科创资金２０家，高新技术企业１２
家。年初，葑村被上海市农业委员会评

为“上海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

改革示范村”。　

９１３

大场镇



■重点转型区域整治和重大板块开发　
推进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作，南大一、

二、三期集体企业 ８０４家签约，签约率
９６４％，腾地２６７５７５亩；南大一期居农
民动迁签约５９４户，签约率８８９％。加
快南大村、联西村安置房、道路等重点地

块责令交地工作，在全区率先启动集体

土地司法强迁工作。７月，大场镇
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５１—０７地块动迁安置房
项目（６号、９号楼）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
建设工程白玉兰奖”。１１月，南大地区
首个动拆迁小区南秀雅苑入户，锦秋钢

管厂安置房地块（丰宝苑）建设完工并

启动入户。推进“城中村”改造项目，联

东村居农民动迁签约 １９８户，签约率
９５％，３４家集体企业动迁评估工作完
成，动迁签约２３户，沪太石材市场和宏
磊石材厂房全部拆除。场中村完成原海

神建筑市场２８万平方米（约４２亩）和
沪太支路１０４０号（沪太粮油食品公司）４
千平方米房腾地工作。大场老镇改造完

成核心区域 ９９５％的动迁量。北弄地
块签约１３３户，签约率９８％，尚有３户居
民未签约，进入相关司法和行政程序。

经适房祁连基地规划建筑面积４３６万
平方米，完成居农民动迁９８户，剩余 １
户，实现责令交地全覆盖。基地配套塘

祁路、祁华路、祁真路、丰宝路、瑞丰路

完工。

表１８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大场镇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１ ３１００８ １６２１２ １４７９６ ２１．１２ １０６７ １．０４

２０１２ ３３４５８ １７９８５ １５４７３ ２２．０９ ２４５０ １．０８

２０１３ ３４９９８ １８１１９ １６８７９ ２２．４７ １５４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４ ３８４２６ １９５７２ １８８５４ ２４．０８ ３４２８ １．０９

２０１５ ４０１０７ １９８１１ ２０５９６ ２５．８８ １９８１ １．０５

２０１６ ５０５４７ ３０．８３

表１９ ２０１６年大场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电话

大华中学 １６ ４５６ ５１ 华灵路１３９１号 ６６３４０７０７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３５ １５５７ １０８ 丰宝路１３５号 ５６１３３３６０

大华新城学校 １５ ４７１ ４５ 环镇南路３２６号 ６６０５９８２７

行知小学 ２４ ９４６ ７７ 行知路３８９弄１号 ６６３９８９９５

大华小学 ２２ ８９０ ６１ 华灵路６２３号 ６６３７４４２７

大华二小 ２０ ６７７ ５７ 大华路８６３号 ６６３５３３００

大场中心小学 ２１ ７２４ ６５ 南大路１６弄６号 ５６５０４３２６

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２２ ９７９ ６５ 上大路１２６５号 ６６７４００２４

祁连中心校 ２１ ８５６ ６４ 祁连二村１１８号 ５６１３２２１６

嘉华小学 １４ ４３２ ３３ 大华一路１５１号 ５６３５４６９６

中环实验小学 １９ ５３９ ４８ 华和路２５５弄１２号 ３６５２０１０３

行知实验幼儿园 １８ ６２２ ３７ 真金路１０３９弄４１号 ６６３７７１０２

真华幼儿园 １０ ３５０ ２３ 真华路１３９８号 ６６４０７１７８

山海幼儿园 １２ ４０９ ２９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４６号 ６６３５７６４１

大华一幼 ９ ２８５ ２６ 华灵路５３９号 ５６３５８４５１

乾溪二幼 ９ ３０４ ２１ 环镇北路４００弄１９号 ５６６８１５６９

联建幼儿园 ８ ２３９ １７ 南大路１３８弄５号 ６６５０７４５４

祁连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４９３ ２９ 锦秋路１２８２号 ６６１６１３３９

经纬幼儿园 １１ ３９４ １９ 纬地路８８弄１０５号 ６１０７３０１８

小精灵幼儿园 １１ ３９１ ２０ 瑞丰路８８号 ６６１２１０７０

青苹果幼儿园 ２３ ７５３ ４４ 真大路３３３弄３６号 ６５３６４０１９

慧华幼儿园 １０ ３２５ ２２ 南陈路２８０号 ６６６８０２８８

学府涵青幼儿园 １２ ４４８ ２６ 涵青路３９８弄８０号 ６１４８９３９１

锦秋幼儿园 １０ ３２５ ２１ 锦秋路６９９弄１１２号 ５６６９８１９６

创娃幼儿园 ７ ２１９ １３ 祁华路３００号 ５６１６２６００

表２０ ２０１６年大场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场南村 ６０５ ２９９６ 汶水路１５８８弄２００号 ５６６８０６２３

东方红村 １００７ ３２８３ 华灵路１９１８号 ６６３６４１６９

场中村 ６１９ ２０５０ 沪太支路１０９０弄１２５号 ５６６８１６９４

联东村 ３８８ １５８８ 上大路６３号 ６６５５１０８５

联西村 ６１０ １９００ 南陈路１２８号 ５６１３０３３４

南大村 １２８４ ４４３４ 南大路３９５号 ６２５０１８３３

红光村 １７０ ２４０９ 沪太路３６５１弄１８８号 ５６５１７７６４

丰明村 ３０１ ９５９ 上大路１５８８号 ６６７４００３３

丰收村 ４０７ １２４２ 祁连山路２３９６号 ６６１６００２１

■城镇建设与管理　启动镇区内２大市
级重大工程项目。轨道交通 １５号线 ３
个站点，锦秋路站开工建设，丰翔路站部

分交地，南大路站启动富杨浴室和新大

化工厂腾地，乾溪新村排水系统泵站完

成腾地。镇重点基建工程中，启动上大

社区 服 务 中 心 项 目，总 建 筑 面 积

１８４１７６７平方米。走马塘桥完成验收交
付，建设微循环道路，环镇南路连通沪太

路的非机动车道路于１２月１６日开通。
市政建设，配合区建交委，于７月完成市
政府实事项目区区对接道路怡华苑路—

平利路沟通工程。配合祁华路公交枢纽

建设，完成腾地工作，交付市交投公司实

施。配合完成环镇北路、锦秋路大修工

程。区政府实事项目公共自行车服务系

统建设，建成 １３８个网点，共投放 ４４３０
辆公共自行车，形成区域公共交通“微循

环”。开展“五违”（指违法用地、违法建

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法居住）整

治，全年拆除违法建筑 ２６２万平方米。
新建各类绿地４８７亩，其中公共绿地１６５
亩，居住区绿化 １０１亩，防护绿地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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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完成走马塘 Ａ、Ｃ块（７公顷）公共
绿地腾地开工建设、走马塘 Ｂ块（４公
顷）公共绿地施工招投标。配合完成大

华行知公园改造工程，推进祁连公园一

期建设。开挖葑村第一生产河，沟通葑

润华庭、保利叶之林与祁连公园水系，完

成现场勘查和可行性报告，报区发改委

立项。疏浚葑村中心河，进入施工阶段。

启动红光河、夏长浦沿线截污纳管工程，

完成１００家企业点污染源纳管，整治违
法排污企业３５家。完成市政府下达的
重点整治黑臭河道走马塘、桃浦河等涉

河排放口摸底调查。开展小茶炉、小炉

灶整治，取缔１３台。完成７家工业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整治，开展干流行业专项

整治，完成１３台。完成４家低效工业企
业淘汰调整任务，完成改造５６家大中型
餐饮服务场所高效油烟净化设备。实施

扬尘污染控制长效管理，镇域降尘均值

为每月每平方公里 ４５吨，比上年下
降４２６％。

（续表）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葑村村 ６４４ １９９８ 丰宝路３８８号 ６６１２９５６７

大华一村一居 １３４６ ２５２６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２８号甲 ６６３４００５３

大华一村二居 ８２６ １２２６ 华灵路５９１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９３１３

大华一村三居 １９７０ ３０８７ 华灵路５１０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７６６５

大华一村四居 １４８８ ２１３６ 华灵路８６０号 ６６３４７７４７

大华一村五居 １２０７ ３６４５ 华灵路８２弄６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４８７３

大华一村六居 １４５３ １１４９ 新沪路１９８弄１２号２楼 ６６４０２００２

大华一村七居 １１５７ １２４８ 华灵路１３５１弄５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７９９３

新华居委 １１５１ ３３１４ 华灵路１２２５弄４１８号 ６６４０８８３２

大华二村一居 ２１１８ ３３６０ 大华路４５５弄３８号旁 ６６３４３４６８

大华二村二居 １２０２ １６７８ 新沪路５５５号 ６６３４０５２４

大华二村四居 １７６２ ３１２０ 大华路７８１弄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２０７５

大华二村五居 １７７４ ２１７４ 新沪路１０６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４９５０４

大华二村六居 ９９５ １１７０ 新沪路１０５９弄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９７８６０

大华二村七居 １８６４ ２２４６ 华灵路１１８０弄４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１９０７

大华二村八居 １７１０ ２１４０ 新沪路１０９９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５５２５

嘉华苑 １２７８ １２７１ 新村路７８９弄４６号２０２室 ５６３５２３７１

滨江雅苑 １５７０ １５５９ 大华路９８８弄１２１号２０１室 ６６３４２５８３

铂金华府 １５９８ １１２９ 真华路１０３０弄４６号１楼 ６６３４５５１２

大华三村一居 ８１６ ８５９ 沪太路１７７１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５０５７

大华三村二居 １０５１ ２３７９ 大华路１３７２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５２

大华三村三居 １０２６ １５６８ 大华路１１９５号２楼 ６６３４２９５０

大华三村四居 １０５０ ２７５６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３３号 ６６３５３２３７

大华三村五居 １５７９ ２００１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６２

大华三村六居 １１２８ １３２９ 行知路５７２弄８２号 ６６３４２２３２

大华三村七居 ６４０ ９０５ 行知路６３５弄１号 ６６３４９１３３

大华四村一居 １３９１ ３１３０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４９７１

大华四村二居 １９７３ ２８７０ 华灵路１８９５弄４２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９１３４３

大华四村三居 １１７０ １５２３ 真金路１２５０弄３１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６８５９３

大华四村四居 １５１９ ２１２６ 行知路６３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６０８７０

大华四村五居 ２５０３ ３７６０ 华灵路１７８１弄７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９５６７

大华四村六居 １２６７ １３５０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３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４０８１２２

大华四村七居 １８７５ １５５８ 真华路９９９弄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５９８０８

大华五村一居 １４３４ １０３７ 真华路１９５８弄２号２楼 ５６５０２８２３

大华五村二居 １７９８ １０４６ 真华路１８０１弄５４号１０２室 ６６５０９５５６

大华五村三居 ２９６９ １４６９ 真北路４３３３弄５６号２楼 ３６３２４１０６

大华五村四居 ２００８ ５１４ 真大路３３３弄２７号３楼 ６６５１９８３３

大华五村五居 ２０９７ ８５６ 真大路４０６号２楼 ５６０５６８１０

乾溪一居 １９２２ ３０５７ 乾溪路１５０弄１３号 ５６６８９９４０

乾溪二居 １５９６ ２８２７ 乾溪路２５０弄２６号 ５６６８８９６２

乾溪四居 ２２２３ ５２６１ 环镇北路５００弄３８号 ５６５０４２８５

乾溪五居 １５６４ ２０２４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６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５５

乾溪六居 １６４５ ２３２１ 环镇北路４１７弄３４号 ５６５０１８５６

乾溪七居 １７３８ １３２０ 环镇北路６９９弄１１７号 ５６５１４８２５

乾溪八居 １３３６ １５０６ 上大路１２８弄１２号２楼 ５６５１０６５４

乾宁苑 ９７２ ８０１ 上大路１７８弄３２号２楼 ５６６８４５１３

慧华苑 ２１５３ ７０３ 南陈路２７８弄９２号２楼 ３６３８２４７０

东街居委 ９４４ ２０７４ 场中路３６５８弄２８号２楼 ５６５０００２４

西街居委 １６９２ ３３８０ 南大路１８弄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０８０４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推荐成功就业
２２１１人，扶持创业成功７２家，失业登记
人数３６８１人，在控制数３６８５人以内，就
业困难人员安置率为１００％。发放各类
助困扶持资金３６８０３９万元，惠及６３８
万人（次）。完成 ７１５名残疾人健康体
检，为７８名重残无业对象提供居家养
护。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为祁连敬老院

安装自动化喷水灭火系统，并增配室内

消火栓。建设农村新型养老服务平台葑

村村睦邻点，启动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

划，受理高龄老人医疗护理申请。实施

十万老人居家养老一线通银铃居家宝项

目，首批有３７０余名老人享受服务。与
知名小吃连锁企业老盛兴汤包馆合作，

年底建成大华助餐点，每日助餐人数可

达３００人。

■社会事业　完成２０１６年小学、幼儿园
新生招录，共招收符合条件的一年级新

生２４７６名（其中外来务工随迁子女１０１４
名）、公办幼儿园新生２３７９名。新开办
上海市行知外国语学校、宝山区创娃幼

儿园２所学校，取缔 ５处非法教学点。
完成总投资７２６１万元的小精灵幼儿园、
中环实验小学等 ２２个暑期修缮项目。
位于尊木汇的上海木文化博物馆被上海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列入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
年度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名单，成为全

国首家以木文化为主题的科普场馆。上

海木文化博物馆凭借申报的“五彩木艺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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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魅力科普行”科普日活动获由中国科

协办公厅授予的“２０１６年全国科普日特
色活动单位”称号。大场镇图书馆年内

新增馆藏２万册，藏书量达８５万余册，
报刊９０２种，开架率１００％，有效读者证
５４３８张，全年读者满意度 ９８３％，获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先进工作
集体（基层服务点）”称号。举办第二届

大场“潜溪风情”文化节系列活动，举行

“崇德向善修身十要———宝山区大场镇

市民修身大讲堂开讲仪式”，启动大场镇

“市民修身行动”。举办首届大场杯“指

尖上的绝活”创意大赛，参展、观展人数

超过２０００人。以“文化、创意、科技和旅
游”为主题，启动建设宝山“七号创意

带”。计划生育工作以落实全面两孩政

策为基本点，以妇幼健康管理为切入点，

以计生特殊家庭亲情服务为着重点，全

年落实计生特别扶助金、农村奖扶金等

７项计生奖励扶助制度初审发放３８８７人
次，近９３０万元。蒲公英青春俱乐部被
市计生协指定为参观点，全年接待５批
次兄弟省市同行近３００人次参观交流。
完成年度无偿献血总量１２３０人份（每人
份２００毫升）。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血
样登记入库２９４例，镇红十字会获中国
干细胞捐献库上海市分库颁发的“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征募”先进集体称号。

全镇首批４９家红十字服务站获“博爱家
园”区级命名。大场镇年底获“上海市

建设健康城市２０１６年度健康社区”先进
称号。全面落实妇联组织改革目标任

务，全镇７７家村居“妇代会”统一更名为
村居“妇联”，统一挂牌，同时增补村居

妇联执委８９０名、镇妇联执委２０名。年
内新筹建宝祁雅苑第二居委会、汇枫景

苑居委会、保利叶之林居委会、丰宝苑居

委会、南秀雅苑居委会。

（续表）

村（居）委会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联建居委 １７００ ３６５７ 南大路１２６弄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１０７１

联合居委 １５３０ ２０２７ 南大路１５８弄２９号 ５６６８１０３７

联乾居委 １２６９ １４７８ 南大路１９０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０７２３８

＊南秀雅苑 ２８７ ０ 鄂尔多斯路９８弄３０号５楼

祁连一村一居 １２２４ ２３０１ 祁连山路２５００弄５号 ５６１３２３３５

祁连一村二居 １４３９ ２０８８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３１４７７

祁连一村三居 １０８８ ２４７３ 聚丰园路５００弄６３号２楼 ６６１６５１２２

祁连二村一居 １３３６ １９０７ 祁连山路２８２８弄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２５３

祁连二村二居 １６５８ １９７６ 锦秋路１４５６弄３３号２楼 ５６１３２６３４

祁连二村三居 ６７７ ２１５８ 聚丰园路６６９弄６３号 ６６１２７０２２

聚丰景都 ２７４４ ９４１ 聚丰园路６２８弄１６５号２楼 ６６１６７４６６

祁连三村一居 １５０６ １９７３ 上大路１３２９号１７０号 ５６１３３７３４

祁连三村二居 １１２８ １２３５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４９号２０３室 ６６１２２７７２

祁连三村三居 １５３３ １６５３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 ６６１２２２１２

聚丰福邸 １６４９ ４６８ 环镇北路１３６６弄３４号１楼 ５６１４３２０５

丰宝苑 ２０００ ０ 锦秋路１５８８弄４８－２ ５６８７８９１８

祁连四村 １１２２ １９２７ 祁连山路２７７７弄２０号１０１室 ６６１２２５９８

当代高邸 １５１２ １５６０ 聚丰园路１０５弄１５号２楼 ５６１３８５４６

锦秋一居 １９１０ １７１２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８２７８

锦秋二居 ３１１３ ２２２８ 锦秋路６９９弄八区２２６号 ６６１２８８５０

城市绿洲一居 １８８７ １７２０ 纬地路８８弄７１号２０１室 ６１０７３３１０

城市绿洲二居 ２３６８ ３８５０ 涵青路３９８弄３６２号２楼 ６１０７７７９８

城市绿洲三居 ２１７０ ２９６４ 纬地路３５８弄２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３９３２１３

和泰苑 １８９３ ２７５１ 沪太路４０９９弄３１号２楼 ６１４７２９６６

葑润华庭 １５５２ ７４９ 华秋路１８６号 ６６１２３０９８

宝祁雅苑一居 １１６９ ３５６ 锦秋路１６０１弄１６号 ３６３８３０５７

宝祁雅苑二居 １５１２ ０ 祁华路６５５弄２５号２楼 ３６５０８７３５

汇枫景苑 １２００ ４７６ 祁华路３００弄４号 ５６１２７９３９

保利叶之林 １２０ ５２０ 华秋路３４９弄１４号２楼 ５６８７８０３３

（许华明）

■市委书记韩正调研南大地区　２月１８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

到宝山开展调研，到南大地区的上海申

新集团地块和红光制革厂地块，详细了

解“五违”综合整治最新进展情况。

■中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５月 ２３日
零时１２分许，上海建景物流有限公司驾
驶员李某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违规行

驶至中环高架内圈沪太路路口时，车辆

发生横向倾斜并侧翻，所装载的预制水

泥管桩散落后撞击高架防冲墙，部分翻

落至地面，造成单车事故，致使中环高架

主线桥体内侧翘起移位，导致高架及地

面交通无法通行。事故造成途经该路段

的４辆小型汽车不同程度受损，无人员
受伤。事故发生后，给申城早高峰交通

带来严重拥堵，除相连的高架道路受到

影响外，周边地面道路几乎瘫痪，同时拥

堵呈连锁反应向周边长时间扩散。该事

故发生后，上海路政部门共计协调 １５０
名专业抢险员，调集登高车、吊车等特种

车辆和应急处置车辆３３辆赶赴现场开
展抢险作业。至２４日凌晨１点，中环高
架事故处置现场的高架桥面和地面道路

基本清理完毕，桥体安全隐患基本排除。

２４日下午５时许，事故区域部分道路恢
复畅通。６月５日晚１０时，受事故影响
封闭的中环内圈真华路至共和立交桥段

全线开通。

■举办首届大场杯“指尖上的绝活”创意
大赛　１１月２４日，以“乐学宝山，悦享生

活”为主题的区第十二届全民终身学习

活动周闭幕式暨２０１６首届大场杯“指尖
上的绝活”创意大赛成果展在大场文化

中心举行。上海市终身教育处副处长夏

瑛、区教育局副局长刘政、大场镇党委委

员曹维渊、大场镇副镇长李才生等莅临活

动现场，还有社区学校、社区居民代表近

４００人参加。活动分手工艺作品展览、非
遗艺术体验和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闭幕

式三部分。以“指尖上的绝活”为主题的

大场杯手工艺创意作品展，展出广大宝山

手工艺达人和手工艺爱好者的１５６件手
工艺创意作品，四楼非遗传习所与非遗大

师手工艺互动体验活动，参观者可以亲自

动手学习、体验手工艺制作，并把自制的

作品带回家，其乐无穷。

■倪军家庭获首届“全国幸福家庭”称
号　居住于大场镇上大路１２８８弄的倪

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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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一家，父母妻子幼儿五口人，原本幸福

而平静地生活着，然而一起突如其来的

车祸，改变了一切。２０００年５月３０日，
倪军的妻子冯黎薇在下班途中横遭车

祸，经抢救成为植物人，之后恢复意识然

而智力却永远停留在二三岁孩童的水

平，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此时他们的幼儿

才２０个月。自此之后的１６年，倪军不
离不弃，除了工作，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到家庭中，在父母的帮助下，维持

着脆弱的家庭。而身为警察的他，由此

投身到社会安全防范教育事业中去，在

上海公安警校开设“倪军教官工作室”，

成为到地方大学开设固定学分制教程的

首个现役警察。如今，孩子也长大成人，

加入到照顾母亲的行列中。１６年来，面
对困苦，倪军一家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收获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幸福。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倪军家庭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举办
的首届幸福家庭推选中，被推选为“全国

幸福家庭”。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大场镇第二届“潜溪风情”文化节举行 大场镇／提供

■赵琴家庭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居住于大场镇大华二居六居委的赵琴、

蒋孔悌夫妇，相濡以沫５０年，都拥有５０
余年党龄，他们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身，到了耄耋之年依然活跃

在社区。２０１０年他们在《解放日报》上
看到“手拉手慈善助学”的活动，深受感

动。老俩口商量后，一起走到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首次捐款 ２５万元，资助 １０
名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困难学生和孤儿

上大学。自此以后，他俩每年捐款１０万
元，又资助４０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在本地
高校的学业。自此累计捐助资金超过

５０万元，而且每次捐款不留真名，只留
下“蒋赵”两字。他俩的善举也得到子

女们的理解和帮助。另外逢年过节，他

们还邀请受资助的学生到家里吃饭聊家

常，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们为“蒋爷爷和

赵奶奶”。２０１６年 ５月，赵琴家庭被全
国妇联授予当年度“全国最美家庭”

称号。

■开展“非遗”传承　１２月，上海市江南
丝竹传承基地接受命名验收考核，陆德

华成功申报为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江南丝竹）代表性传承人；

“大场微雕微刻”袁耀、“大场易拉罐画”

李雄刚、“大场棕编”马群、“大场花格榫

卯”陈标成功申报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传承人。开展“非遗进校园”“非

遗进社区”“非遗进企业”等非遗“三进”

活动。 （许华明）

庙行镇
■概况　庙行镇位于宝山区南部，东以
共和新路为界，与张庙街道和高境镇毗

邻；南以共康路高压线走廊为界，与静安

区彭浦新村街道接壤；西以西弥浦河为

界，与大场镇相邻；北隔?藻浜，与顾村

镇、杨行镇相望，镇域面积５８９平方公
里。辖有康家、场北、野桥３个行政村，
共康经济发展区等 ４个镇级公司、２个
村级公司、１８个居委会、２个筹建居委
会。至年末，共有户籍 １５７４８户、３９８１０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８１３户、１７９７人；列
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４０１２２人，减少１２８１
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３１％，常住
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５１％，人口出生率
７５７‰，人口自然增长率３６１‰。辖区
内有法人单位１４５１个，园校１０所，学校
１３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３个，居民健
身点２９个。镇党委下辖２个分党委，５
个直属党总支，２０个直属党支部，党员
人数３５４６人。年内，庙行镇通过国家卫
生镇第三轮复审，获上海市平安示范社

区、第五轮上海市社区教育示范街道（乡

镇）、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第

三届上海市“１１９”消防先进集体、２０１６
年度上海市“先进基层武装部”等称号。

庙行镇综治办获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度上
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

庙行镇“心系民”助工服务评为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庙行镇图书馆成功创建“上海市第六轮

街道（乡镇）十大最具影响力图书馆”。

庙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创建“上

海市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政府

地址：长江西路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完成增加值５２９亿，
比上年增长 ７５％；完成区级地方财政
收入２９８亿元，下降１２４６％；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８４亿元，增长１０％；
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５２亿元。农村户
籍人均收入 ２９６９７元，劳均收入 ４３９１０
元。按照“一带两核三轴”（“一带”即轨

道交通１号线宝山段，“两核”即上海智
力产业园和智慧湾科创园，“三轴”即呼

兰路、外环高速路公路、友谊路三条东西

走向发展轴）产业发展布局，上海智力产

业园主动融入宝山“一号创新带”建设，

引入区块链核心技术团队与服务企业落

地发展。“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上海

协同创新中心”“上海智力产业园天空

区块链孵化基地”“上海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上海智力产业园孵化基地”相继落

成。纺发二期项目竣工，果品和东源项

目入住率达 ９９％。６个“特色园中园”
（新兴金融产业园、电子商务产业园、信

息技术产业园、节能环保产业园、文创旅

游产业园、科技创新产业园）雏形基本形

成。产业转型取得突破，骏利财智园建

成使用，好美家地块完成改造升级，宝业

工业园区调整转型方案基本确定。加强

招商引资，全年新增企业７１３户，注册资
金４９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５％，其中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２３户。引
进上蔬永辉总部和全区最大的城市发展

双创母基金———“中保双创城市发展基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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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成立“上海庙行—荣启投资挂牌上

市企业服务中心”，推动企业上市，有２
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有３家企业在上
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场外市场挂牌上

市。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场北

村、野桥村村级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上海协同创新中心落成典礼举行 庙行镇／提供

表２１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庙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２ ７８４４ ３８２４ ４０２０ ２４．３２ ２３６ ３．１

２０１３ ８６７７ ４２２３ ４４５４ ２５．３０ ８３３ ９．６

２０１４ ９８８２ ４８３４ ５０４８ ２７．３３ １２０５ １３．９

２０１５ １１０７５ ５３９５ ５６８０ ２８．５１ １１９３ １２．１

２０１６ １２０４３ ５９０９ ６１３４ ３０．２６ ９６８ ８．７

表２２ ２０１６年庙行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泗塘二中 ２４ ７３７ ８２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５６７４５９６９

庙行实验学校 ７ １９１ ２７ 场北路８０３号 ５６７７０８６６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南校区 １７ ６６２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北校区 ２２ ８８７
１２３

长临路１０００号 ５６４０４４５２

南?藻路２５８号 ５６５３１５５２

虎林路第三小学 １５ ５６４ ４７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通河新村第四小学 １５ ５２１ ５０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６６２２３８６８

小鸽子幼稚园（南园） ９ ３０３ ３９ 共康五村９６号 ５６４１５９１１

小鸽子幼稚园（北园） １０ ３２６ ４７ 大康路８３１号 ５６８８５１２６

陈伯吹幼儿园（南园） １５ ４９１ ６４ 长临路１２３６号 ３３８７４７３７

陈伯吹幼儿园（北园） １５ ４８１ ６０ 长临路１４６５号 ３６３６０７６９

康苑幼儿园 １０ ３１２ ４６ 共康公寓８１号 ５６４０９８８８

泗塘五村幼儿园 ７ ２１９ ３３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庙行实验幼儿园 ５ １４５ ２５ 场北路７２７号 ６６２８１６０８

■城乡建设和管理　聚焦“三治两去”
（治违、治堵、治污、去火灾隐患、去低效

产能），打响“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

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整治

攻坚战。制定出台《庙行镇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暨“五违”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年庙行镇“三治两去”及历史遗留
用地处置工作任务清单》，以“五违”整

治带动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转型。至年末，共拆除违

法建筑１０６５７１平方米，超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４６％；整治违法用地约７７６公
顷（１１６４１亩），超额完成全年任务的
１１０％；取缔违法经营 １３５户，超额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 ５１３％；整治违法排污
７９户，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５５８％；
清退违法居住１９０６人，超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 １０２％；消除安全隐患 ９４处。
开展河道生态治理，以机场围场河为重

点，加大沿线违法建筑、违法排污整治，

关停和拆除大场机场围场河周边地块

２３家涉及“五违”企业。完成共计 １５０
个点污染源纳管，全面提升镇域内水环

境质量。完成呼兰西路大修，区区对接

道路康宁路实现贯通。完成２１家大中
型餐饮服务场所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装

置。落实扬尘控制长效管理措施，完成

场北５家砂石料码头关停。加大市容管
控力度，针对市民反映较多的乱设摊、夜

排档、跨门经营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２５次，取缔乱设摊２１０７起，纠正
跨门经营 １８５０起。镇城管中队全年办
理一般程序案件 ４８４件，比上年增加

８６９％，处罚金额 １３８３万元，增加
２０５６％。完成场北商品房基地，市级重
大工程康宁路、庙彭排水系统的动迁任

务。推进康家村“城中村”改造，完成一

期２７７户农户动迁，启动剩余农户动迁。
通过国家卫生镇第三轮复审。

■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　贯彻落实镇
“１＋５”文件（《庙行镇关于进一步创新
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完善庙行镇居民区治理体系加强

基层建设的实施方案》《关于完善庙行

镇村级治理体系加强基层建设的实施方

案》《庙行镇关于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社区治理的实施方案》《庙行镇关于

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

效能的实施方案》《庙行镇探索完善“镇

管社区”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工作举

措，推进“６＋１”（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城市网格化管理

中心、社区综治中心和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中心建设。完善“镇管社区”模式，

召开社区代表大会，做实社区委员会，推

动社区自治共治，馨康苑“心系民工程

４２３

镇·街道



队”被评为市级居委会自治家园建设案

例，场北居民区“自管家”小区巡查队被

评为市“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优秀

案例。成立场北居委会。实行“社区干

部首问责任制”，细化“民生三本账”（即

走访居民记录本、居民来访接待处理记

录本、各职能部门派单处置记录本），全

年共走访居民１２０００余户，记录民生诉
求近８０００余条，及时反馈处理 ７６００余
条。试点“潮汐工作法”，拓宽居群交流

覆盖面。开展“网格达标”创建，提升网

格管理水平，共和片区“网格达标”创建

成功。桓泰家园社区成功创建全国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镇网格中心全年共发

现、受理各类部（事）件２０５３７起，结案率
１００％，处置及时率９９％。承办“１２３４５”
热线工单 １７９４起，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
注重社会面防控，完成共康五村等７个
住宅小区社区综合管理项目建设，在老

旧小区安装门窗简易防盗装置６０００个、
维修楼道防盗门５６７扇。加快综治信息
化联网建设，完成１个镇级和２３个村居
级综治信息化平台建设，并率先完成与

区综治信息平台联网对接。开展防范和

打击利用游戏机赌博犯罪专项行动，完

成４３处点位的专项治理，共销毁赌博机
１３７台，行政、刑事处罚２６人。全镇报警
类、盗窃类、诈骗类、赌博类案件“１１０”
万人接报数比上年分别下降 ４２０％、
４５８％、６１７％、９５０％。开展信访矛盾
排摸化解和维稳工作，全年接待个访６４
批／１１２人 次，分 别 下 降 ２８１％ 和
２２８％。强化安全监管，完成１０家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和市级区域性重点

火灾隐患单位上海大康综合厂整改。全

年出动１４３６人次，排查各类生产经营单
位２３１７家次，发现各类隐患 ７６６项，整
改６９０项，整改率９０％。开展食品药品
专项整治，出动监督员９８７０人次，监督
检查９５８余户次，立案处罚５２户次，取
缔活禽交易１３起，整治关闭８家无证冷
库、２０家无证餐饮店、６家无证杂货店。

表２３ ２０１６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话

康家村 ６２９ ２１２６ 共康路６０１号 ５６４１０９５７

野桥村 ３１８ ８５９ 长临路９１３号 ５６４０３６８９

场北村 ６６７ ２３２６ 场北路５５８号 ５６４０３１６７

共康二村 ３９７ ９４５ 共康路４００弄２３号乙 ５６４１２０６９

共康五村 ２３３０ ５４７７ 共康五村２３５号 ５６４２０５２４

共康六村一居 ７０２ １７０１ 三泉路１６００号共康六村１０号－１ ５６４１６２８８

共康六村二居 １２００ ２３９７ 三泉路１３３８号共康六村１１０号旁 ５６４１８１００

共康七村 １０８７ ２７９６ 长江西路２３２２号 共康七村１６３号旁 ５６４２８９３６

共康八村 １５１７ ３４８２ 长临路８８０弄５３号 ５６４１３１３２

共康公寓 ５８８ １７７６ 三泉路１４９５弄 共康公寓１９号 ５６４０９３１１

屹立家园 ５８１ １４７８ 长临路１１１８弄 屹立家园５０号 ５６４０７７２７

馨康苑 ３９３ ８８０ 共康路１６９弄２５号－２ ５６４７１５３８

共和家园 ８２１ １９２４ 三泉路１８５８弄 共和家园２号 ３３８７３０１２

九英里 ６８３ １６４９ 长临路１３１８弄３０号１０１－１０２ ３３８７３０２８

和欣国际 ９３６ ２１１５ 场北路３９弄３号 ３３８７３００６

新梅绿岛苑 ５１２ １１５７ 场北路３９９弄２号 ３３８７３４５４

怡景园 １０６４ ２３１８ 三泉路１８５９弄３１号 ３６３５３００５

共康雅苑一居 ４１３ １７４４ 花园宅路５２弄２４号 ３６０６０５４４

中环国际 ２４５ ５５６ 场北路５４７号 ３６３３７６８１

共康雅苑二居 ６６５ １６２１ 大康路８９１弄１０２号 ６５８７５６６９

场北居委 — — 场北路５５０弄６号 ５６４７３３６２

中环三期（筹建） — — 大康路１０７９弄１号～３号 ６６６１００１８

丽都雅苑（筹建） — — 长江西路２２３０弄１０号 ５６４１５２２０

（徐丽娟）

■就业和社会保障　实施就业优先战
略，开展第二轮“上海市创业型城区”创

建，建立“庙行就业通”服务平台，发布

就业岗位２１１２个，意向录用１４０１人，完
成年度指标２７０９８％。帮扶引领创业人
数７０人，完成年度任务１２７２７％。推进
“启航计划”，帮助２９名长期失业青年实
现就业创业，完成全年目标 １１６％。登
记失业人员 ８７８人，控制在指标数 ８７８
人以内。深化救助帮扶举措，全年共帮

扶、救助各类困难对象２３万余人次，发
放救助资金１０５２万余元。残疾人“两项
补贴”受理４９４６人，发放资金约１２０万
元。推进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体系建

设和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建立

老年综合津贴制度，推行“养老服务包”

工作。开展基层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

建设示范工作，共为劳动者追讨欠薪及

各类经济补偿金 １１１万余元，涉及 １３０
人。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１３０件，调解成
功８８件。庙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钱凌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社会事业　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提出
“一体两翼三名四品”（一体两翼：即以

各园校自主培养、能动发展为主体，以镇

名师和镇骨干教师团队为两翼的庙行镇

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三名：即名师、名基

地与名优学校项目建设。四品：即建设

“有品格的管理文化，有品位的环境文

化，有品质的师资文化，有品牌的育人文

化”工程）发展路径，加强教育文化建设

“顶层设计”。通过“十二五”教育督导

验收，被评为第五轮上海市社区教育示

范街道（乡镇）。加大文化体育设施建

设，东方社区信息苑庙行苑完成更新对

社区开放，场北体育中心建设完成招标，

康宁体育俱乐部完成筹建，共康雅苑一

居和场北居委“一村一居一舞台”实事

工程完成验收。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全

年累计开展讲座培训类１００场、展览１４
场，配送演出２０场，电影放映２９５场，文
艺演出１２１场，参与２５２９８０人次。举办
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活动和２０１６
“魅力庙行”文化节。推进第五轮建设

健康城区行动计划，新建“健康知识一条

街”，建立“健康加油站”（健康小屋），实

现村、居委“健康步行道”全覆盖，完成

共康卫生服务站补液室及污水处理房屋

建设工程、区域影像诊断设备改造。全

年开展卫生监督执法７５０户次，行政处
罚４６件，罚款金额 １５２６万元，取缔无
证行医５家。完成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
大会“中国国家日”接待任务。

■举办２０１６“魅力庙行”文化节　４月
２８日 ～１０月２７日，２０１６“魅力庙行”文
化节举行。文化节以“魅力庙行，美悦新

章”为主题，共分五大篇章：“美在书

香———全民悦读、全民学习”，“美在活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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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精彩舞台、青春飞扬”，“美在健

康———文化竞赛、健康宣传”，“美在校

园———家校同乐、阳光少年”，“美在文

明———争做‘星级’明星打造文明庙

行”。文化节期间，先后举办传统经典沪

剧《豪门恩怨》、海派警世喜剧《阿诈

里》、大型电影金曲音乐会等高品质节目

演出，以及“魅力庙行，美悦新章”摄影

作品展、社区广场天天演、“老少同乐庆

重阳”茶话会、“幸福连线”亲子阅读交

流会等群众文化活动。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庙行镇领导检查康家村“五违”整治情况 庙行镇／提供

■推进康家村“城中村”改造　康家村
“城中村”改造项目分三期进行。４月，
完成康家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控制性

详细规划调整，新增１０公顷（１５０亩）住
宅建设用地，新增一块幼儿园用地和一

块完全中学用地，住宅用地容积率调整

为２０。完成首期第一批（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８日启动）康宁路红线区域、商品房一
期基地、动迁安置房一期基地内计划签

约数１１８户中的１１２户签约，其中康宁
路红线内８９户民宅于１０月３０日全部
完成签约，提前完成动迁任务。６月１５
日，启动首期第二批市政府配套设施工

程庙彭泵站建设区域２７户签约，用时４０
天全部完成。９月１９日，启动首期第三
批康宁路绿线区域、村域所有老宅内７３
户（居）农民动拆迁，至１２月底完成签约
４９户。１２月 ２８日，启动康家村“城中
村”二期改造项目范围内 １８６户动迁。
“城中村”改造项目所涉及的康宁路和

一期动迁安置房基地内的企业基本拆

除，商业门面房实现全部封闭。

■建设“庙行就业通”服务平台　“庙行
就业通”是一个利用互联网＋信息模式，
集企业、求职者、居委、镇劳动保障四位一

体，为居民提供就业和企业需求的交流平

台。平台由庙行镇政府自行开发设计，设

有“任务发布系统”“求职人员评分系统”

“人岗匹配系统”“企业招聘系统”“职业

指导系统”等五大系统，于１２月投入试运
行，共录入失业人员信息２０５４条，发布就
业岗位２１１２个，意向录用１４０１人，结案
５１４人，未就业１４４４人。

■“上海庙行—荣启投资挂牌上市企业
服务中心”成立　５月２６日，庙行镇政
府、上海共康经济发展区联合上海荣启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举行“上海庙行—荣

启投资挂牌上市企业服务中心”授牌仪

式暨第三期企业股权融资系列沙龙。中

心以企业挂牌为核心，发挥荣启投资在

中小企业挂牌投资保荐市场中的影响力

和服务优势，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股权

托管、新三板上市、法律咨询等服务与便

利，搭建一个独具上海共康经济发展区

特色的综合服务平台，共同打造招商注

册、企业服务、保荐挂牌、投融对接、收购

兼并等服务产业链。年内，镇域内上海

纬和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朗骏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星达影视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在上海股交中心场外市场

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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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至西泗塘与张庙街道

相邻，南到一二八纪念路与高境镇毗连，

北至?藻浜与杨行镇相望，区域面积

１３６５平方公里，规划面积４２５平方公
里。下辖 ２３个居委会和 １个筹备组。
至年末，有户籍２９０９３户、６８９８８人，分别
比上年减少２９７户、７４９人；列入管理的
来沪人员３３８５４人，减少５１５人；常住人
口１２３２０２人，减少 ４１３９人，人口密度
９０２６人／平方公里。户籍人口计划生育
率９９％，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２％。辖
区内有法人企业７９７９家（工商登记），学
校１７所（镇管８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
２个，居民健身点４７个（政府自建）。镇
党委下辖 ２个二级党委、２０个党总支、
１１０个党支部，党员５０５８名。年内，获市
爱国拥军模范乡镇、市文明镇、市民族团

结进步先进集体、市平安社区、市反邪教

优秀社区、市社区教育示范街镇等称号。

镇政府地址：淞南路５００号。

■经济发展　全年完成增加值４２９３亿
元，比上年增长７％；区级地方财政收入
３０７亿元，增长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７２６５亿元，增长３４％；经营性固定
资产投资８５９亿元，增长７１％。全年累
计新增注册企业２２９１户（列全区各镇第
５位），增长１８０％（列全区各镇第１位）；
新增注册资金总额１７８６亿元（列全区
各镇第６位），增长 １４０７％（列全区各
镇第２位）。其中，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企业６１户（列全区各镇第４位），注
册资金８３５亿元（列全区各镇第５位）。
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发展，主动对接吴淞

工业区整体转型，融入“三号创业带”建

设，依托轨道３号线交通走廊，聚焦中成
智谷、芳草地等重大转型项目建设。上

海芳草地Ａ地块结构封顶，Ｂ地块设计
概念方案，Ｃ地块桩基工程阶段。同济
创园项目一期建成开园，二期于７月开
工建设，雷士照明、同济室内设计、大视

电子等行业知名企业入驻。上坤商业广

场进入招商阶段。福尔大厦项目招商和

内装修同步启动。恒法置业项目处于建

设阶段。吴淞煤气厂完成园区概念设

计，上港集发地块集发大厦爆破拆除。

发挥招商载体项目集聚效应，为多家企

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先进制造业

专项资金、文创发展专项资金，对重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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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企业（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晖硕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推荐参评区长质量奖并获奖。

■城市建设　聚焦区委、区政府一号工
程，统筹推进“三治两去”（治违、治堵、

治污、去低效产能、去火灾隐患）工作。

对“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筑、违法经

营、违法排污、违法居住）重点整治区域

进行全面排摸、梳理和联合整治，拆除违

法建筑 １０７万平方米，清退违法居住
１０００余人，取缔违法经营５８处、违法排
污１１０处，消除安全隐患 ４４０处。启动
南泗塘河道大修工程。完善街面道路秩

序管理，将长江南路５３０弄通道（原长江
南路淞南七、八村通道）、一二八纪念东

路以及佛教文化公园通道乱停车整治纳

入交警管理路段，完成４条主要道路重
点路段禁停标志设置，遏制乱停车现象。

加快城市配套建设，推进重点民生保障

配套项目。完成淞南文化中心外立面工

程，淞南养老院结构封顶。完成佛教文

化公园周边环境整治工程、镇“百万绿

化”（每年投入１００万元用于种植绿化）
工程。启动复旦软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三期（原酒文化地块）道路规划及桥

梁前期准备工作。启动张行地块道路、

水、电、气等配套建设规划。启动淞南规

划展示馆及周边公共绿地项目前期准

备。完成长逸路、淞肇路雨污水清淤工

程，鹅馋浦、丁陈河河道轮疏工程，军工

路泵站维修工程，向阳河部队段截污纳

管工程。推进水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

护、工业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三个大类

６个单项工作，完成 ２３家点污染源纳
管。完成２０家企业安装高效油烟净化
装置、４家工业企业 ＶＯＣ整治。降尘量
控制至５２吨／平方公里·月。财政投
入１５００万元资金开展综合治理，完成５０
万平方米老旧小区综合改造、３１万平方
米二次供水改造、１５８４万平方米纯二
次供水改造和５万平方米平改坡。完成
２个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
设。全镇４８个划片区域，成立业委会４４
个，组建率９１６６％。城管联合多部门拆
除小区地锁８００余处，整治绿地种菜小
区５个，开展３０余次小区公共垃圾集中
清理，取缔小区乱设摊８０个，拆除小区
违法建筑５００余平方米，强制恢复破坏
承重墙３０余户。

表２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淞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０ １６３１１ ７５９６ ８７１５ ２３ １４９６ ２．０

２０１１ １８６６４ ８８８５ ９７７９ ２７ ２３５３ １４．４

２０１２ １８３２２ ８７９８ ９５８４ ２６．４ －３４２ －１．８

２０１３ １９５０７ ９３５４ １０１５３ ２７．９ １１８５ ６．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４８ ９８２３ １０４２５ ２８．９ ７４１ ３．８

２０１５ ２２４７９ １１０４６ １１４３３ ３２．２ ２２３１ １１．０

２０１６ ２３９３９ １１７７５ １２１６４ ３４．７ １４６０ ６．５

表２５ ２０１６年淞南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员工
（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备注

长江二中 ２４ ８８０ ８７ 通南路８８号 ３６１４０１６９ 镇管

淞南中心校 ２０ ７４６ ５８ 华浜新村１６８号 ５６４５０２５２ 镇管

淞南二小 ２０ ７１７ ５５ 新二路１１９９号 ５６１４９７３３ 镇管

淞南中心幼儿园 １３ ４４０ ５６ 淞南三村６２号 ５６１４４５７４ 镇管

淞南实验幼儿园 １２ ４０９ ４９ 淞塘路１３８号 ６０７１６２７８ 镇管

淞南星星幼儿园 ８ ２４８ ３６ 淞南十村１３１号 ６６１４２９９３ 镇管

大昌幼儿园 ９ ３２７ ４２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６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３７ 镇管

三湘海尚幼儿园 ８ ２４４ ３４ 淞肇路４０８号 ５６０２０１１８ 镇管

依乐新天地幼儿园 １３ ４１２ ５４ 华浜新村１４２号 ５６４４８７５６ 民办

东方剑桥幼儿园 １４ ５１８ ５８ 长逸路４１８号 ５６４６１８２０ 民办

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１１ ３１５ ４２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８３号 ６６１８８８１９ 民办

民办益钢小学 ９ ３２８ ３５ 长江南路淞南新村
３１号 ５６８２１６２８ 民工子弟学校

民办天安幼儿园 １２ ４７８ ３１ 江杨南路１６４８号 １８０１７１６９９０８ 民办三级
幼儿园

■就业与社会保障　推进创业型城区创
建，开展创业服务活动６２场，帮扶引领

７５名青年成功创业，其中青年大学生５５
人，登记失业人员控制在２８７１人（控制
指标２９５０人）。提高就业援助力度，就
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按期安置

率达到１００％，３４名两劳、吸毒人员实现
灵活就业。构建区域和谐劳动关系，受

理调解案件２０１件，成功调解１４４件，涉
及调解金额 ７９９万元。开展集体协商
单位３２５家，覆盖５０６４人。指导８家企
业建立调解委员会，组建１７２人的调解
联络员队伍。将社保卡代发放等７项代
理服务业务延伸至社区居委会，方便居

民办理，累计完成社区事务代理 ２０６３２
件。高峰时段开通绿色通道，方便居民

办理业务６６１８人次。“一口受理”服务
全年累计受理５２６１２人次。实现低保动
态管理，全年新增低保１２２户，清退违规
低保１８３户。发放各类救助帮扶金２９５１
万元，受益５２２０３人次。为老人提供助
餐服务１１９名，安康通服务对象１４２人。

完成长者照护之家与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建设，完成１２个一星级老年学习型团
队创建工作。“老伙伴”计划累计电话

慰问５０７００人次，上门探望５０７００人次，
实物慰问５６７人次。

■社会事业　推进健康教育，镇域内长
江路小学、振新健身苑、嘉骏花苑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作为接待点，完成全球健康

促进大会“中国国家日”接待任务。镇、

居两级平台举办各类健康宣传教育活动

８２次、受教居民 １８万人次。完成 ４８０
人份无偿献血工作指标。落实全面两孩

政策，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关怀服务，

开展宣讲１２场次。完善社区文化阵地
建设，开展各类文化服务活动５０场，受
益群众５千余人次。建立“淞南ｉ秀场”
公众微信号网上服务平台，打造文化交

流展示舞台。开展“悦动文化进企业”

和“青年文化课堂”活动项目。完成振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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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健身苑百姓健身步道项目。推进教育

均衡发展，举办浦江学堂“德淞班”国学

培训班，８月开班，首批学员 ３０人。星
星幼儿园成功创建上海市一级幼儿园。

长江二中中考高中达线率７３３％，创学
校历史新高。推进社区教育，开展“乐学

讲堂”百姓公益培训，开展培训活动１６４
场，培训人数９１２１人次，实现２３个居委
会学习点全覆盖。办好“全民终身学习

活动周”活动，参与居民２６６００余人次，
选送７７件作品参加市、区各项赛事。推
进社区教育“学分银行”申报开户工作，

完成居民开户５７５名。办好假日学校，
丰富未成年人假期生活。做好科普宣

传，获评区２０１６年科技节先进单位。

■平安建设　完善立体化防控体系，成
功对接“平安宝山智联网”运行，实现平

台区、镇、居委会三级联网互通，完善综

治管理快速响应机制，完善网格二级平

台运行。打击“两抢一盗”（抢劫、抢夺、

盗窃）犯罪，刑拘 １８０人、批准逮捕 ８５
人，其中移送起诉１２５人，回访发案家庭
３００家次。完成淞南二村、淞南三村、宝
景苑小区３个小区的技防建设和监控、
门禁、动态人口信息系统技术层面联网

对接工作。破解电控门维修瓶颈问题，

启动维修工作，安装门窗简易防盗装置

１５４３户。组织志愿者１０２６人次配合民
警参与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实现“零

燃放”目标。推广电子巡更巡逻系统，安

装巡更点位 １９５个，纳管自然小区 ４７
个。完善大信访格局，创新接访机制，延

伸网络触角，将信访网络信息员触角延

伸到楼组长、党员骨干，成立信访矛盾调

处中心，实行信访矛盾代理制，最大限度

维护信访群众合法权益。充实“魏刚人

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调解员培训基地，

发展１２名调解志愿者，聘请２名法律顾
问，组建３６名楼组长调解信息员队伍，
打造全新服务团队。规范“公安司法联

合调解工作”建设。共承接刑事和解案

件（轻伤害案件）、治安案件、民事纠纷

调解２５件，成功制作调解协议书２２份，
涉及赔偿金额６１万元。强化特殊群体
服务，全面动态梳理重点人和特殊人群，

进行访谈、尿检、宣教、评估 ５２５８人次，
组织其积极参加社区活动近３０００人次，
提供助困、培训、就业等服务２０５人次，
就业人数２５２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
大整治活动，共查出各类安全隐患合计

１４３２条，整改１３８０条，３５家“利用游戏
机赌博”业主主动歇业。完成对高危企

业２１家、危险企业５５家、一般危险企业
１０１家的风险评估。开展安全生产和消
防高风险点专项攻坚行动，消除２处重
大区域性火灾隐患。

表２６ ２０１６年淞南镇居委会

居委名称 居委地址 邮编 电 话
户籍

户数 人数

常住
人口

淞南一村居委 淞南二村５０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５８９４ １７９６ ４０１３ ５０４９

淞南三村一居委 淞南三村１２８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２２１７ ２１５１ ４２５３ ６４５１

淞南四村一居委 淞南四村７６号甲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２２３０ ２５０５ ４３８７ ６４３４

淞南五村一居委 淞肇路８８号二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１４３４９０ ３１１２ ６２９６ ７５７１

淞南五村二居委 新兴五村５００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８２８５０３ ２００８ ４７３１ ５８６２

淞南六村居委 淞南六村８９号１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８５９３９ １４０３ ３３６８ ５３０１

淞南七村一居委 淞南七村８７号二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３６１４０３６４ ２６０８ ７４３５ ８５９６

淞南八村居委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８６０２５ １７６８ ４４２５ ６２３３

淞南九村一居委 通南路５５弄３号二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５８７９ １６７３ ２１６８ ６０４９

淞南九村二居委 淞南九村１９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５６３３８ １８３０ ２２６５ ４５７１

淞南十村居委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西首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４８９０９ ２１９３ ５３２７ ８３２４

长江路一居委
长江 路 ８４８弄 ４号
１０３室 ２００９４０ ６６１４３８５５ ２２３３ ３５９３ ４８４８

长江路五居委 长江路４０６弄６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４４８３０２ １２４６ ２６７０ ３６０８

长宏新苑居委
淞南路１１１弄（逸居苑）
Ａ房２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４５０８２３ ８７４ １９８５ ４７７６

华浜居委 华浜新村１９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４４８３０３ ２０６２ ４６０６ ６０５７

张华浜居委 长江路２０弄５号 ２００９４０ ５６４５１２３３ ８５８ ３０４５ ４２５７

华浜二村居委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２２号 ２００４３４ ５６４４５１２８ １２５０ ２７４０ ７８３７

嘉骏花苑居委
新二路 １０８８弄 ２５号
二楼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１０５０００２ ４７４ １０８３ ２９９３

盛达家园居委
一二八纪念路 ５５弄 ４５
号三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５５５６５ ６９２ １５６６ ４９５３

新城尚景居委
淞肇 路 ３３３弄 １５号
１０１室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８５８５６ ５９１ １４２４ ３２１０

新梅淞南苑居委 长逸路３０１弄２４号二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５６５ １１７６ ４０３６

嘉骏香山苑居委 通南路３２８弄８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１６７６５０８ ４２４ ９８５ ３１３０

盛世宝邸居委 淞塘路７２号三楼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０７１９６８１ ４６６ ９７４ ４９８６

三湘海尚居委（筹） 长江西路２１０号５楼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１４３５３３ ２３６ ５０８ ２１２３

（何新艳）

■同济创园落成开园　８月２６日，同济
创园在淞南镇正式开园。该产业园位于

逸仙路长江南路交叉口西北侧，东至逸

仙路、南至南泗塘河、西至盛世宝邸商业

街、北至淞良路，紧邻逸仙路高架路及轨

道交通３号线长江南路站，由同济设计
院、同济科技园和恒一３家公司组建的
上海同一建筑设计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总建筑面积超过１０万平方米。依托
同济设计院工程设计实力、技术咨询能

力和技术人才资源，结合国际工程咨询

产业、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科技产业，共

同打造国内规模最大的以现代服务业为

主的特色产业基地。园区集创意办公、

商业街、街区 ＳＯＨＯ酒店三大产业于一
体，未来将成为北上海最具活力的商业

区之一。

■长江路隧道通车　９月 １０日上午 ８
时，黄浦江底直径最大的越江隧道长江

路隧道正式通车。该隧道东起浦东港城

路双江路，西接浦西长江路郝家港桥以

东，距上游翔殷路隧道约１０公里，离下
游外环隧道约３公里，主线全长４９公
里，于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开工建设。隧道设
置双向六车道和三个出入口，三个出入

口分别为浦东接港城路出入口，浦西接

长江西路主线出入口和军工路匝道出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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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悦动文化进企业”活动　以互
联网产业园区青年中心为主要沙龙阵

地，利用白领“午间一小时”打造“悦动

文化进企业”青年文体沙龙活动。５月
起，开展“南”得轻“淞”咖啡下午茶、植

物与文化———植物欣赏与认识活动、咏

春防身术活动体验、花灯的魅力———中

秋节花灯欣赏与 ＤＩＹ、回忆童年———老
弄堂九子游戏接力赛、迷你三宝室内运

动挑战赛、美丽的花束———玫瑰花制作

等系列沙龙活动，深受白领青年欢迎。

■开展“青年文化课堂”活动　为丰富
企业青年下班后的业余生活，拉近同事

之间的距离，自 ５月起每周四１８∶１５－
２０∶１５，由镇社区文化中心主办，开设“非
洲鼓青年文化课堂”。其中，非洲鼓团队

成为一支指向性强、专业性较高的团队，

有固定学员１８人，代表淞南镇参加２０１６
宝山星舞台比赛。

表２７ ２０１６年高境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２ １６８８８ ７９５９ ８９２９ ２５．５１ ８２８ ５．１６

２０１３ １８２８４ ８６８６ ９５９８ ２７．８７ １３９６ ８．２７

２０１４ ２０４７７ １００７９ １０３９８ ２９．７０ ２１９３ １１．９９

２０１５ ２１５００ １０２８９ １１２１１ ３１．６３ １０２３ ５．００

２０１６ ２２７９７ １１０６８ １１７２９ ３１．１７ １２９７ ６．０４

表２８ ２０１６学年高境镇学校情况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江湾中心校 ２５ ９２３ ７２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号 ５５０３５１１３

高境镇第二小学 １８ ６６９ ５４ 高境一村８２号 ３６１４０１８７

高境镇第三小学 １４ ４３１ ３５ 共 和 新 路 ４７１９ 弄
１６９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高境镇第三中学 １７ ５１２ ５６ 国权北路４６８号 ３５０５３５０８

高境镇第四中学 １０ ２２５ ３５ 岭南路１２４９弄２８８号 ６６９８６６２６

同洲模范学校
公 办 ５ １７８ ５１

民 办 ３５ １３０９ １４８
岭南路１０５０弄１号 ３６１２０４５９

高境镇第二幼儿园 ９ ２９２ ２５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
５０号 ５５０３８６２８

高境镇第三幼儿园 ９ ２８９ ２２ 高境二村９８号 ５６１４１５８３

高境镇第六幼儿园 ６ １８８ １８ 国 权 北 路 ８２８ 弄
１４３号 ３３６２２０２５

高境镇第七幼儿园 ９ ２６４ ２１ 岭南路共和四村２６号 ５６８１４９９５

高境镇三花幼儿园 １０ ２９７ ２３ 高跃路６６号 ３６３３７８００

绿森林幼儿园 ５ １３７ １３ 高境路４７７弄３－１号 ５６８８１０５２

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１４ ４５１ ６１ 高境一村１１２号 ６６１５６１２８

高境贝贝马艺术幼
儿园

１２ ３７６ ５２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７号 ５５０３８３４９

七色花第二艺术幼
儿园

１２ ３７６ ２９ 阳曲路１３８８弄９９号 ５６８１６３９７

小翰林幼儿园 １２ ４０５ ５２ 新二路９９９弄２３号 ５６０１００８５

■举办浦江学堂“德淞班”国学培训班
浦江学堂由百家讲坛知名学者鲍鹏山教

授创建，是一个对青少年进行中国传统

文化经典传授的公益性教育平台，学堂

传授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

以及老、庄、荀、韩等为代表的先秦诸子

著作。８月２０日，浦江学堂德淞班作为
淞南镇人民政府的一项实事工程正式开

班。班级实行家委会自治管理和家长志

愿者共同参与管理的模式。至年末，共

有学员２９人。

■“淞南ｉ秀场”微信公众号开通　２月
１４日，淞南镇建立首个微信公众号“淞
南ｉ秀场”，为居民搭建活动报名、信息
发布、活动预告等数字化服务平台。微

信号以推送各类文化、体育类活动资讯

为主，还提供教育、卫生、助老、社会保障

等一系列便民利民相关资讯。至年末，

有关注用户５０００余人，共发送图文消息
３００余条，点击量达２０万次。（何新艳）

高境镇
■概况　高境镇位于宝山区南部，南与
虹口、静安区接壤，东与杨浦区相邻，西

与宝山区庙行镇相伴，北与淞南镇、张庙

街道相接，镇域面积７１平方公里。下
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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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杨实业有限公司）、３１个居委会

（其中７个筹建中）。至年末，镇域实有
人口 １３９０７７人，比上年增加 ２３１７人。
其中，常住户籍人口６８４３３人，列入管理
的外来流动人口３３０５３人。常住人口计
划生育率９８９５％，人口出生率８０６‰，
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０１‰。辖区内有法
人单位１４４６３个。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２
个，游泳馆１个，居民健身点３１个。镇
党委下辖 ２个二级党委、１８个党总支、
１３１个党支部，党员人数５８９７名。年内，
镇获“国家卫生镇（２０１５～２０１７）”“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度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
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文明镇”
“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镇”“２０１５年度上
海市反邪教优秀社区”“２０１５年度上海

平安示范社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上海
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等称号。高

境人口和家庭发展服务中心被评为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年度全国“最美在基层———群
众满意的十佳计生机构”。高境一村一

居委会为被评为全国科普示范社区。镇

政府地址：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４３４亿元，比上年下降４９％；完成增加
值３７５６亿元，下降８４％；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７０３５亿元，增长２２５％；经营性
固定资产投资１６９亿元，合同利用外资
５７５８万美元。坚持创新发展，围绕科创
核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经济内生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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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高境科创小镇”建设被纳入宝山

重点打造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１１月１８
日，科创小镇核心载体临港新业坊项目

正式启动建设。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

设，建成北上海科技金融中心、中设集团

上海中心项目。加强军民融合产业交

流，与中科院合作，共同推进国家“军民

融合示范点”建设。围绕科技金融、科技

研发及科技服务业，开展招商引资，镇内

高新技术企业达７家，其中，小海龟科技
公司成功研发国内首款具有完全知识产

权的半导体基因测序产品，复控华龙获

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奖，长江软件园获

上海市软件行业十佳明星产业园。全年

累计引进企业４４６４家，其中“四新”（新
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企业

２４２４家，占全部企业的５４％。全镇非房
产收入超过财政总收入６０％以上，产业
转型的科技内涵逐步显现。

表２９ ２０１６年高境镇居委会

居、村委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居委地址 电　话

逸仙一村一居委会 １１５７ ２４９７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３号 ５５０３０２３４

逸仙一村二居委会 １０３０ ２５２８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２号 ５５０３１１２０

逸仙一村三居委会 ８８３ ２７５７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１号 ５５０４４２２８

逸仙一村五居委会 ４８３ １９７３ 逸仙路１５１１弄２２号 ６５４４５１７５

逸仙二村一居委会 １５１２ ２５６８ 三门路４８９弄４号甲 ５５０３４４２９

逸仙二村二居委会 １５０９ ３４８３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９号 ５５０３２５７１

逸仙二村三居委会 １８４２ ３８０５ 吉浦路６１５弄８９号甲 ５５０３５４８２

逸仙二村五居委会 ７９３ １８７４ 三门路４８５弄８３号 ５５０４１７６４

逸仙三村一居委会 １１０１ ２４２１ 殷高路２１弄５号 ５１０５７１６７

高境一村一居委会 １４８７ ３５１９ 高境一村１４２号 ５６８２６５８１

高境一村二居委会 １１５２ ２５９６ 高境一村１６０号 ５６１４０６００

高境二村一居委会 ２４５０ ５２２９ 高境二村２０４号 ５６８２６５７９

共和一二村居委会 １６８０ ３５２６ 共和一村３５号 ６６９８５７０４

共和三村居委会 １１５０ ２０５６ 共和三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６６８３７３９５

共和八村居委会 １０７８ ２６４０ 共和八村７４号 ６６８３８０３５

共和十村居委会 ６７９ １４８７ 共和新路４７０３弄９９号 ６６８３３４７２

共和十一村居委会 ２５０９ ３７００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６１号 ６６８３５７３２

共和五村居委会 １２３０ ２８８５ 共和五村１４号 ６６９８６３３０

共和六村居委会 ９８９ ２４０９ 岭南路１２８８弄１０号 ５６９１７６１０

共和九村居委会 ３２３ ８８１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２０２号 ５６８３６５４１

高境三村居委会 ８９２ ４７４７ 新二路９９９弄１５６号 ６６１８６６５７

高境四村居委会 ３１２ ７７８ 逸仙路１２３８弄１７号 ６５６０１６４２

高境五村居委会 ４２２ ８２０ 新二路１８３弄５７号二楼 ３６３８５２２１

逸仙四村居委会 １０１６ ２０７７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３９号 ３３６２２１９３

逸仙一村四居委会（筹） ６６０ １４４７ 三门路５５５弄１６幢２号 ５５０３３６９０

高境六村居委会（筹） １２６１ １６６８ 云西路２１９弄１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５２４７３

高境七村居委会（筹） ３１０ １１５０ 高境路４７７弄恒高家园 ５６４０２８６３

高境九村居委会（筹） ７ ２０ 恒高路１２７弄高杨佳苑 ５６６３６８５２

高境十一村居委会（筹） １３０ ３０６ 晨帆路１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５９６

高境六村三居委会（筹） ６８２ １７０３ 高跃路１３３弄９号１０３室 ６３０７８９１５

高境十村居委会（筹） ０ ０ 逸仙路１５８８弄５０号 ５６０４３１９０

（周淑贤）

■城镇建设与管理　围绕区政府一号工
程“三治两去”（治违、治堵、治污、去消

防隐患、去低效产能）工作，全力补好城

市建设和管理短板，提升城市形象，打造

宜居新社区。“治违”方面，完成“５＋３”
（５个区级整治地块：上海虹房集团有限
公司地块、上海商贸仓储江湾储运公司

地块、上海丛绿宾馆经营有限公司地块、

凯斯顿地块、部队地块；３个镇级整治地
块：新二路地块、国权北路地块、殷高路

１号地块）、“五违”（违法用地、违法建
筑、违法生产、违法排污、违法居住）地块

整治，拆除违法建筑 １０１８００平方米。
“治堵”方面，完成高境路延伸段、一二

八纪念东路建设，推进殷高西路渠化工

程，协调国权北路拓宽工程前期动迁，完

成市级重大工程轨道交通１８号线殷高
路站点工程腾地。“治污”方面，强化污

染源头治理，区域降尘量大幅低于区指

标值（５５吨／平方公里·月），完成 １４
家企业单位截污纳管工程。“去消防隐

患”方面，开展城市高风险点火灾隐患专

项整治，建立３１个标准化社区微型消防
站。“去低效产能”方面，通过城市更

新，促成文教产业园二期、三邻桥文创产

业园区、中国国药医疗产业园等产业转

型项目。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创新城市

管理机制，全面开展违章搭建、跨门营

业、乱设摊等一系列城市管理顽症专项

整治。创建共康东路、共和新路、殷高西

路等３条“无违道路”。推进住宅小区综
合治理，形成“旧区改造＋网格管理＋党
建引领”工作模式，完成 ３个老小区

１９５万平方米综合改造、１５个小区修缮
改造、共和片区５３６２户家庭燃气内管改
造、９个小区二次供水改造等项目。遏
制破坏住宅承重结构行为，重点对恒高

家园破坏承重结构进行查办，维护居民

安全和权益。加强业委会指导监督，成

立境和物业服务指导中心，试行业主自

行管理模式和物业酬金制。探索“代理

经租”新模式，开展“无群租小区”创建

活动，“群租”整治户数达到总发现量的

１００％。推进垃圾分类减量化工作。

■就业和社会保障　落实积极就业创业
帮扶政策，开展第二轮创业型城区创建

工作，组织“小境创课”“小境创吧”系列

品牌活动，推动更高质量创业就业。超

０３３

镇·街道



额完成各项指标，帮扶引领创业６４人，
帮助长期失业青年就业５２人，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有效控制在２４７３人的指标内，
零就业家庭安置率１００％。城乡居保参
保扩覆１１７人，参保缴费率９０２４％。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成立“蓝马甲”

志愿者服务队，为社区居民提供政策宣

传、陪伴代办、预约等人性化服务。加强

民生保障，落实低保、大病医疗、综合帮

扶、优抚、支内回沪、廉租房补贴等各类

社会救助 ３７０９５人次，发放补助金额
２８５８４７万元。平稳实施老年人综合津
贴卡新政，完成１６６７１名老年人的新版
敬老卡办理和津贴发放。创建老年宜居

社区，落实“银龄居家宝”等各类实事项

目，启动青石路老年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建成高境镇标准化老年学校。开展助残

帮扶活动，帮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

■社会事业　坚持“文化高境，教育先
行”，打造教育强镇，启动新一轮“名师

培养工程”和“骨干教师培养”项目，落

实“两馆一节”（“两馆”：图书馆、特色

馆；“一节”：校园文化节）、“两树一做”

（“两树”：树人，树木；“一做”：做学生喜

欢的老师）特色项目。区、镇两级投入

２２００万元，对１１所镇管学校校舍、设施
设备进行修缮、改造。江杨基地内１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完工并正式开学。

开展多元化社区教育活动，“乐学讲堂”

百姓公益课堂、“百姓讲百姓事”系列讲

座吸引万余人次参与。加强科普建设，

举办“创新引领，共享发展”高境镇科技

活动周，新建１条科普宣传画廊，高境一
村一居委会为被评为全国及上海市科普

示范社区，５家居委获评为区科普示范
社区。深化计生品牌服务，“五大品牌”

（“好孕俱乐部”、“宝贝小叮当”０～３岁
早教服务、“午后阳光”俱乐部、“依水

缘”流动人口家庭服务平台、“小燕子青

春健康俱乐部”）活动满意度连续保持

１００％。深化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新建
家庭医生工作室２个，“１＋１＋１”居民签
约５７７７人。做实中医特色工作，开展１１
项适宜技术，草药种类从３０５种增至近
８００种，提供中草药代煎及免费配送服
务。落实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辖区内

１１７８２名 ６５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体
检，为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开展眼病
普查，为２６２３名妇女开展妇女病普查。
加大文化惠民力度，推进“一村一居一舞

台”政府实事项目，完成高境七村、三花

现代城固定舞台建设，新建１个游泳馆，

加快高境镇文化活动中心新馆筹备。镇

文化团队获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金玉兰

奖音乐舞蹈服饰风采大赛金奖和组织

金奖。

■平安建设　加强综治中心标准化建
设，落实“平安宝山智联网”项目，基本

实现区、镇、居委三级综治信息中心平台

联网全覆盖。推进社区平安建设，实施

２个小区技防改造项目、１１个小区安防
工程建设。推进综合整治，开展无证无

照、“打四黑除四害”（黑作坊、黑工厂、

黑市场、黑窝点）、“黑网吧”等专项整治

行动，配合开展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

加强网格管理，拓展“网格 ＋”应用领
域，提升网格工作水平，全面创建“达标

网格”。做好“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工作，网
格化平台共受理案件２５５６件，先行联系
率９９６２％，实际解决率 ２５９９％，案件
处理满意率、基本满意率５８１７％。开展
平安建设宣传活动，扩大平安建设的覆

盖面、影响力，社会治安形势平稳可控，

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人民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测评排名全区第三。推进

矛盾化解，开展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及时妥善处置群体性信访矛盾。

加强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新开辟２条法
治文化宣传长廊，举办高境镇第三届社

区法治文化节。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属地

责任，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社区管理　落实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
强基层建设“一号课题”，实施“１＋６＋
１”配套文件，推进直接管理的“镇管社
区”模式。加强社区自治共治，健全“１
＋３＋Ｎ”治理格局和“４＋３”联席会议制
度，强化“两委一办一平台”工作职能。

深化“华庭议事厅”“和园”等一批自治

品牌，推动居民自我管理和服务，带动居

民区自治工作整体水平提升。搭建居委

会评议监督平台，完善居民代表议事会、

社区代表评议居委会工作、市民巡访团

巡查小区物业管理、市容环境等评议监

督机制，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提

升社区共治水平。

■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
会　６月３０日，高境镇召开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镇领导班子成
员、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机关各科室、

事业中心负责人、部分区镇“两优一先”

和优秀党员志愿者代表、区党代会基层

一线代表、部分党龄６０年以上老党员代

表等近１５０人出席会议。会上对全镇１６
个先进基层党组织，５７名优秀共产党
员，１０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３９名优秀党
员志愿者进行命名表彰。同时为８名代
表镇内１６８名６０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
现场颁发纪念奖章。

■高境一村一居委会获评“全国科普示
范社区”　６月，高境一村一居委会获
“全国科普示范社区”称号，这是２０１６年
度宝山区唯一被授予此称号的社区，也

是高境镇首个获此称号的社区。高境一

村一居委会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目

标，注重社区科普载体创新、科普队伍建

设、科普知识普及，利用社区内外资源，

打造“科学生活驿站”科普特色社区，组

建“夕阳红读书读报组”“豆蔻假日科普

学校”“三点一刻下午操”“乐园书画社”

“科学助老服务队”等特色科普社团，将

科普服务覆盖延伸到全社区。

■举办第二届市民运动会暨“高境科创
小镇杯”车辆模型总决赛　１１月１２日，
第二届市民运动会暨“高境科创小镇

杯”车辆模型总决赛于在高境三中举办。

该总决赛由第二届市民运动会组委会主

办，由高境镇人民政府、上海市军事体育

俱乐部、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等单

位共同指导、策划。该赛事共有２６支队
伍、１９９名选手参与７个项目比赛。组委
会还特邀国家专业团队的运动员和社会

玩家进行车模特技表演。

■举办２０１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校
园阅读季暨中外名家进校园活动　１１
月１６日，“经典美文·炫彩绳舞”２０１６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校园阅读季暨中

外名家进校园活动在高境二小举行。该

活动由区政府主办，区教育局、区文化广

播影视管理局和高境镇政府共同承办，

副区长陈筱洁出席活动，来自英国、美

国、日本的著名作家、儿童文学研究专

家，以及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周晴、汤红英

（汤汤）、舒辉波等到现场参加活动。

■“复控华龙”获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
奖　上海复控华龙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参与研发的“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关键

技术及其产业化”项目获２０１６年度上海
市科技进步特等奖，该奖项为上海市科

技进步最高奖项。通过联合上海交通大

学等８家单位共同开展“北斗导航与位
置服务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项目，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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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攻克技术壁垒，最早研制成功北斗

应用系统的“中枢大脑”———面向高可

靠手持／车载终端的高性能多模卫星导
航基带芯片，实现军民融合导航领域核

“芯”产品国产化，使北斗应用成果成为

现实。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宝钢七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完成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中国国家日”接待
工作 友谊路街道／提供

■临港新业坊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正式
启动　１１月１８日，宝山区政府与临港
集团深化战略合作签约暨临港新业坊高

境科创综合体项目启动仪式在新业坊项

目现场举行。新业坊项目启动标志着

“高境科创小镇”建设步入快车道。仪

式上，区委书记汪泓与临港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刘家平共同启动临港新业坊

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区委副书记、区

长范少军与临港集团总裁袁国华签署宝

山与临港集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高境

镇党委书记张惠彬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临港新业坊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位于逸

仙路１３２８号，原为中外运仓储基地，毗
邻轨交三号线殷高西路站。项目占地面

积１７０亩，建筑面积 １４６万平方米，着
重发展大智慧、大文化、大健康、大科技、

大消费产业领域，在临港集团原有空间、

产业、资源、服务的基础上，提供“办公＋
服务＋产业 ＋空间 ＋投融”全方位的创
新创业服务。 （周淑贤）

友谊路街道
■概况　友谊路街道位于宝山区东北
部，东临长江，西至北泗塘与杨行镇相

望，南至双城路与吴淞街道为邻，北至宝

钢护厂河，面积１０４５平方公里，下辖３７
个居委会、１个村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４２１９９户、９３９０３人，比上年分别增加
４２２０户、增加２７７人。列入管理的来沪
人员２７８０９人，减少 ４１１人。户籍人口
出生率为８０３‰，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为 ９９％，外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２２７‰，人口密
度８９８６人／平方公里。街道党工委下辖
１个党委、３４个党总支、１８４个党支部、
党员８１８０名。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２８０４
家，有中学 ８所、小学 ５所、幼儿园 １４
所、医院３所（社区卫生服务站８个）、体
育场２个、图书馆３个、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１个，市民分中心１个，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１个。建有社区公共运动场所
１个，居民健身点（苑）８０个，有文艺团

队１４３个。年内，街道先后获上海市文
明社区、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反邪教优

秀社区、禁毒工作示范社区、上海市爱国

拥军模范街道、上海市重点青少年群体

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示范街镇、上

海市老年教育示范街道、上海市信访系

统先进集体、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

集体和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连续四年上海
市群众体育先进集体称号。街道办事处

地址：牡丹江路１２９９弄１号。

■街道经济　抓住邮轮产业增长红利，
年内引进太湖国旅、环宇领先邮轮管理

公司、吴淞口邮轮港游艇俱乐部等邮轮

产业配套企业７户，完成注册资金５４００
万元，对接韩国免税展示店入驻零点广

场，累计共有 ３０余家邮轮相关企业集
聚。借助欧冶电商（上海钢铁交易中

心）专业化平台，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培

育发展特色新兴产业，全年钢铁金融产

业园引进钢铁延伸企业和金融延伸企业

４０户，完成注册资金８９４亿元。友谊投
促分中心快速发展，新增注册资金６０７９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５倍，新增注册企
业入户７０３户，增长３３６５％。配合做好
金富门大酒店改建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维护周边小区稳定。宝乐汇、零点广场

等项目进入运营阶段，上海长滩、双庆路

城市综合体、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等重大项
目建设进展顺利，临江商业商务中心（圈

围地块）、宝山时代国际广场（夏园项

目）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进行。友谊都

市产业服务中心完成全部施工建设，大

楼整体通过区质监站验收，具备区房地

产交易中心入住条件。

■社会事业　抓牢“三个公共”（公共服
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完善公共服务

布局。升级改造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软硬件，提升“互联网 ＋政务”创新服务
模式水平，探索服务智能化，试点政务机

器人，开通微信公众号接入微信机器人

“优优”。建成启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并挂牌宝山区青年就业创业训练基地。

年内培育“３６５工作坊”“杨师傅工作室”
等本土化社会组织１１家，完成民非登记
６家，“谊家志愿者服务直通车”成功入选
上海市２０１６年度十大群众最喜爱的社区
志愿服务项目。入驻中心的各类社会组

织达２２家。根据居民实际需求，首批发
布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功能性的社区公

益项目２０个，其中申请市公益项目１个，
区公益项目１３个，投入资金１００万余元。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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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服务　推行就业帮扶项目化，与
德国巴伐利亚职业培训机构合作，推进

“创业梦工厂”及就业工厂项目，开展

“启航”青年就业计划，与“赢众众创”

“蓝创众创”等创业园区对接，成立“一

门式”创业服务综合平台，提供创业者全

方位的创业服务。全年实现帮扶引领创

业人数７２人，其中大学生４４人，创业带
动就业２２０人，补贴金额１４６万元，登记
失业人数控制在 ２４６３人。加强老年宜
居社区建设，完成智慧健康 ｅ站，实现
“四个一”功能（一站式为老综合服务、

一体化的资源统筹、一门式的受理评估、

一网覆盖的信息管理）。建设高龄老人

医疗护理站，为１５００名独居老人安装独
立式探测报警器，为社区６２户老年人新
安装“安康通”，总用户数８０８户。全年
文化活动服务群众达３０万人次，群众文
体活动参与度明显提升。

表３０ ２０１６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电　话

宝林一村 １４９９ ３５７４ 宝林一村１２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４

宝林二村 １５６１ ３７３１ 宝林二村９３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７

宝林三村 １００６ ２２７４ 宝林三村２６号 ３６１００３５５

宝林四村 ８１８ １８４２ 宝林四村６６号１楼 ３６１００２０５

宝林五村 ８６３ １９３０ 宝林五村４４号２楼 ３６１００２９５

宝林六村 １０９１ ２４１２ 宝林六村８４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９

宝林七村 ７０５ １６８１ 宝林七村５６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３０９

宝林八村 １００４ ２３３８ 宝林八村５３号１０３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６

宝林九村 ７７７ １８１３ 宝林九村２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８

宝钢一村 １１１０ ２９８８ 宝钢一村１１４号 ３６０７１４７２

宝钢二村 １４８３ ３７８０ 宝钢二村３２号乙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８０

宝钢三村 １６５３ ３９６１ 宝钢三村１０号甲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３

宝钢四村 １１３３ ２７５２ 宝钢四村１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４

宝钢五村 ６３７ １６３５ 宝钢五村１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５

宝钢六村 ８５７ １９３０ 宝钢六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６

宝钢七村 ６４５ １５７６ 宝钢七村４２号－１临 ３６０７１５２３

宝钢八村 １０９８ ２５１６ 宝钢八村６３号１０４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７

宝钢九村 ５７９ １２９５ 宝钢九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８

宝钢十村 ７２０ １７１６ 宝钢十村６号１０７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５

宝钢十一村 ９０３ ２２２０ 宝钢十一村２５号２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４

宝山一村 １３６５ ３３３０ 塘后路３００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２

宝山二村 １００３ ２４２３ 宝山二村３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３

宝山三村 １６０８ ４００１ 宝山三村１２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４

宝山五村 ４６６ １１１３ 住友宝莲１０号楼东面２楼 ３６１００１４１

宝山六村 ７１８ １７４７ 宝山六村６９号１０１～１０２室 ５６１２００５７

宝山七村 ８９８ ２１４２ 宝山七村３１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６

宝山八村 １７１９ ４８５０ 宝山八村８２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５

宝山九村 １０２９ ２７２９ 宝山九村５５号 ３６０１０８３１

宝山十村 １３５０ ３６９０ 宝山十村９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２

密山二居 ９７４ ２４０３ 密山二村５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５９９

临江新村 １４２２ ３７００ 临江三村２１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８

临江公园 １２０８ ３２２２ 宝城三村１号乙 ３６０７１４６７

宝城新村 １８８８ ４６３４ 宝城一村４５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９

白玉兰花园 ６２９ １５８６ 海江路６６７弄４５号２楼 ３６０１１２４２

华能城市花园 ８００ １９８５ 华能城市花园５５号２０８室 ５６１１０５２５

同济公寓 ３４１ ８１３ 同济公寓２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住友宝莲 ３９９ １０１８ 住友宝莲小区１０号东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集体户口 ５２ ４４８ — —

公共户 ５ １８３ — —

■城市网格化管理　健全城市网格化综
合管理体系，做实中心平台，加强网格化

综合管理“１＋７＋３７＋Ｘ”（１∶１支综合执
法队；７∶７名网格监督员；３７∶３７个网格
化综合管理居委工作站；Ｘ∶Ｘ个商务区
联管队）各支队伍建设，提升综合管理效

能。至年末，网格中心平台共立案４５７３５
件，结案率 １００％，及时率 ９９９９％。新
组建一支３０人的专业特保队伍，协助派
出所开展治安巡逻、联勤检查、维稳处

置、重大活动安保等任务。配合开展“五

违”“群租”“黄赌毒”等集中整治工作。

■市容整治　做好２０１６年世界健康促进
大会“国家日”接待参观点位软硬件建设

和各条线路沿线环境整治，投入资金近百

万元，加强对参观点位宝钢七村居民健康

自我管理小组的指导。完善市容环境委

托管理机制，有落实每月监督评估机制，

开展“旋风二号”等专项整治行动，加大

“特定区域”整治和固守力度。启动实施

街景形象提升工程，宝杨路沿线涂鸦工程

全面竣工，准备东林路、友谊路、友谊支路

沿街商铺业态调整，统一店招风格，以点

带面改善辖区面貌。做好无证经营餐饮

单位的排摸和整治，全年完成无证照食品

经营户整治１３户（其中关闭６户），疏导
办照１０４户，无证照立案查处５３户，罚没
款９０万余元，确保辖区餐饮单位不发生
集体性食品安全事故。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落实第四级综合
管理联席会议制度，推进物业党建联建，

推行居委会、业委会交叉任职和符合条

件的业委会成立党的工作小组，发挥党

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四驾马

车”作用。完成到期业委会换届改选 ３
个，明确换届时间节点２个，住宅小区业
委会组建率 ９４％。建立网格化管理员
联系小区、城管执法人员联系社区和居

委会与城管联系等制度，住宅小区网格

化管理覆盖率和城管执法联系率均达

１００％。落实小区综合整治和小区实事
项目，完成１０个小区共９４幢楼旧房综
合改造和７个小区二次供水改造工程，
配合实施住宅小区停车专项计划。开展

“星级保安”评比，提高服务社区积极

性。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发放垃圾

分类以奖代补奖励１４３６万元。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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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５月５日，友谊路街道举办纪念“五四”运动骑行活动 友谊路街道／提供

■平安建设　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要求，完善街道辖区分片、网络化安

全监管模式，开展“四级五覆盖”［即在

市、区县（开发区）、乡镇（街道、工业园

区）和行政村（社区）四级实现“党政同

责”全覆盖；“一岗双责”全覆盖；“三个

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

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全覆

盖；政府（行政）主要负责人担任安委会

主任全覆盖；各级安委会定期向本级纪

检、组织部门报送安全生产情况全覆盖］

和“五落实、五到位”（即各类企业必须

落实“党政同责”要求，明确董事长、党

组织书记、总经理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共同承担领导责任；必须落实安全生

产“一岗双责”，明确所有领导班子成员

对分管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承担相应职

责；必须落实安全生产组织领导机构，成

立安全生产委员会，由董事长或总经理

担任主任；必须落实安全管理力量，依法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配强注册

安全工程师等专业安全管理人员；必须

落实安全生产报告制度，定期向董事会、

业绩考核部门报告安全生产情况，并向

社会公示；必须做到安全责任到位、安全

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

位、应急救援到位）工作，居委与周边单

位、公司与挂靠单位签订安全目标管理

责任书３４８５份，签约率９８％。结合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和“两会”、Ｇ２０
杭州峰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开展

以沿街商铺、生产企业、危化行业、易制

爆企业等为重点的专项隐患排摸治理，

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不留盲点和死角，全

年共检查单位６９３２家次，发现隐患７６２３
项，开具检查通知书８６７份。提升联防
物防技防水平，启动综治信息平台建设，

建立由社区民警、物业保安、居委干部、

平安志愿者等组成的居民区联管队。推

进“科技创安”工作机制，实现人防、物

防、技防协调发展，完成宝钢四村等４个
小区共计２８９扇防盗门改造项目。坚持
滚动排查、集中排查相结合，开展重要节

点专项排查，落实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及重
大信访信息随时报告和零报告制度，掌

握各类信访信息。落实信访工作季度专

题汇报和每月工作例会制度，确保信息

畅通。就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矛盾实

行领导包案，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

要求。

■“五违”整治　建立“１＋７”（１项区级
“五违”整治任务；７项街道自我加压“五
违”整治任务）目标治理体系，打赢补短

板“攻坚战”。完成拆除吴淞污水处理

厂二期地块违法建筑２万平方米，整治
违法经营企业 １７家，“五违”（违法用
地、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

居住）整治工作完成率 １００％。完成东
方书报亭“补短板”工作，率先完成“规

定动作 ＋自选动作”共９个东方书报亭
的清退拆除，妥善安置就业年龄段人员

３人，成为宝山区第一家完成东方书报
亭拆除工作的单位。宝林七村市场完成

改建并正式营业，推进金兴汽配厂、盘古

路等地块整治，金兴汽配厂地块违法搭

建基本消除。至年末，共拆除违法建筑

３９２处，２９７４５平方米，其中存量拆违数

２７４００平方米，拆除新建在建数２３４５平
方米，拆除率１００％。

■社会治理　缓解出行难题，开展道路
交通违法集中大整治。在１３套违停抓
拍系统基础上，新建７套系统投入使用，
确保主要道路违停抓拍全覆盖。年内共

查处违法停车７９９３７起，纠处行人和非
机动车违法行为２６０６７起，行政拘留４６
人。发动近万人次的“平安马甲”、交通

文明志愿者参与，悬挂宣传横幅、标语

２５０余条，发放宣传资料５９万余份，创
建１１平方公里区级交通文明示范区。
完成宝山医院停车位改建，启动改善学

校周边交通管理的“一点一方案”征集

工作。推进智慧交通建设，开展辖区交

通诱导系统试点，协调推进 Ｇ１５０１等道
路建设。聚焦“治污”提升环境质量，制

定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生态环境建设计划。
至年末，友谊地区平均降尘量降至 ２１
吨／平方公里·月。推进点污染源截污
纳管工作，全部完成计划数１５家。开展
大型餐饮企业安装高效油烟机装置工

作，全年完成３６家，完成率８０％，超额完
成考核目标。聚焦“去消防隐患”，加强

重点安全隐患挂牌整改，制定“一点一策

一方案”，对康乐敬老院、街道敬老院、宝

杨路农贸市场存在的消防隐患进行集中

检查并全部落实整改。推进消防实事项

目，在宝山八村和临江公园小区试点建

设２个微型消防站，提高小区消防安全
防护等级。聚焦“去低效产能”，杉遍实

业、弘益材料、众杨建材市场地块完成整

改。推进宝钢特钢、长寿机械厂、金兴汽

配厂、宝科汽修厂、佳皓工贸等地块整

改。完善人口调控工作考核标准，对群

租采取“零容忍”，群租整治率１００％，实
现街道群租整治无存量、无增量的“双

无”目标。２０１６年第四季度市容景观管
理水平群众满意度测评在全市１１９个中
心城区的街镇中排名第１８位。

■党建工作　以纪念建党９５周年为契
机，组织开展“两优一先”和优秀党员志

愿者评选表彰。街道基层理论宣讲团开

展宣讲活动４０余场，宣传先进典型和社
区优秀党员事迹，受众２５００余人次。推
出“老书记课堂”，组织新老书记“师徒

结对”带头上党课活动，宝林二村党总支

书记王立芳的“立方工作室”课程被市

党建服务中心党员远教平台录用。推进

区域化党建工作，深化五大主题项目（正

能量工作坊、服务大篷车、亮点银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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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连连看、积分兑兑换）。至年末，共开

展正能量工作坊１１期，申报亮点银行项
目７６个，驶出服务大篷车６４次，积分兑
换６００余人次。社区单位累计参加服务
连连看活动１６３次，参与在职党员２９０９
人次。推进党建带群建，推进“红帆港”

党群指导站，２个服务站和１７个活动站
建设，建设谊家志愿者直通车、馨苑巾帼

服务中心、青年中心、职工服务分中心等

枢纽型社会组织基地。召开街道党代表

会议，按照结构比例要求，严格遵循民主

程序，选出１７名街道党代表参加区党代
表会议。

表３１ ２０１６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西朱新村 ７１５ １８８６ 西朱新村６４号 ５６６７８１４８

海滨新村⑴ １６１６ ３６３４ 海滨新村６７号乙一楼 ５６５６２１８３

海滨新村⑵ １１７４ ２７４７ 海滨新村１２１号西侧 ５６５６０１２７

海滨二村⑴ １６５８ ３８８９ 同泰北路２２７弄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００５３

海滨二村⑵ １１１０ ２６６２ 海滨二村９５号西侧 ６６６５０７２２

海滨三村 １４３８ ３３７０ 海滨三村４５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６０６４８

海滨四村 １２２９ ３００５ 海滨四村３５号 ５６５６０９５０

牡丹江路 １９２９ ４６３６ 海滨六村１３号２楼 ５６５６９８７２

海滨八村⑴ ９７３ ２３７１ 海滨八村５０号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海滨八村⑵ ４５２ １２３０ 海滨八村５号１０１～１０３室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三 营 房 １４５６ ３７４６ 前三营房８８号 ５６１７２３２８

永清新村 １９１８ ４６２６ 永清新村１１８号 ５６５６７０１０

永清二村 １４３５ ３３７１ 永清二村１１６号 ５６５６５２４９

海江二村⑴ １２７８ ２９７３ 海江二村３６号 ５６５７８０３３

海江二村⑵ １０１３ ２４４４ 海江二村１５３号 ５６１６３０７７

海江新村 ８９０ ２２３９ 塘后路２０３弄２２号 ５６５６３９４８

吴淞新城 ４６２ １０５４ 班溪路５５弄８２号 ５６８４０２６５

吴淞三村 ４３３ ９９０ 吴淞三村３３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４８０１

淞新 ８３８ ２０４４ 淞滨路１６５弄１号 ５６８４９７２４

和丰 １２１７ ３４２０ 淞滨路７０弄８号 ５６６７００５６

桃园新村 １２３８ ３１０４ 桃园新村２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４７０２３

长征新村 ６３３ １６４８ 长征新村８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３２７０

一纺 ５２０ １３９５ 淞滨西路８１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５６１７

二纺 ８６２ ２４１１ 宝林雅园５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８４５１

李金 １２５２ ３１９８ 淞滨支路４０弄２号１０３室 ５６８４９３５８

泗东 ７２３ １７４９ 泗东新村２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７９２５６

淞西 ４９１ １２４５ 同济路６０弄４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３７１６

集体户 ６７ １７２０ — —

（赵　欣）

■宝乐汇正式开业　（参见“钢铁业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开展“旋风二号”专项整治行动　友
谊路街道城管中队根据区域内季节性的

流动设摊、夜排档、居住区装修高峰等违

章行为高发实际情况，在５月４日至１０
月３０日期间开展“旋风二号”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整治期间共查处各类案件

３６０余起；受理各类投诉８００余起，违法
搭建投诉 ３００余起；发出各类整改单
１２００余张；拆除清理广告牌灯箱 ８０余
个、破损店招店牌１２０余处；组织各类集
中专项整治６０余次；拆除各类违法搭建
共２００００多平方米；完成各类保障任务
近２０次。通过整治，区域环境面貌在可
控的基础上有较大提高。

■开展“星级保安”评比活动　为落实
市委“１＋６”文件精神，创新社会治理加
强基层建设，发挥辖区物业保安在社会

治安中的积极作用，友谊路街道开展第

二届“星级物业保安”评选活动，并新增

“星级物业岗亭”的评选。前期由３７个
居委会推荐，共４０位保安和１９个岗亭
入围评选活动，经过派出所、居委会及相

关部门的层层审核，最终表彰２５位“星
级物业保安”和６个“星级物业岗亭”。

■推出“老书记课堂”　友谊路街道“立
方工作室”自成立以来，以党务干部培

训、党建工作督导为主要内容，以“三堂

一督”为载体，即“老书记课堂、老书记

坐堂、老书记学堂、老书记督导”，通过在

工作上“督”、在经验上“传”、在困难上

“帮”、在形象上“带”，发挥带教书记教

师、医师、军师“三师”作用，提升队伍培

养素质。９月２１日，友谊路街道在社区
党建服务中心五楼会议室举行居民区党

组织书记“师徒结对”仪式，２１名新书记
与１３名老书记通过现场扫描微信二维
码的形式进行师徒签约，结成对子。“老

书记课堂”组织新老书记“师徒结对”带

头上党课活动，点对点个别指导、面对面

出谋划策、手把手言传身教，在党组织换

届、居委会选举、突发事件处置等重要工

作中给予指导。宝林二村党总支书记王

立芳的“立方工作室”课程被市党建服

务中心党员远教平台录用。 （王莉莉）

吴淞街道
■概况　吴淞街道位于宝山区东部，东
临长江、黄浦江，西沿北泗塘与杨行镇毗

连，南起长江路延伸至东海船厂南围墙

与淞南镇接壤，北到双城路与友谊路街

道相邻，面积７５２平方公里，下辖２７个
居民委员会。至年末，有户籍２９０２０户、
７２８０７人，分别比上年减少３３７户、１１２４
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２６５７２人，减少
３４０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１００％，人
口出生率 ５７５‰，人口自然增长率 －
２７１‰，人口密度 ９６８２人／平方公里。
街道党工委下辖行政党组、社区党委、２６
个党总支、１６８个党支部，在册党员５７０２
人。辖区内共有各类法人单位１０００余
家、学校２６所、驻地部队２２家，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１个、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１个、社区健身苑点５４个、公共运动
篮球场２片、百姓健身房１个、健身步道
２条、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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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服务中心１个，图书馆
１座。年内，街道获评上海市食品安全
示范街镇、上海市文明社区、上海市民族

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上海市双拥模范街

道等称号。街道办事处地址：淞滨路

３８５号。

■旧区改造　海滨新村成套改造累计完
成４２幢（总量５０幢），桃园新村成套改
造竣工１幢。吴淞西块９０号地块拟拆
迁３５３证，签约３３４证，安置房工程进入
地面施工阶段；９１号地块拟拆迁３８４证，
签约３２０证。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１日，吴淞街道党工委举办“五色党建项目”评比表彰暨街道ＡＰＰ上线仪式
吴淞街道／提供

■开展“三治两去、五违四必”整治　聚
焦“治违”，完成五钢带征地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清退企业１５户，拆除违章建筑
３１６万平方米，清退违法居住人员 ９９１
人，处置废弃物９３００余吨。推进塘后支
路地块环境综合整治，开展西朱新村和

吴淞新城“无违建小区”创建，拆除小区

违法建筑２１０３平方米。聚焦“治堵”，推
进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悬挂道旗

２００面、宣传横幅３００余条，发放宣传资
料４５万余份，发动１５８２人次志愿者参
与交通文明宣传。开展非法客运专项整

治，查处非法客运车辆９８辆，安装电子
违停监控探头７套。聚焦“治污”，做好
环保督查工作，完成１１家企业截污纳管
和５５家大中型餐饮企业高效油类深化
装置安装任务。聚焦“去消防隐患”，完

成明珠养老院等６家重点消防隐患单位
全年整改任务，提前实施２０１７年消防隐

患整改任务，完成吴淞环岛花鸟市场消

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聚焦“去低效产

能”，拆除步云区域违法建筑７８００平方
米并实施封闭式管理，开展淞浦路渔码

头整治。

■就业与社会保障　推动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向居委会延伸，依托“宝山吴淞”

ＡＰＰ，优化服务内容和办事流程。实施
增能“ｅ＋１”创业就业公益项目，全年城
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３０３０人（目标在
３１９０人以内），扶持成功创业 ６５人，其
中３５岁以下青年３４人（目标５０人），创
业带动就业 ２９６人，举办专场招聘会 １
场，参加职业见习青年１人，专家指导服
务６５人次。低保救助１３０２０人，比上年
减少１５７４人，发放资金９７９０４万元，增
加１１８０９万元。享受廉租房６１９户，发
放资金１５６８４万元。医疗救助２３３人，
发放资金 ６１０５万元。节日补助 ４６１７
人次，发放资金１０６６万元。重残无业
２３０５人次，发放资金２５６０４万元。发放
粮油帮困卡５３７９人，发放资金３６８１万
元。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４７８６人，发放
资金４３２９万元。支内回沪补助 ７５１５
人，发放资金５１４３５万元。发放残疾人
两项补贴 ９９３８人次，发放资金 ２７９７５
万元。制作就医记录册５１８６本，门诊大
病登记２１０５人次，市民互助医疗帮困缴
费８００人次，金额１０３８万元，居保缴费
１９２５人次，金额３６２２万元。

■推进社区自治共治　加大社会组织

扶持培育力度，推行公益项目闭环式管

理实施办法和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完成

１１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评审签约，探索
人民调解第三方服务，拓展安全生产监

管和市容环境管理第三方服务。组织

实施“浓浓关爱情”、就业扶持增能计划

和“关爱功臣”等公益性服务项目，筹建

街道物业指导中心。“七彩星”培智公

益发展中心关爱自闭症儿童案例入选

上海市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优秀案

例。开展“满意在楼组、楼组微自治”主

题活动，落实居委会依法协助行政事务

清单制度和印章使用范围清单制度，形

成三营房居民区在职党员议事会、泗东

居民区“开心农场”、牡丹江路居民区

“服务在心、平安永翼”等基层自治共治

品牌。

■社区文化建设　组织参加第二届市民
运动会各项比赛，举办市民文化节系列

活动１６０余场，１２万余人次参加。实施
“老来乐”文化服务公益项目１３４余场，２
万余人次参加，开展社区文艺团队才艺

展示、社区文艺培训、社区巡回展演、慰

问敬老院活动、大型文艺主题活动、社区

文艺骨干培训六大活动。组织金波浪艺

术团及社区文艺团队深入社区举办各项

文艺培训、展演以及街镇优秀节目配送

演出，金波浪艺术团获宝山区群众文化

五星级示范团队。

■平安建设　推进上海市平安社区创
建，完成社区综治中心建设，推进“平安

宝山智联网”建设，实现街道、居民区与

区综治信息平台三级联网基本全覆盖。

实施居民小区“安居卡”工程，抓好春节

期间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管控工作；做

好人口综合调控，外来人口总量比上年

下降 ２３１％。做好春节、全国“两会”、
Ｇ２０杭州峰会、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等
重要节点期间信访稳控工作。加强安全

监管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

“四级五覆盖”［四级：市、区（县）、乡镇

（街道）、行政村（社区）；五覆盖：是否制

定“党政同责”有关文件，进一步加强各

级党委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是否按

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地方各级党

委、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安全

生产工作职责，是否由政府主要负责人

任安委会主任，安全监管部门是否定期

将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完成情况向组织部

门报告，同时抄报纪检监察部门，是否按

照“三个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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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

要求，明确相关行业部门的安全监管职

责］工作要求，完成３００家重点监管单位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签约工作。抓好罗

吉冷藏、沪客隆等重点单位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推动富驰高科有限公司拆违及

消防安全集中整治，加强消防安全、交通

安全“五进”（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

进单位、进家庭）工作，推进居民区微型

消防站建设。抓好司法行政工作，依托

“宝山吴淞”ＡＰＰ开设“司法之窗”，通过
线上线下开展“最美人民调解员”评选

活动（通过申报推荐、网上投票、逐级审

核、评审小组测评等多个环节，沈英等

１０名同志获此称号）。成立全区首支全
部由社区服刑人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

“新晖”社区服务队，全面推广社区学法

导读小组。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４日，吴淞街道举办庆祝建党９５周年暨区域化党建文艺展演活动 吴淞街道／提供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吴淞口创业园开园 吴淞街道／提供

■党建工作　深化“双报告”（党组织报
告融入区域化党建和参与社区共治的情

况；党员报告到居住地党组织报到和参

与社区活动的情况）和“双报到”（驻区

单位党组织到社区报到；在职党员到居

住地的居民区党组织报到）制度，年内有

１８４家驻区单位党组织参加街道区域化
党建联合会，提供单位党建服务特色项

目２１２个，区域化党建工作延伸到２７个
居民区。社区党建服务中心新址投入使

用，深化“党建服务超市进社区”活动，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示范点“双拥小苑”

建设。举行“五色党建项目”评比表彰

暨街道ＡＰＰ上线仪式，并对居民区特色
党建工作项目“一居一特”进行授牌。

通过现场投票和成果展示，评选出橙色

党建项目———永清新村文化搭台“赚民

心”等５个社会治理创新最佳项目奖和
二纺“六上门”（困难家庭帮助上门、失

业人员关心上门、矛盾纠纷调解上门、外

来人员服务上门、重点人员联系上门、居

民要求答复上门）工作法等５个入围奖；
绿色党建项目———“家有爸妈”智慧养

老服务中心及街道社区文化中心获优秀

社会组织奖，金色党建项目———百个优

秀党支部、百名优秀党支部书记，蓝色党

建项目———街道党政办等５个科室获社
会治理创新指导奖，红色党建项目———

江苏银行上海宝山支行等７家单位获社
区共建先进单位。

■举办纪念建党９５周年区域化党建文
艺展演　６月２４日，街道举行“党建同
心幸福梦圆”庆祝建党９５周年暨区域化
党建文艺展演。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朱礼福出席活动并讲话。通过文艺展

演，全面展现吴淞区域化党建成果，集中

表彰一批在地区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先进党组织和党员，激励地区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以“两学一做”专题教育

为契机，推进美丽吴淞、幸福吴淞建设。

■完成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国家日”活
动参观任务　１１月２３日，世界卫生组织
官员和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各国参会代表

部分人员来到永清路小学、吴淞街道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参观考察，与孩子们一

起参与交通安全体验馆、石绘活动，与西

朱居委会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居民一起玩

斗空竹。街道成立由主要领导为责任人

的筹备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完成参观

点布置、志愿者队伍组织、市容环境综合

整治、社会面治安防控等各项任务。

■举办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　围绕全市
２０１６文化服务日的主题，年初开展社区
文化服务日大型活动，精心策划演绎社

区文艺团队展示、市民沪剧展演、十字绣

作品展和社区文化活动图片展、声乐培

训、舞蹈培训、排舞培训、时装表演培训、

沪剧沙龙、体育健身共１０项专题活动，
吸引辖区内２７个居民区的２０００余人参
与。街道还组织居民参加中国传统工艺

（剪纸大赛）、“回家吃饭”市民烹饪大赛

等赛事，充分展示社区群众文化建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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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文化风采。

■开展“满意在楼组、楼组微自治”主题
活动　深化楼组党建工作，有效提高党
建楼组覆盖率，成立党小组的楼组数达

到１３７６幢，占总量的 ８５％。开展楼组
党建“三级梯次”创建，探索楼组“微自

治”试点工作，各居民区选取１幢楼组
试点楼组“微自治”，逐步形成特色楼、

党员先锋楼、党员示范楼“三级创建”梯

次，年内已全部实行挂牌上墙。

■吴淞口创业园正式开园　１０月 ２８
日，吴淞口创业园正式宣告开园迎客，首

批２０家具有高新技术含量的企业和项
目入驻园区。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

宝山区区长范少军，副区长夏雨、吕鸣等

市、区领导出席仪式。吴淞口创业园产

业定位以科技创新为主，以创新金融和

文化创意为辅，立足于成为宝山产城结

合的典范，首期开发约３３３３公顷（５００
亩），未来总规模预计约约２６６６７公顷
（４０００亩）。 （赵　欣）

表３２ ２０１６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虎林 ２４５３ ４２３５ 泗塘一村１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９２３

泗塘 ２１３８ ３１２９ 泗塘一村６７号 ６６２０９１０１

新桥 １９１４ ４０６３ 革新路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５４０

虎二 １７５３ ３８９９ 泗塘二村２８号－１ ５６９９８１５１

振兴 １６９４ ４３０９ 泗塘二村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７４３６１２

泗塘三村 ２３９８ ２６８４ 泗塘三村５号 ６６２２７１０３

泗塘四村一 １６４３ ３３０３ 泗塘四村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９３０３６

泗塘四村三 １９４２ ２２５５ 长江西路１１６０弄２０／１０４ ６６２０５８１８

泗塘五村一 １３５１ ２３１６ 泗塘五村３４号 ６６２０１９６０

泗塘五村二 １８９４ ２０８４ 泗塘五村１７１号 ６６２０５６１３

泗塘六村 １５０１ ３４０１ 泗塘六村５２号乙 ５６７４４４４１

泗塘七村 ２０５５ ３７１０ 泗塘七村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４７９４

泗塘七村三 １１２８ ３６９９ 虎林路９９弄７５号２楼 ６６２１５７２６

泗塘八村 ２０６８ ３４９８ 泗塘八村１３－１号 ６６２２００２４

呼玛一村二 １７０４ １５５２ 呼玛一村５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１

呼玛一村三 ２０６１ １３０１ 呼玛一村１０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０

富浩 １０３８ ４２０７ 虎林路８００弄１９号３楼 ３６１１０３４９

通河一村 ４１７２ ６９７３ 通河一村１０９号 ３６１１１１３２

通河二村 ４０５２ ５６９８ 通河二村６０号 ６６２０９９０８

通河三村一 ２０５３ ３５０１ 通河三村１５号甲 ５６７６５４３５

通河三村二 １３８９ ２４３２ 通河三村１０９号 ５６７６２８１３

通河四村一 １２０７ ２１７３ 通河四村３０号 ５６７６２８９９

通河四村二 １５０４ ３５４５ 通河四村５５号 ５６７４２４５４

通河六村一 １７９３ ２６１３ 通河六村１３９号 ５６７４３６８４

通河六村二 １５９３ ３０２６ 通河六村２４５号 ５６７６２４７０

通河七村一 １２４８ ２１５４ 共江路７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５

通河七村二 １３８０ １９３７ 爱辉路２８弄２２号 ５６７３２８０４

通河八村一 １０６２ １７６１ 通河八村７１号 ５６７６２７３７

通河八村二 １０８３ １８４４ 通河八村１５０号 ５６７６２９００

通河八村三 １０９８ ４３２９ 通河八村１９０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３

通河九村 ２４１８ ３１２２ 通河九村５８号 ５６７３０９７０

呼玛二村一 ２０２７ ３２１２ 呼玛二村１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７９１

呼玛二村二 １９２６ ２４３２ 呼玛二村２１２号 ６６２１００１８

呼玛三村一 １９１１ ２０８９ 呼玛三村３７７号 ５６７５９７０６

呼玛三村二 １３５１ １３９１ 呼玛三村１９６号甲 ５６７５４８４９

呼玛三村三 １０４７ ３１２５ 呼玛三村４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３１９１

呼玛三村四 ５８２ ３５１２ 呼玛三村１１０号 ５６７６９６７８

呼玛四村 ２００７ １６４２ 呼玛四村７４号 ６６２１０３３６

呼玛五村 １５３９ ２６３０ 呼玛五村４号 ５６７４２４４５

三湘盛世家园 ８１３ ６１４ 一二八纪念路６８８弄１８号 ６６９８５０３９

（陈华剑）

张庙街道
■概况　张庙街道地处宝山区南部，东
起西泗塘与淞南镇为邻，西至共和新路

与庙行镇毗连，南迄一二八纪念路与高

境镇接壤，北临?藻浜与杨行镇相望，辖

区面积５１９平方公里。街道下设３３个
居民区，４０个居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６９９９０户、１１９４００人，分别比上年减少
１７６３户、１７６３人；常住人口 １６５２１０人，
减少 ５８０４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２３００３人，减少４２２人。户籍人口自然增
长率－３５７‰，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 －
２８７‰，计划生育率９９７６％，人口出生
率７０８‰，（户籍）人口密度 ２３００６人／
平方公里。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１０１５个，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 ３４所，二甲医院 １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２个，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１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１
个，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１个，社区
党建服务中心１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１
个，社区综治中心１个，物业服务指导中
心１个，图书馆２个、分馆１０个。建有
公共运动场 ３个，居民健身苑（点）６５
个。街道党工委下辖３２个党总支、１６５
个党支部，登记党员 ８３２７人。年内，街
道获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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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示范街道、上海市文明社区、上

海市安全社区示范单位、上海市全民健

身先进社区、上海市科普示范街道、上海

市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上海市志愿

服务先进集体等称号。街道办事处地

址：呼玛路８００号。

■“美丽张庙”建设　推进“美丽张庙”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形成“拆、建、管、

帮”并举的“张庙模式”，累计拆除小区

违法搭建１３７１户、１２４３０平方米，封堵破
墙开门开店 ３００７户。清运建筑垃圾与
生活垃圾４５２８吨，整治“群租”及清退违
法居住２８０余人，取缔违法经营３１处，
消除火灾隐患４８处。投入约７０００万元
财政资金推进社区环境“微更新”，统筹

推进小区配套实事项目建设。完成小区

３条道路“白改黑”及拓宽改造１８００米、
新辟小区人行步道２７２５米、新装路灯２８
处，补种绿化１０７万平方米、改造提升
绿地１１７万平方米、改造小区积水点１
处、改造排水沟１８２６米，新建新能源汽
车充电站１个，安装电瓶车安全充电设
施１１６组、简易晾衣架９２６套，新增小区
健身步道 ６条、小区花园健身点 ４个。
新增机动车停车位１０２６个、非机动车停
车位３３９１个。完成小区二次供水改造
７５万平方米、社区电表改造９１０６户、煤
气内管改造１０００６户，６万余户家庭生活
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五违四必”整治　以呼兰路以北地
块为重点，开展“五违四必”（违法用地、

违法建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违法居

住，安全隐患必须消除、违法无证建筑必

须拆除、脏乱现象必须整治、违法经营必

须取缔）统一整治行动，拆违９４６６平方
米，消除污染源２处、安全隐患７处、违
法经营企业４家，清除违法居住３４人，
基本实现“两年任务一年完成”。推进

呼玛路市容环境示范道路创建，制定包

括环卫设施、道路绿化、立面规范、灯光

广告、“三合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

营在同一空间内）安全整治等在内的１０
大项１８子项的创建标准，强化街面市容
环卫常态化管理，整治“三合一”安全隐

患。完成通河一村西大门门口和虎林路

长江西路西北角两处东方书报亭拆除整

治工作。推进新星工业园区及交运纪?

路码头转型发展。“智航创新园”（原华

怡宾馆）改造建设开工。

■民生与社会事业　张庙养老院通过
竣工验收并投入运行，建成通河一村、

通河三村、通河四村、通河八村一、通河

八村二、泗塘一村、泗塘五村、泗塘六

村、泗塘八村、呼玛一村、呼玛二村等１１
个居民区“异香家苑”为老综合服务分

中心或服务点，基本形成１５分钟“为老
服务生活圈”。向 ８５岁以上老人发放
四脚拐杖和防滑垫３２００组，实现８５岁
以上老人家庭“银龄宝”为老服务热线

全覆盖。完成适老房改造 ２６家，开展
残疾人居家养老，６８人享受居家生活护
理，残疾老人适老房改造 ３４家。完成
泗塘二村振兴居民区 ７７个楼道、虎二
居民区８４个楼道、泗塘三村居民区７０
个楼道的扶手安装。推进泗塘地区旧

改项目，年内完成泗塘一村革新路南块

４１号、４２号、５２号甲、５２－１号、５３号
甲、５３号、５７号 ７个门号成套改造，泗
塘一村４８号、４９号及泗塘二村１６号、
１７号处于施工阶段。革新路北块旧改
一期项目完成第二次意见征询，１２月
２５日启动签约，涉及５幢７个门号１８３
户居民家庭，签约率９５％。推进困难群
体“五色分类管理服务”，制定“红、橙、

黄、绿、蓝”五色分类标准，将 １２万余
户困难家庭纳入常态化管理服务，实施

差别化、个性化的帮困救助管理服务。

加强就业创业扶持，成立博济智汇园创

业就业实训基地，城镇失业登记人员控

制数５３２８人（指标数５４２２人），帮扶引
领成功创业６７人（指标数５５人），带动
就业１８８人次，其中 ３５岁以下大学生
３５人（指标数３３人），启航计划失业青
年就业７３人（指标数７３人）。启动第
六轮经适房申请受理工作。

■社会治理　落实网格化管理进社区，
完善网格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实现３３个
居民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站全覆盖。依托

网格化管理进社区，推动城管执法、绿化

市容、房屋管理等下沉力量融合发展。

提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功能，年内培育

本土社会组织４家，引进专业社会组织３
家，弥补社区在助困助残、文化体育、矛

盾化解等公共管理和服务中的资源不

足。推广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下沉延

伸服务，３３个居民区“社区事务受理点”

投入运行，依托３３个居民区“社区事务
受理点”，推行劳动保障、社会救助、残

联、计生、副食品补贴等５大类１３个事
项下沉居民区，居民区“一站式”下沉服

务推广率达到７０％。在５个居民区开展
智慧社区“未来政务云”建设试点，完成

２０个居民区“一门式”服务设施改造。
完成近３万名６５岁以上老人老年综合
津贴卡集中办理发放工作。制定居民区

“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和“日常工作经

费”使用管理办法，实现居民区平均经费

不低于２０万元。完善社区共治架构体
系，召开社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社区委

员会和４个专委会，由党政机关、居民
区、驻区单位、社会组织４个界别协商推
选产生的１０２名社区代表人士参会。规
范居民区家园自治理事会建设，推出“邻

动”锦辉、和谐“汪”家园等一批自治特

色项目。小区业主委员会增加到６７个，
组建率９０％。

■公共安全　围绕创建国际安全社区，
完成区级挂牌的４个消防高风险点整改
销号，建设２个居民区微型消防工作站，
完成３２个自行车车棚电动车充电装置
安全改造。推进平安智联网建设，更新、

添置小区监控探头９５７个，１７个小区实
时图像监控系统投入运行，小区门禁管

理系统实现全覆盖。加强实有人口管

理，落实人口调控“１＋９”措施。强化综
治“五联”（矛盾联调、问题联治、治安联

防、人员联管、平安联创）工作及信访维

稳，聘请一批专业律师和社区“老娘

舅”，在３３个居民区全面开展法律服务
进小区和人民调解员进小区活动，矛盾

化解率提高到９９３％。

■区域化大党建　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开展纪念建党 ９５周年系列活
动，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片，寻访

红色记忆，展示党员风采等。开展微党

课、微服务、微事迹、微积分和微平台

“五微”工作。加强“社区党建理事会”

平台建设，构建区域化党建“专委会 ＋
网格片区”模式，举办“共建五型社区、

同创美丽张庙———白衣天使在身边”主

题活动，以及“慈善爱心桥、就业快车

道、健康帮帮医、金融 ＡＢＣ、快乐驿站”
等公益项目服务活动，受益群众约３万
人次。深化居民区楼组党建，发挥社区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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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示范引领作用，２１８６名党员志愿者
认领９个类别的志愿服务岗位。完善
网格化、组团式服务，开展组团式服务

１９２次，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１１６个。
依托党建服务中心平台，建立１个群团
指导站、１０家党建服务站、２个群团工
作站。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张庙养老院投入运营 张庙街道／提供

■精神文明建设　深化文明小区、文明
单位创建，５８个文明小区、４个文明单位
接受创建验收。做好城市文明进步指数

综合测评。完成区“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
物”推荐工作，开展“相亲相爱一家人”

作品征集活动。开展“党的摇篮·光荣

城市”主题巡展活动，打造虎林路（长江

西路至共江路）主题宣传一条街。保持

与武警上海政治学院、海军某部等１３个
共建部队的军民共建。开展交通文明志

愿者执勤活动，１５０００余人次志愿者参
与。加强志愿服务中心建设，获评“上海

市百家社区志愿服务中心”达标单位。

开展学雷锋活动，在张庙科普健身广场

主会场及泗塘三村、虎林、通河七村二居

民区等３个分会场，开设近１００项便民
为民服务项目。举办第六届张庙社区

“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开展“异香

大舞台”“文化大篷车”“健身大联赛”等

系列活动近１００场，其中舞蹈、戏曲、合
唱等专场演出３０场，排舞、乒乓球、体育
舞蹈、拔河、社区九子、篮球、象棋等体育

专场比赛 ２０场。为 １８个居委安装 ２５
块小区电子屏。完成泗塘五村科普长廊

建设。

■博济智汇园创业就业实训基地成立　
５月１８日，博济智汇园就业实训基地成
立。街道依托基地加强社区无业、失业

人员技能培训，开展以“乐业上海、创赢

宝山”为主题的参观、咨询、招聘会、讲座

等系列活动共１２场，搭建企业和求职者
双向平台。

■举办第六届张庙社区“老街·新居”
市民文化节　４月２９日，第六届张庙社
区“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开幕，１１月
下旬闭幕，历时半年。共开展“异香大舞

台”“文化大篷车”“健身大联赛”等系列

活动近１００场，其中舞蹈、戏曲、合唱等
专场演出 ３０场，排舞、乒乓球、体育舞
蹈、拔河、社区九子、篮球、象棋等体育专

场比赛２０场。

■举办“共建五型社区、同创美丽张
庙———白衣天使在身边”主题活动　５
月１１日，张庙街道举行“共建五型社区、
同创美丽张庙———白衣天使在身边”活

动，表彰辖区内的仁和医院、老年护理

院、泗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江西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的“双十佳”（十

佳护士、十佳医生）医护人员，庆祝第

１０４个“５１２”国际护士节。

■开展“相亲相爱一家人”作品征集活
动　街道向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报送
作品１９篇，其中《我们小区的美“好”家
庭》《服务他人，就是服务自己》等 ５篇
优秀作品被区采纳录用，发布在“宝山文

明”微信平台，宣传好家庭、好家教、好

家风。

■张庙养老院投入运行　１０月，张庙养
老院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运营。该养老

院位于长江西路１１８１号，共７层，总建
筑面积５８８９平方米，集医疗、护理、生活
和娱乐多项功能为一体，共设置养老床

位１６４张，优先安排辖区内孤老、独居老
人、失独老人和低收入困难老人入住。

（陈华剑）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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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名录·荣誉榜
■编辑　陈　亮

人物
■汪　泓　女，１９６１年４月

生，江苏南京人，研究生学

历，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１９８３年 ７月参加

工作，１９８２年７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１９７９年 ～１９８３年

在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管

理工程系企业管理专业学

习。１９８３年 ～１９８６年为上

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管理工

程系助教。１９８６年 ～１９８７
年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企业管理工程系企业管理教研室副主

任。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工程系党总

支副书记。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２年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工程

系党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其间：１９９２年１月 ～５月为加拿

大滑铁卢大学访问学者）。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任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管理工程系主任、系党总支书记。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５年任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助理、管理工程系主任。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６

年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助理、管理学院院长。１９９６年 ～

１９９８年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管理学院院长。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０年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上海市总工会副主

席。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１年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管理学院院

长。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任中共宝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

记、副区长、代区长。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任中共宝山区委副书

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２０１３年７月起任中共宝山区委书

记（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换届再次当选）。

汪泓是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上海市第

十届、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第九次、第十次、第十

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

四届人大代表。

■范少军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生，江苏邗江人，大学学历，工商管理

硕士，高级审计师。１９９２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２年在上海建材学院管理工程系

管理工程专业学习。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６年为上海市审计局基建

审计处干部、科员（其间：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３年上海电炉

厂挂职锻炼；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４

年上海审计事务所挂职锻

炼）。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任市

审计局团委副书记。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０年任市审计局外

资审计处副主任科员、主任

科员。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２年任

市审计局金融审计处副处

长。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任市

审计局人事处副处长。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６年任市审计局国有资

产鉴证审计处处长。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８年任市审计局人事处处

长。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５年任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任中共普陀区委常委、副区长。２０１６年８月起任中

共宝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２０１６年８月当选为宝

山区政府区长（２０１７年１月换届再次当选）。

范少军是中共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李　萍　女，１９６２年１０月

生，上海市人，中央党校大学

学历，政工师。１９８２年７月

参加工作，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加入

中国 共 产 党。１９８０年 ～

１９８２年在上海第二幼儿师

范学 校 学 习。１９８２年 ～

１９８４年为嘉定县职工幼儿

园教师。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９年

任嘉定县嘉定镇团委书记。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２年任共青团
嘉定县委常委、青工部部长、青联秘书长。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４年

任共青团嘉定区（县）委副书记、青联副主席。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７

年任共青团嘉定区委书记。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８年任嘉定区真新

新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１年任嘉

定区真新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２００１年任嘉定区娄塘镇、朱

家桥镇“撤二建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３年任

１４３



嘉定区娄塘镇党委书记。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年任青浦区副区长。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３年任中共青浦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任中共青浦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２０１６年

９月起任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当选为

中共宝山区委员会委员。２０１７年１月当选为宝山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

■丁大恒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生，山东蓬莱人，大学学历，经济学学

士，讲师。１９８４年８月参加工作，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４年在山东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

习。１９８４年～１９９３年为中共上海市上海县委党校教师、管理

教研室主任。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５年任中共闵行区委党校管理教

研室主任。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８年任闵行区北桥镇党委副书记。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任闵行区华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３年任闵行区颛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０５年任南汇区副区长。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任南汇区副区长、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９年任中共南汇区

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任中共宝

山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

记。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任中

共宝山区委常委，区政府党

组副书记、副区长，区行政管

理学院院长（兼）。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任中共宝山区委

委员，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

区长，区政协党组书记，区行政管理学院院长（兼）。２０１２年１

月起任中共宝山区委委员，区政协党组书记。２０１２年１月当

选为宝山区政协主席（２０１７年１月换届再次当选）。

丁大恒是上海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区委组织部）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中共宝山区委

■中共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书　记　汪　泓（女）

副书记　方世忠（２０１６７免）　范少军（２０１６７任）

周志军（２０１６９任）

常　委　汪　泓（女）　方世忠（２０１６７免）

范少军（２０１６７任）　周志军（２０１６９任）

夏　雨（２０１６９免）　章俊荪（２０１６２免）

周德勋（女，２０１６９免）　吴延风（２０１６８免）

杜松全　王晓诚（２０１６９任）　郭孝喜　朱礼福

沈伟民　苏　平（２０１６９任）　李　峻（２０１６９任）

袁　罡（２０１６９任）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大恒　丁建华（女）王国君　王晓诚（２０１６９任）

牛长海　 方世忠（２０１６７免）　方建华　朱礼福　

贡凤梅（女）　杜松全　李　明

李　峻（２０１６９任）　李远锋　杨卫国

杨立红（女）　 连正华（２０１６１０调离）

吴延风（２０１６８免）　汪　彤　汪　泓（女）

苏　平（２０１６９任）　沈伟民　张　静（女）

张晓静（女）　陆春萍（女）　 陆继纲　陈士达

邵雷明　范少军（２０１６７任）　周志军（２０１６９任）

周德勋（女，２０１６９免）　赵小平　赵婧含（女）

袁　罡（２０１６９任）　秦文波（２０１６１０调离）

夏　雨（２０１６９免）　顾卫俊　徐荣森　郭孝喜　

常积林　章俊荪（２０１６２免）　蒋伟民　程六一　

瞿新昌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１６１１１０选举产生）

书　记　汪　泓（女）

副书记　范少军　周志军

常　委　汪　泓（女）　范少军　周志军　杜松全　王晓诚

朱礼福　沈伟民　苏　平　李　峻　袁　罡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大恒　丁炯炯　王丽燕（女）　王国新　王晓诚

王益群　吕　鸣　朱礼福　孙　兰（女）

贡凤梅（女）　苏　平　杜松全　李　峻

李　萍（女）　李远锋　杨立红（女）　杨金娣（女）

汪　泓（女）　沈伟民　张惠彬　陆春萍（女）

陆继纲　陈云彬　邵　琦（女）　邵雷明　范少军

周志军　赵　平　赵荣根　赵婧含（女）　胡　广

修　燕（女）　贺　卫　袁　罡　顾　军　徐佳麟

蒋伟民　瞿新昌

■区委工作机构

办公室（归口管理信访办公室，与区委政策研究室、区委督查

室合署）

　　　　　　主　任　王丽燕（女）

区委政策研究室

主　任　申向军（２０１６８任，２０１６９免）

区委督查室（２０１６７与区委办合署）

主　任　陈　巍（２０１６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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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办公室　主　任　黄建光（２０１６７免）

张学智（２０１６７任）

组织部（归口管理老干部局，与区编办合署）

部　长　吴延风（２０１６９免）

李　峻（２０１６９任）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沈天柱

老 干 部 局　局　长　朱显武

社会工作党委（与社建办合署）

书　记　沈海敏（２０１６７免）

姜玮枫（女，２０１６７任）

社 建 办　主　任　潘卫国（２０１６７免）

张丽英（女，２０１６８任）

宣传部（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新闻办公室牌子）

部　长　朱礼福

文　明　办　主　任　王佩桦（女，２０１６９免）

李一红（女，２０１６１０任）

新　闻　办　主　任　李友钟（２０１６７免）

孙　晋（２０１６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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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伟民

副部长　刘发林（常务）

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主　任　陈继渭

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　黄忠华（２０１６１０免）

吴华朗（２０１６１０任）

侨务办公室　主　任　黄忠华（２０１６１０免）

吴华朗（２０１６１０任）

政法委员会（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

书　记　杜松全

副书记　赵荣根　袁　罡　沈轶群　陈锡林

６１０办公室

主　任　施　刚

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刘志荣

档　案　局　局　长　奚　玲（女）

档案局党组　书　记　谭柏杉（２０１６９免）

奚　玲（女，２０１６９任）

党史研究室　主　任　陈　亮

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陈　亮

党校（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牌子）

校　长　吴延风（２０１６１０免）

李　峻（２０１６１０任）

副校长　丁建华（女，常务，２０１６９免）

朱少雯（女，常务，２０１６９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所　长　丁建华（女，兼，２０１６９免）

朱少雯（女，兼，２０１６９任）

社会主义学院

院　长　沈伟民

副院长　陈晓峰（常务）

宝山报社（２０１６７规格确定为相当于副处级，为宣传部所属

事业单位）

总　编　肖晓晖（２０１６８免）

宝山报社党组（２０１６８撤）

书　记　肖晓晖（２０１６８免）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人武部政委　郭孝喜

部　　　长　卢建兵

区委接待办公室

主　任　丁顺强（２０１６７免）

范建军（２０１６８任）

■中共宝山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章俊荪（２０１６２免）　王晓诚（２０１６９任）

副书记　金　成（２０１６８免）　商志高

潘惠芳（女，２０１６８任）

常　委　章俊荪（２０１６２免）　王晓诚（２０１６９任）

金　成（２０１６８免）　商志高　潘惠芳（女）

徐　磊（２０１６７免）　曹继洪　金明虎

范娟红（女，２０１６８任）　林　青（女，２０１６８任）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珊（女）　王　芳（女）　王晓诚（２０１６９任）　

仇尚林　朱锦忠　刘　萍（女）　刘志荣　刘建中

吴华朗　邱大德　何　蔚（女）　汪碧云（女）

沈海敏　宋国安　范娟红（女，２０１６８任）

林　青（女，２０１６８任）　金　成（２０１６８免）

金明虎　赵德军　姜　炜　莫新华

徐　磊（２０１６７免）　徐文忠　唐佩英（女）

黄建光　黄雅萍（女）　曹继洪

章俊荪（２０１６２免）　商志高　虞春红（女）

窦恺芳　潘惠芳（女）

■中共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２０１６１１１０选举产

生）

书　记　王晓诚

副书记　商志高　潘惠芳（女）

常　委　王晓诚　商志高　潘惠芳（女）　曹继洪　金明虎

范娟红（女）　林　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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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珊（女）　王秀忠（女）　王炳东　王美丽（女）

王晓诚　朱锦忠　刘　萍（女）　刘一平　刘志荣

苏继文（女）　李一红（女）　邱大德　沈玉春（女）

沈艳兴　张学智　范娟红（女）　林　青（女）

金明虎　姜　炜　姜玮枫（女）　莫荣明　徐　磊

徐文忠　曹继洪　崔海龙　商志高　葛玉华

董　果　窦恺芳　潘惠芳（女）　鞠　焰

■纪委、监察局工作机构

办公室主任　曹继洪

党风政风监督室（区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

主　任　金明虎

宣传教育室　主　任　赵明玉（女，２０１６８免）

杨　燕（女，２０１６８任）

信　访　室　主　任　徐　磊（２０１６７免）

林　青（２０１６７任）

第一纪检监察室

主　任　潘惠芳（女，２０１６８免）

范娟红（女，２０１６８任）

第二纪检监察室

主　任　潘惠芳（女，２０１６１免）

刘一平（２０１６３任）

第三纪检监察室

主　任　顾伟刚（２０１６８任）

案件审理室　主　任　范娟红（女，２０１６８免）

翁癑（女，２０１６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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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静（女，２０１６９免）

李　萍（女，２０１６９任）

人民政府党组

书　记　方世忠（２０１６８免）

范少军（２０１６８任）

人民政协党组

书　记　丁大恒

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　汪　泓

书　记　郭孝喜

副书记　卢建兵

人民法院党组

书　记　汪　彤（２０１６１０免）

王国新（２０１６１０任）

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　记　贺　卫

总工会党组　书　记　吴华朗（２０１６９免）

王丽燕（２０１６９任）

共青团区委党组

书　记　孙　兰（女）

妇女联合会党组

书　记　陆春萍（女）

工商联合会党组

书　记　居根宝（２０１６７免）

潘卫国（２０１６７任）

归国华侨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樊　锦（女）

残疾人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朱顺彪（２０１６７任）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　记　陆继纲

经济委员会党委

书　记　牛长海（２０１６５免）

叶　英（２０１６５任）

商务委员会党委

书　记　顾　英（女，２０１６７免）

叶　强（２０１６７任）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蒋伟民（２０１６７免）

袁惠明（２０１６７任）

科委（科协）党组

书　记　胡　勇

农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高静娟（女，２０１６５免）

常积林（２０１６５任）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

书　记　黄　琼（女，２０１６７免）

蒋伟民（２０１６７任）

宝山公安分局党委

书　记　赵荣根（２０１６１２免）

黄　辉（２０１６１２任）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恽剑锋

民政局党委　书　记　陈　忠（２０１６７免）

贡凤梅（女，２０１６７任）

司法局党委　书　记　魏银发（２０１６７免）

沈海敏（２０１６７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

书　记　吕所良（２０１６４免）

黄雅萍（女，２０１６４任）

财政局党组　书　记　方建华（２０１６１０免）

宋国安（２０１６１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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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局党组　书　记　张晓宁（女）

统计局党组　书　记　王　建（２０１６１０免）

俞　晟（２０１６１０任）

教育局党委　书　记　王　岚（女）

卫生计生委党委

书　记　陈国华（２０１６７免）

杨立红（女，２０１６７任）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

书　记　曹正兴（２０１６５免）

王一川（女，２０１６５任）

体育局党总支（２０１６１撤）

书　记　

体育局党组（２０１６１建）

书　记　丁连俊（２０１６１任）

环境保护局党组

书　记　石　纯（女）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党委

书　记　周坤明（２０１６４免）

王　静（女，２０１６４任）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党委

书　记　黄任睴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委

书　记　邓士萍（女，２０１６７免）

徐荣森（２０１６７任）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

书　记　陈　江

水务局党委

书　记　李　明（２０１６７免）

李　强（２０１６７任）

民防办公室党组

书　记　刘建宏（２０１６１２免）

赵志敏（２０１６１２任）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

书　记　赵　刚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

书　记　王　成

区政府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党支部（２０１６８调整为建

设交通委所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书　记　陈仕宏

人大常委会

■宝山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

主　任　张　静（女）

副主任　倪诗杰　秦　冰（女）王丽燕（女，２０１６１当选）

周竹平　蔡永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菁（女）方玉明　华建国　许龙岱

孙　兰（女）　李　娟（女）　李远锋（２０１６７辞）　

沈天柱　宋国安（２０１６１１辞）　陆　军

陆春萍（女）　陈亚萍（女）　陈向峰　邵　琦（女）

邵东明　周远航　须华威　黄　雷　曹兆麟（女）

喻碧波　程六一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　倪诗杰（兼）

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许龙岱（２０１６１０免）

郭有浩（２０１６１０任）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曹兆麟（女，２０１６１０免）

华建国（２０１６１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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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建国（２０１６８免）

傅文荣（２０１６８任）

人事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沈天柱

代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王　菁（女，２０１６１０免）

牛长海（２０１６１０任）

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许龙岱（２０１６７免）

俞　晟（２０１６７任，２０１６１０免）

黄忠华（２０１６１０任）

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曹兆麟（女，２０１６８免）

华建国（２０１６８任）

预算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６６设）

主　任　牛长海（２０１６６任，２０１６１１免）

黄雁芳（女，２０１６１１任）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宋国安（２０１６１０免）

邓士萍（女，２０１６１０任）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　任　宋国安（２０１６７免）

邓士萍（女，２０１６７任）

审判、检察机关

■区人民法院

院　长　汪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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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　曹光曜（２０１６１２免）　王启扬（２０１６１免）

蒋　浩（女）　唐春雷　董　果（２０１６２任）

■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贺　卫

副检察长　江静良（２０１６２任）　王　强

孙　军（２０１６１２免）　陈卫国（２０１６１１免）

方正杰

人民政府

■宝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　方世忠（２０１６８辞）　范少军（２０１６８当选）

副区长　夏　雨　周德勋（女）　苏　平（２０１６９任）

袁　罡　陶夏芳（女，２０１６１０免）　赵荣根

连正华（２０１６１０免）　秦文波（２０１６１１免）

陈筱洁（２０１６１０任）　王益群（２０１６１０任）

吕　鸣（２０１６１０任）

■区政府工作机构

政府办公室（与法制办、外事办、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合署）

主　任　高虹军（２０１６７免）

李远锋（２０１６７任）

法　制　办　主　任

副主任　曹　骏（主持工作，２０１６８任）

外事办公室　主　任　高虹军（２０１６８免）

李远锋（２０１６８任）

区政府政策研究室

主　任　阳　晖（２０１６８任）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０１６４不再挂物价局牌子）

主　任　陆继纲

物　价　局（２０１６４撤）

局　长

经济委员会（挂信息委牌子）

主　任　叶　英

信息化委员会

主　任　叶　英

商务委员会（挂粮食局、旅游事业管理局牌子）

主　任　叶　强

粮　食　局　局　长　叶　强

旅游事业管理局

局　长　顾　英（女，２０１６８免）

叶　强（２０１６８任）

建设与交通委员会

主　任　袁惠明

科学技术委员会（挂知识产权局、地震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康　锐（女）

农业委员会　主　任　常积林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牌子）

主　任　马饮冰（２０１６７免）

蒋伟民（２０１６７任）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任　马饮冰（２０１６８免）

蒋伟民（２０１６８任）

监察局（与纪委合署）

局　长　商志高

公 安 分 局　局　长　赵荣根

政　委　鞠　焰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

局　长　恽剑锋

民政局（挂社会团体管理局牌子）

局　长　贡凤梅（女）

司　法　局　局　长　沈海敏（２０１６７任）

副局长　曹　骏（主持行政工作，２０１６８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挂公务员局、医保办牌子）

局　长　黄雅萍（女）

公 务 员 局　局　长　黄雅萍（女，２０１６６免）

吕所良（２０１６６任）

财　政　局　局　长　方建华（２０１６８免）

李　岚（女，２０１６８任）

审　计　局　局　长　张晓宁（女）

统　计　局　局　长　王　建（２０１６１０免）

俞　晟（２０１６１０任）

教　育　局　局　长　张晓静（女）

卫生计生委　主　任　李晓惠（女）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局　长　王一川（女）

体　育　局　局　长　蒋碧艳（女）

环境保护局　局　长　石　纯（女）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局　长　王　静（女）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局　长　金守祥（２０１６１０免）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局　长　黄振德（２０１６７免）

徐荣森（２０１６７任）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局　长　陈　江（２０１６１０免）

陈　健（２０１６１０任）

水务局（挂海洋局牌子）

局　长　李　强

海　洋　局　局　长　李　强

民防办公室（挂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刘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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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　长　仲　军

市场监督管理局（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质量发展局牌子）

局　长　俞晓红（女，２０１６１０免）

顾　瑾（女，２０１６１０任）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俞晓红（女，２０１６１０免）

顾　瑾（女，２０１６１０任）

质量发展局　局　长　俞晓红（女，２０１６１０免）

顾　瑾（女，２０１６１０任）

■区政府其他工作机构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黄建光（２０１６８免）

张学智（２０１６８任）

合作交流办公室（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挂区委、区政府接待

办公室牌子）

主　任　丁顺强（２０１６８免）

范建军（２０１６８任）

区政府接待办公室

主　任　丁顺强（２０１６８免）

范建军（２０１６８任）

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

局　长　张　萍

行 政 学 院　院　长　周德勋（女，兼）

副院长　丁建华（女，常务，２０１６１０免）

朱少雯（女，常务，２０１６１０任）

宝山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　刘正田（兼）

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夏永军

行政服务中心

主　任　陈百勤

区政府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２０１６８调整为建设交通

委所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主　任　项明洁（２０１６９免）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主　任　郭生建（２０１６８免）

马家伟（２０１６８任）

政　协

■政协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　席　丁大恒

副主席　沈伟民　王兆钢　蒋碧艳（女）　罗文杰

李小年（女）

秘书长　朱　亮（２０１６１２免）

李　明（代秘书长，２０１６１２任）

常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思文　马菁雯（女）王开泰　王坚捍　王普祥　

仇忠亮　方斐均　世　良　龙　婷（女）

白　洋（女）　朱军红　华　宜　华　雯（女）

全先国　刘发林　刘祖辰　李　俊　李建才

吴永旭　吴华朗　汪文德　张　蕾（女）　陆进生

陈志军　邵金如　郁永清　郁梦娴（女）　郑晓远

赵学勇　侯　艳（女）　施利毅　姜玮枫（女）

夏育仁　徐文忠　唐佩英（女）　陶华强　黄传军

彭铁禄　蒋碧艳（女）

副秘书长　李建才（２０１６１２免）　丁顺强（２０１６１２任）

孙　升（２０１６１２任）　陈雪明（２０１６１任）

奚雪明　李　强　张　蕾（女）　卢　畋

王开泰　徐黎黎（女）　华　宜　王普祥

汪智勇　郭朝晖

■区政协工作机构

办　公　室　主　任　朱　亮（２０１６９免）

李　明（２０１６９任）

专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李建才（２０１６１２免）

丁顺强（２０１６１２任）

政协委员联络办公室（２０１６９设）

主　任　孙　升（２０１６１２任）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王兆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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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９免）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主　任　魏廉虢

法制委员会　主　任　施　刚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主　任　赵学勇

教育委员会　主　任　蒋碧艳（女，２０１６３免）

薛顺兴（２０１６３任）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主　任　郭廷育（女，２０１６１２免）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刘发林

民主党派

■民革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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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１６６８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陆　军

■民盟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蔡永平

■民盟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１６５２５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蔡永平

■民建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向峰

■民建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２０１６５２３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李　岚（女）

■民进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蒋碧艳（女）

■民进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１６６２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蒋碧艳（女）

■农工党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罗文杰

■农工党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２０１６６６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罗文杰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小年（女）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１６６３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李小年（女）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亚萍（女）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２０１６６１７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陈亚萍（女）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区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王丽燕（２０１６２当选）

副主席　吴华朗（常务，２０１６１１免）

■共青团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书　记　孙　兰（女）

■区妇联第六届执委会

主　席　陆春萍（女）

■区工商联（总商会）第七届执委会（２０１６１宝山区商会更名

为宝山区总商会）

主　席　邵东明

■区工商联（总商会）第八届执委会（２０１６１２７选举产生）

主　席　曹文洁

■区科协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罗宏杰

副　主　席　蔡永平（常务）

■区侨联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樊　锦（女）

■区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

主　席　孙　兰（女）

■区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２０１６１２２２选举产生）

主　席　孙　兰（女）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周德勋（女）

理事长　黄雅萍（女，２０１６８免）

朱顺彪（２０１６８任）

■区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

名 誉 会 长　汪　泓（女）

名誉副会长　倪诗杰　罗文杰

会　　　长　陶夏芳（女）

副　会　长　朱　琴（女，常务）

街道、镇、园区

■街道党工委、镇党委、园区党工委

吴淞街道党工委

书　记　程六一（２０１６７免）

修　燕（２０１６７任）

张庙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须华威（２０１６９免）

胡　广（２０１６９任）

友谊路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邵　琦（女）

杨行镇党委　书　记　杨立红（女，２０１６７免）

邵雷明（２０１６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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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党委　书　记　徐荣森（２０１６７免）

瞿新昌（２０１６７任）

月浦镇党委　书　记　陈云彬（２０１６９免）

丁炯炯（２０１６９任）

顾村镇党委　书　记　瞿新昌（２０１６７免）

赵　平（２０１６７任）

大场镇党委　书　记　杨金娣（女）

罗泾镇党委　书　记　邵雷明（２０１６７免）

顾　军（２０１６７任）

高境镇党委　书　记　陈士达（２０１６９免）

张惠彬（２０１６９任）

庙行镇党委　书　记　徐佳麟

淞南镇党委　书　记　赵婧含（女）

城市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王　槐（２０１６８免）

周健德（２０１６９任）

宝山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杨宝康（２０１６４免）

周坤明（２０１６４任）

航运经济发展区党工委

书　记　顾卫俊（２０１６７免）

黄　琼（２０１６７任）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园区管委会

吴淞街道办事处

主　任　修　燕（女，２０１６８免）

陆洪兴（２０１６８任）

张庙街道办事处

主　任　胡　广（２０１６１０免）

汤志浩（２０１６１０任）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杨遇霖（２０１６８任）

杨行镇　　　镇　长　张惠彬（２０１６１０辞）

陈　江（２０１６１０当选）

罗店镇　　　镇　长　周健德（２０１６１２辞）

申向军（２０１６１２当选）

月浦镇　　　镇　长　丁炯炯（２０１６１０辞）

王　建（２０１６１０当选）

顾村镇　　　镇　长　赵　平（２０１６８辞）

沈　强（２０１６８当选）

大场镇　　　镇　长　刘建中

罗泾镇　　　镇　长　顾　军（２０１６８辞）

杨　辛（２０１６８当选）

高境镇　　　镇　长　顾云飞（２０１６８辞）

高虹军（２０１６８当选）

庙行镇　　　镇　长　阎丽伦（女）

淞南镇　　　镇　长　徐洪发

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施永根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雷曙光

航运经济发展区管委会

主　任　李远锋（２０１６８免）

丁建平（２０１６８任）

副主任　丁建平（主持行政工作，２０１６４任，

２０１６８免）

■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镇人大主席

吴淞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２０１６３不再保留）

主　任　程六一（２０１６７免）

吴淞街道人大工委（２０１６７设）

主　任　修　燕（女，２０１６７任）

张庙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２０１６３不再保留）

主　任　须华威（２０１６７免）

张庙街道人大工委（２０１６７设）

主　任　须华威（２０１６７任，２０１６１０免）

主　任　胡　广（２０１６１０任）

友谊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２０１６３不再保留）

主　任　邵　琦（女，２０１６７免）

友谊路街道人大工委（２０１６７设）

主　任　邵　琦（女，２０１６７任）

杨行镇　　人大主席　顾远忠（２０１６１０辞）

魏银发（２０１６１０当选）

罗店镇　　人大主席　杨志豪（２０１６１２辞）

曹阳春（２０１６１２当选）

月浦镇　　人大主席　浦志良（２０１６１０辞）

顾　英（２０１６１０当选）

顾村镇　　人大主席　李　娟（女）

大场镇　　人大主席　朱永其

罗泾镇　　人大主席　林　明（２０１６８辞）

陈　忠（２０１６８当选）

高境镇　　人大主席　朱卫国（２０１６８辞）

顾云飞（２０１６８当选）

庙行镇　　人大主席　郁伟光（２０１６８辞）

朱　琴（２０１６８当选）

淞南镇　　人大主席　周剑平

■上海市政府工作部门在宝山分支机构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局宝山分局党组

书　记　李俊强（２０１６７免）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税务局宝山分局

局　长　李俊强（２０１６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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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　茅　禾（２０１６７任，主持工作）

区域内部分单位

■港口

吴淞口国际邮轮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友农

总经理　陆光原（２０１６６免）

顾绘权（２０１６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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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刚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

总经理　任胜华

　　　　　党委书记　董明德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阎　强

　　　　　党委书记　李孝明

■口岸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宝山）海关

　　 关长、党委书记　曹　鸣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站　长　黄耀国

政　委　吴晓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局　长　党组书记　周国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局　长　朱国兵

政　委　胡晓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局　长　寿建伟

政　委　李林杰

长航公安分局上海分局

局　长　彭卫东

■冶金、冶建单位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乐江（２０１６１０免）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陈德荣（２０１６１０免）

中国宝武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马国强（２０１６１０任）

　　　　　　总经理　陈德荣（２０１６１０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德荣

　　　　　党委书记　邹继新

总经理　戴志浩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董事长　贾砚林

　　　　　党委书记　王金旋

总经理　曹　清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侯安贵

总经理　蒋立诚

　　　　　党委书记　朱　超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郭　斌（２０１６４免）

陆　熔（２０１６４任）

总　裁　宋　彬（２０１６１２免）

蔡伟飞（２０１６１２任）

　　　　　党委书记　姚殿国（２０１６９免）

陆　熔（２０１６１０任）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庞远林

　　　　　党委书记　胡达新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乐江

总经理　陈德荣

　　　　　党委书记　侯安贵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党委书记　白小虎

　　　　　　总经理　陈　刚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党委书记　程并强

　　　　　　总经理　田　舜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　立

总经理　熊鹏光

　　　　　党委书记　祁建良

０５３

人物·名录·荣誉榜



先进集体

全国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６年全国工人先锋号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上海大众后工程６班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大型居住社区配套建设指挥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高境镇 宣传部、司法部

２０１５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活动中荣获优胜单位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华能上海石洞口一厂

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

２０１６年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取得
突出成绩单位

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察大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总局

中国统一战线宣传先进单位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统战部 中央统战宣传办公室、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

全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示范单位 宝山区粮食局 国家粮食局

首届幸福家庭推选活动，被推选为“全国幸福家庭” 大场镇倪军家庭 国家卫生计生委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国家卫生镇（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淞南镇

高境镇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全国基层广播电视统计先进集体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国家广电总局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汽车检测与维修、汽

车营销比赛银牌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２０１６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文秘速录”赛项团体三
等奖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教育部

第二届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百优年度

报告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预防科 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反贪三局

全国检察机关“优秀侦查活动监督案件”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侦查监督厅

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 张庙街道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 张庙街道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优秀计生机构 高境人口和家庭发展服务中心 全国推选宣传活动组委会

全国板球锦标赛男子组、青年组一等奖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板球队 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中国板球协会

２０１６年“奥赛杯”移动电子商务技能上海选拔赛团体三
等奖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 宝山区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

“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共青团宝山区委员会

共青团中央

上海市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上海市文明城区 宝山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文明镇 高境镇、淞南镇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文明社区 友谊路街道、张庙街道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

１５３

先进集体



（续表）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 宝山区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 高境镇、张庙街道、友谊路街道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 华能上海石洞口一厂、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
分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庙行镇综治办

上海市综治委

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街道（乡镇） 友谊路街道、淞南镇、高境镇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警
备区

上海市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区文明办 上海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先进集体 宝山区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等１２家单位

２０１６年度新华社新闻信息暨报刊工作先进单位 区委宣传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华社上海分社、市
邮政公司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信访系统先进集体 友谊路街道信访办公室
中共上海市委信访办公室、市政府信访办
公室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集体 友谊路街道、张庙街道、庙行镇、淞南镇、高境镇 上海市民宗委、市人保局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反邪教优秀社区 友谊路街道、高境镇、淞南镇 上海市综治委、市防邪教办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上海图博可特石油管道涂层有限公司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德科汽车座椅有限公司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殡仪馆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军工核电车间总装组

上海通用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预制件班组

上海派克汉尼汾流体连接件有限公司数控冯东辉班组

上海荷美尔食品有限公司维修部班组

阿斯特兰（青岛）仓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统计课

上海市吴淞中学道尔顿工坊教师团队

吴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陈晓晔家庭医生工作室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二十冶电装分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营销部班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劳动关系和谐、职工满意企事
业单位

华能上海石洞口一厂

上海市总工会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赛区“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上海市总工会、市安监局

２０１５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淞南镇 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警备区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先进基层武装部” 庙行镇 上海警备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

宝山区罗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宝山区大场镇新华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高境镇共和三村居民委员会

宝山区经委行政服务窗口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处

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许可科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２５３

人物·名录·荣誉榜



（续表）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十佳妇女之家”示范点 宝山区杨行镇盛高香逸湾庭院居委会“妇女之家”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宝山区杨行镇天馨花园第一居委

上海石洞口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财务部

上海市宝山区小天鹅幼儿园

宝山区顾村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宝山区大场镇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宝山区张庙街道呼玛三村第二居民区

海隆集团油田装备事业部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财务中心

宝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务餐饮中心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宝山区经委行政服务窗口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农业中队

宝山区公路管理署路政许可受理窗口

上海宝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景观设计部温室班组

宝山区司法局张庙司法所

宝山区人才服务中心

宝山区民政局党政办公室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经纬实验学校八年级组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ＩＣＵ护理组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交流与研究中心展馆运行部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土地利用征收管理科

宝山区房管局罗店办事处

上海市宝山区水利管理所财务科

宝山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

宝山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上海市美好家园示范村 宝山区顾村镇朱家弄村、宝山区顾村镇广福村 上海市“双学双比”协调小组 、市妇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服务品牌 顾村大居“三治心连心”志愿服务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服务基地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上海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安全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张庙街道 上海市安监局、市安全生产协会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上海市法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 宝山区司法局 上海市司法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先
进单位

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宝山区工作站

上海市宝山区司法局罗泾司法所

上海市综治委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领导小组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华强奖”招生先进集体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五星级诚信创建企业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上海市企业诚信创建活动组委会、市快递行
业协会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华能上海石洞口一厂电厂运行部四值

上大附中“心海扬帆”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宝山区庙行镇社区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３５３

先进集体



（续表）

荣誉称号 获奖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宝山区税务局第十八税务所

宝山区绿化建设和管理中心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管理办公室

宝山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青年队

宝山北部汽车检测维修有限公司综合性能检测站

宝山区陈伯吹实验幼儿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宝山区发展改革委员会金融服务办公室

宝山区气象局预测报组

宝山区小教月浦学区“实践创优青年行动队”

宝山区月浦镇“五违”整治青年团队

宝山区张庙街道司法社工点

宝山区杨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二责任区大队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后勤作业组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客运服务组

宝山区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组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

宝山区仁和医院急诊护理组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心血管内科

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康复治疗部

宝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便民办税服务组

宝山区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青年办案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青年文明号示范集体
华能上海石洞口一厂电厂检修部

宝山区张庙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呼玛二村女子清
道班

上海市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考核
优秀单位

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宝山区张庙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团支部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团队 宝山区月浦镇“五违”整治青年突击队

上海市优秀暑托班办班点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

上海市ＡＡＡＡＡ级青年中心 智力产业园青年中心

２０１６年度阳光中心优秀工作站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上海市红旗大队

上海市宝山实验学校大队

上海市泗塘第二中学大队

上海市高境镇第四中学大队

华师大宝山实验学校大队

宝山区大场中心小学大队

宝山区淞南中心校大队

宝山区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宝山区高境镇第二小学大队

宝山区罗阳小学大队

少先队上海市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优秀项目一等奖
“关爱青春　同沐阳光”—来沪青少年秦春期技能培训
项目

上海市少年模拟法庭进校园、进社区网络电视展评活动
优秀模拟法庭二等奖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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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个人

全国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６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沈晓东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工程品质部部长、工会
主席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国先进老干部工作者 蔡献革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老干部局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全国三八红旗手 华　雯 上海市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第五届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 施　翔 宝山区司法局办公室（法制科） 司法部

中国统一战线宣传先进个人 颜静艳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统战部

中国统一战线宣传标兵 张卫领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

中央统战宣传办公室、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

２０１５年度全国“安康杯”中荣获“安康企业
家”

严文康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上海市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万慧云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
书记

王喜雨 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产学研合作办公室主任

朱柳峰 宝山区给排水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所长

许鹤晖 宝山区广播电视台总编室负责人

沈红兵 上海水谷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制造科科长

沈晓宇 宝山区公路管理中心副主任

陆　茵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月浦管理所所长

陈　妍 上海仲诚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浦东分公司经理

陈其英 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维修工

周　琳 宝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大型居住社区推进办
主任

周世民 上海泉宏机电工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周觉新 上海市宝山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宗国美 上海宝房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公厕保洁员

金建明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金忠新
上海万事红燃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
主任

高智海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委员、机关党支部
书记

黄　晔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协调科科长

葛鼎淞 上海欣隆劳动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谢　娟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谭　丽 上海赫丁格热处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２０１６年首届“上海工匠”荣誉称号 朱臻原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首届“上海工匠”提名奖
赵丽宏 上海亨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徐丽娜 上海宝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上海市总工会

第九届上海市巾帼创新奖、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 郝春燕 上海市宝山区蔬菜科学技术推广站 上海市妇联、市科委、市教委

５５３

先进个人



（续表）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丁　玉 宝山区早教指导中心主任

于　敏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行政许可科副科长

江方平
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
主席、纪委书记

杜　鹃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科长

杜传芹 上海海隆石油化工研究所研发工程师

杨爱丽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总工会
主席

张叶红 上海钢之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维倩 宝山区旅游事业发展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

金文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祁连派出所教导员

查　敏 宝山区张庙街道妇女联合会主席

侯　艳 上海联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　虹 上海市宝山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

钱　凌 宝山区庙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负责人

钱建凤 宝山区淞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

唐　宇 宝山区水务局顾村水务管理所所长

黄新娟 宝山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射箭教练

廖敏蕾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心内科常务副主任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巾帼建功标兵

谭启敏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谭映红 宝山区人民法院

彭　芳 宝山公安分局高境派出所

黄新娟 宝山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曹玉兰 上海月罗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妇女之家优秀负责人” 刘秀妹 宝山区吴淞街道泗东居委会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妇女权益保障先进个人 顾长寿 庙行镇信访办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两新”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 陈秉惠 上海市江南律师事务所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市社会
工作委员会、市人保局

上海市志愿服务优秀组织者（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

高海英 友谊路街道志愿者服务中心

杜春华 庙行镇场北居委会

李雪敏

刘金凤
区委宣传部

施　翔 区司法局办公室（法制科）

上海市优秀志愿者（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
孟　山 上海利歌律师事务所

石学成 庙行镇共康八村居委会

上海市文明办、市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 刘金凤 区委宣传部 上海市司法局、市人保局

２０１６年度区服务外包工作先进个人 潘晓磊

２０１６年市政府实事项目新建改建标准化菜市场优秀建
设者

陈永发
区商务委 上海市商务委

２０１６年度酒类监管工作先进个人 赵仕明 区酒类专卖管理局 上海市酒类专卖管理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上海市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先
进个人

潘周洁 区司法局张庙司法所

杨　磊 区司法局庙行司法所

袁　忠 区司法局杨行司法所

上海市综治委刑满释放人员
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

上海市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三等奖 缪巧军

上海市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优胜奖
温婷婷

贵　婷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优秀建设者 彭　波 高境镇镇政府
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
赛领导小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度上海市气象局优秀党员
王　健

李用宇
宝山区气象局

上海市气象局直属机关委
员会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三支一扶”先进工作者 吉琳芸 区人社局人才中心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６５３

人物·名录·荣誉榜



（续表）

荣誉称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授予单位

２０１６年度解放日报发行工作先进个人
刘金凤

王　勇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先进个人 龚昊君

中共宝山区委宣传部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解放日
报社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党校系统经济学管理学年会征文一等奖 梁　浩 中共宝山区委党校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王萃华 上海淞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　凌 宝山区高境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　翼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团委书记

陈　娇 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团总支书记

徐　凯 上海尚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万千 宝山团区委组织联络部负责人

唐　玮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团工委书记

鲍佩华 宝山区罗店镇团委书记

汪　伟 埃博普感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员

陈一凡 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书记员

顾阓琳 上海锦绣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

钱　蔚 宝山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科员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张婷妹 宝山区少年宫副主任

陈　洁 上海市吴淞中学团委书记

曾瑜华 宝山区委组织部副主任科员、区直机关团工委书记

缪　苗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团委书记

颜玉红 宝山区顾村镇团委副书记

第十四届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

周玉婷 高境十一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刘晴雯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六中队队长

刘礼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

上海市优秀青少年事务社工

李　双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庄　蕾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姚蓓蓓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上海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季涵艳 宝山区淞南中心校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上海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孙晓燕 宝山区同达小学

代莉娜 宝山区大场中心小学

陈洁霓 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

姚　雯 上海市宝山实验学校

李　雅 宝山区永清路小学

季涵艳 宝山区淞南中心校

娄智华 上师大附属经纬实验学校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学年上海市十佳少先队员 王　越 上海民办行知二中

少先队上海市工作委员会

“七包榨菜”的故事—家庭治疗模式在单亲家庭子女工
作中的运用，上海市社会工作优秀案例入围奖

李诗蕙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宝山工作站

上海市少年模拟法庭进校园、进社区网络电视展评活动
最佳小法官称号、上海市社会工作优秀案例入围奖

刘腾伟 上海市宝山区通河新村第二小学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７５３

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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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编辑　孙　骏

２０１６年区委、区委办、区政府、区府办主要文件目录

■区委
宝委〔２０１６〕１号 关于制定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宝委〔２０１６〕２号 关于调整区涉台综合协调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６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宝山区商会更名为宝山区总商会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７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区委常委“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６〕８号 关于区政协党组《组织实施宝山区政协２０１６年度协商工作计划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１１号 关于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补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６〕２０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２２号 关于建立中共宝山区体育局党组及干部任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３２号 关于对２０１５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绩效考核中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实施表彰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６〕３３号 关于宝山区施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风险清单制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６〕４５号 关于宝山区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６〕４６号 关于成立上海市宝山区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４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加强区县、乡镇人大组织建设若干意见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４９号 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５５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６〕６７号 关于配备镇、街道、园区政法专职干部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６〕６９号 关于表彰“宝山区创建上海市文明城区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６〕７１号 关于命名宝山区领军人才、第八批拔尖人才和青年尖子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６〕７９号 关于调整区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８１号 关于报送《宝山区市场监管领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工作自查报告》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６〕８２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８３号 印发《宝山区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８４号 印发《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８６号 印发《２０１６宝山区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９８号 关于调整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９９号 关于成立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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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０３号 关于命名表彰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度宝山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６〕１０４号 印发《宝山区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０６号 印发《宝山区关于深化区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０７号 坚定不移抓推进砥砺前行促发展为全面完成区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而不懈努力———在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委第六届十次全会上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６〕１０８号 关于设立上海市宝山区选举委员会及人员组成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４４号 关于成立上海市宝山区区、镇人大换届选举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６０号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工作规则

宝委〔２０１６〕１６１号 关于批转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请示》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６３号 关于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９５３



宝委〔２０１６〕１６４号 关于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６５号 关于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６６号 关于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６７号 关于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６８号 关于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６９号 关于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７０号 关于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７１号 关于同意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第六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１９５号 《关于召开区七届人大九次会议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１９６号 关于开展“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专项督查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６〕２００号 关于撤销中共宝山区宝山报社党组及干部任免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２１５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６〕２２１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２２６号 关于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补选区长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６〕２２９号 转发《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在本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２３１号 关于推荐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的

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２３９号 关于区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２４５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充分发挥政协作用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６〕２４６号 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６〕２４７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推进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２５３号 关于转发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关于做好宝山区第八届政协人事安排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２７５号 关于淞南镇党委、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２７６号 关于罗泾镇党委、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２７７号 关于大场镇党委、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２７８号 关于顾村镇党委、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２８３号 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２８７号 关于中共宝山区委、区纪委换届人事安排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６〕２８８号 关于中共宝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换届人事安排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６〕２９８号 关于杨行镇党委、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２９９号 关于月浦镇党委、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００号 关于罗店镇党委、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０１号 关于庙行镇党委、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０２号 关于高境镇党委、纪委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１０号 关于区委提名到有关选举单位作区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３１１号 关于各镇党委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名单的通报

宝委〔２０１６〕３１５号 关于邀请市委领导出席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６〕３１８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知（正式代表）

宝委〔２０１６〕３１９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列席人员）

宝委〔２０１６〕３２７号 推进深度融合　加快转型发展　为全面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城区而努力奋斗（汪泓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上
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６〕３２８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选举结果报告

宝委〔２０１６〕３２９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排名顺序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６〕３３０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绩效考核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３３７号 关于成立中共宝山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３４７号 关于调整区环境保护和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３４８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迎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协调联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３４９号 关于宝山区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换届人事安排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６〕３５０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候选人提名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５１号 关于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召开区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５３号 关于区政协党组《关于召开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的请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５４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５５号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做好２０１７年及今后一段时期工作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通知

０６３

附　录



宝委〔２０１６〕３５６号 关于淞南镇人大、政府换届候选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５７号 关于庙行镇人大、政府换届候选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５８号 关于高境镇人大、政府换届候选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５９号 关于罗泾镇人大、政府换届候选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６０号 关于大场镇人大、政府换届候选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６１号 关于顾村镇人大、政府换届候选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６２号 关于月浦镇人大、政府换届候选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６３号 关于罗店镇人大、政府换届候选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６４号 关于杨行镇人大、政府换届候选人的批复

宝委〔２０１６〕３７４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选举结果报告

宝委〔２０１６〕３７８号 关于各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长、副镇长名单的通报

宝委〔２０１６〕３７９号 《关于开展“喜迎十九大，相聚在党旗下—培育选树宝山好党员、好支部”主题活动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６〕３８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区委办公室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号 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号 关于报批《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号 关于报请备案《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办公室内设机构具体职责和人员编制配备方案》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６〕４号 关于印发《关于对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专项检查组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５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上海市宝山区监察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组织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７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政法委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９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０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信访办公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１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２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区领导定点联系制度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３号 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５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教育特色综合改革方案（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教育综合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职能部门职责下沉准入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８号 关于启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体育局党组”印章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１９号 印发《上海市宝山区群团改革总体实施方案》及《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改革实施方案》、《共青团宝山区

委员会改革方案》、《上海市宝山区妇女联合会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０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关于对信访反映问题与党员干部开展“面对面”谈话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１号 印发《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２号 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３号 印发《２０１６年区委重点工程、重点推进和督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４号 关于转发《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信访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５号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５年度中央、市委文件清退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７号 关于调整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２０１６年督促检查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２９号 关于印发《关于在本区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的

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０号 印发《２０１５年度区委常委“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措施》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１号 转发《关于宝山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２号 关于确定涉密岗位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３号 印发《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要功能区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４号 印发《宝山区关于加快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５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６号 关于印发《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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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７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妇女联合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８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老干部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３９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社会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４２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２０１６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４４号 关于本区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４６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４８号 关于确定国家秘密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４９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５０号 印发《关于加强本区提案办理协商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５１号 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改革实施方案》等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５２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召集人及成员单位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５３号 印发《宝山区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５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５７号 关于转发区委统战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工商联和街镇（园区）商会换届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５９号 关于切实做好２０１６年国庆节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０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１号 关于邀请市纪委领导出席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２号 关于邀请市委办公厅领导出席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３号 关于邀请市委宣传部领导出席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４号 关于邀请市委组织部领导出席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式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责任分工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６号 关于申请《中办通讯》、《秘书工作》及新华社《内参选编》等内部刊物订阅专项经费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７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８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６９号 关于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统一战线工作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７１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街镇事权清单和所属事业单位服务清单（试行）》等三个文件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７２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关于职能部门职责下沉准入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７３号 关于印发《关于理顺本区城管执法工作条块关系加强条块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７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进一步推动房管力量下沉加强条块对接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７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进一步推动绿化市容管理力量下沉加强条块对接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７６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宝山区重要领域密码应用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７８号 全会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７９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８０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８１号 关于印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机关主要职责、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８２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红十字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８３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联合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８４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６〕８５号 关于印发《关于落实党政同责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区政府
宝府〔２０１６〕１０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三汀沟村北杨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三汀沟村刘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２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西浜村西浜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西浜村南王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４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西浜村东浜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５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大黄村品二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６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大黄村朱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７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大黄村门前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１８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大黄村东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２４号 关于本区开展第三次农业普查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６〕３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宝山工业园区上河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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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６〕３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６〕３４号 关于调整本区被征地人员相关政策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６〕４２号 关于同意调整吴淞街道三营房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４３号 关于加强宝山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６〕５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远洋悦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６５号 关于同意撤销罗店镇繁荣村陶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６〕７４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的意见》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６〕１１９号 关于推进本区征地养老人员区级统筹管理工作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６〕１２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６〕１４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庙行镇场北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区政府办公室
宝府办〔２０１６〕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４号 关于转发区食药安办制订的《宝山区创建“上海市食品安全城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政府系统运行目标管理暂行办法》三个配套细则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９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府办〔２０１６〕１０号 关于同意《上海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１３号 转发区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２０１６年本区无偿献血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１４号 关于２０１５年全区诚信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评估考核结果的通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１５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第三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１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企业住所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１８号 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２０１５年宝山区金融工作安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２０号 转发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制订的《关于加强２０１６年防汛防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２１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２４号 关于成立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推进办公室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２６号 关于转发区规划土地局制订的《宝山区盘活低效存量工业用地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２７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２８号 转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六部门关于宝山区开展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３１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３２号 关于成立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３５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专项工作目标》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４１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件审核把关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４２号 关于区政府常务会议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４３号 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关于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试行办法》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４４号 关于转发区卫生计生委制订的《宝山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宝山区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

救援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４５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４６号 关于转发区旅游局制订的《宝山区处置旅游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４９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５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６０号 关于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６２号 关于转发区食药安办制订的《宝山区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６３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订的宝山区“十三五”专项规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６５号 关于转发区商务委制订的《宝山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６８号 关于转发区市场监管局制订的《宝山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７２号 关于转发区民政局等部门制订的《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改造项目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７５号 关于取消和调整宝山区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７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农民易地集中建房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８０号 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关于开展本区２０１７年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和年度计划研究工作的意见》的
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８５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实施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８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６〕９１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规模养殖场退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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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

表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增长％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增长％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９３．７１ 　　平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４０６７３ －１６．６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２０３．０５ 　　０．４ 工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２９３６８３９ －９．１

　＃外来常住人口 万人 ８４．４６ －０．１ 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１２９４９４２５ －９．０

年末户籍人口 人 ９６４５５２ １．７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６１６５４９１ －４．１

出生人口 人 ８２４４ ２４．２ 商品销售总额 万元 ３６４３６２９３ １０．３

死亡人口 人 ７８８８ －１．８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６４２５４１９ ８．１

自然增长率 ‰ ０．３７ 上升１．８５个
千分点

电子商务交易额 亿元 １６０６ ６３．０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１５３．１４ ４．１ 商品房销售面积 平方米 １９６．８０ －１２．８

　第一产业 亿元 １．４５ －２４．４ 商品房销售额 万元 ４３８４８３６ ９．５

　第二产业 亿元 ４２４．７７ －２．８ 邮轮靠泊次数 艘次 ４７１ ６９．４

　　＃工业 亿元 ３３８．４６ －３．９ 邮轮旅客吞吐量 万人次 ２８４．７７ ８６．７

　第三产业 亿元 ７２６．９２ ９．１ 进出口总额 万元 ５２３４６８０ －６．８

区级增加值 万元 １０４８７９２９ ３．５ 　进口额 万元 ３０２７２９６ －２．８

　第一产业 万元 １３８８６ －２２．４ 　出口额 万元 ２２０７３８４ －１１．８

　第二产业 万元 ３２２２８９９ －４．５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００７７５２３ １１．３

　　＃工业 万元 ２５８６７９８ －５．２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万元 １６５９１６６０ １８．８

　第三产业 万元 ７２５１１４４ ８．０ 专利申请量 件 ６１９１ ２２．９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３４１６０９１ １１．４ 专利授权量 件 ３０８０ ０．９

　第一产业 万元 １０８６ — 高新技术企业数 个 ２５１ １１．１

　第二产业 万元 １８３６２７ ９．６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５３３７１ １０．０

　　＃工业 万元 １８３６２７ ９．６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６１３９７１４ ４．５

　第三产业 万元 ３２３１３７８ １１．５ 各类学校数 所 ３１８ １．３

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增
长率

％ －６．３ 　　降幅收窄２．５个
百分点

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６９８２９ １．３

全区财政总收入 万元 ３５７１５９３ １３．２ 医疗机构数 个 ４０ －２．４

　＃区地方财政收入 万元 １４１６２３８ １１．４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８５０２ ２．８

区地方财政支出 万元 ２５０６２７８ １４．３ 医院核定床位数 张 ６１０４ ５．７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户数 户 １１２１８０ ２９．５ 道路长度 公里 ８２２ ２５．１

期末工商登记注册资金 万元 ７６１６０１７１ ４０．９ 公共绿地面积 公顷 ２３５２ ２．０

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万美元 ４３１２１ ５９．０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１．５ １．８

耕地面积 公顷 ４１１３ －０．７ 绿化覆盖率 ％ ４３．０ 平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ＡＱＩ） ％ ７６．５ 上升６．２个
百分点

　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增幅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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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区级增加值
单位：万元

行　业 ２０１６年 可比增长（％） 行　业 ２０１６年 可比增长（％）

合　计 １０４８７９２９ ３．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４４４９８８ ５．１

第一产业 １３８８６ －２２．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２２１４５ －２．２

第二产业 ３２２２８９９ －４．５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８９０７５ １２．５

第三产业 ７２５１１４４ ８．０ 金融业 １０３７０８２ １０．６

＃工业 ２５８６７９８ －５．２ 房地产业 １４４９５８３ １８．４

建筑业 ６５３８０８ －１．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３６８６１ １１．０

表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税收
单位：万元

行　业 合　计 行　业 合　计

税收总收入 ３６４３８８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８８６７０

一、税收总收入 ３５４１３８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３２９４

　 第一产业 １１５０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７５３５

　 第二产业 １４８２４１０ 　 房地产业 １１２５６９７

　　 工业 １２６９８２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９５５５０

　　 建筑业 ２１２５８９ 　 其他行业 １６９８３９

　 第三产业 ２０５７８２８ 二、其他税费收入 １０２５０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０７２４３

　注：由区税务分局提供。

表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增长（％）

财政总收入 ３５７１５９３ １３．２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５０７４６ ９．６

　中央级收入 １２３３４７８ ２０．７ 　　　 房产税 ５５４２８ ４．２

　市级收入 ９２１８７７ ６．８ 　　　 印花税 ２９１４９ ３．８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１４１６２３８ １１．５ 　　　 土地增值税 １８８７８１ ２０．２

　　税收收入 １２７４５８２ １０．６ 　　　 契税 ２２２４１４ ３１．５

　　　＃增值税 ３２７１７２ ７７．５ 　　非税收入 １４１６５６ １９．８

　　　 营业税 １９０２６３ －４０．１ 　　　专项收入 ８５３４３ １．８倍

　　　 企业所得税 １２８７６５ ５．５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２３６７５ －２．８

　　　 个人所得税 ６１５３７ １７．９ 　　　其他收入 ３２６３７ －４８．４

　注：由区财政局提供。

表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增长（％）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２５０６２７８ １４．３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２０４０３７ １６．５

　＃区本级财政支出 １８１６８７０ １６．５ 医疗卫生 １８５５７３ ６．１

　 镇级支出 ６８９４０８ ９．０ 节能环保 １５９６９ ９０．２

一般公共服务 １０８３５５ ９．０ 城乡社区事务 ５５２７３１ １３．７

公共安全 １２１２２７ ２７．０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２１８００６ －２９．５

教育 ４７６８７９ １５．１

科学技术 ８６４５４ ５．２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３４００７ －８．７

　注：由区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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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１６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类　　别 ２０１６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合　计 ４０６７３ －１６．６ －１９．０ 　 猪 ８９３ －４８．４ －５７．３

一、种植业 ２６６６３ １４．６ －１８．９ 　 禽 ３３ －６２．２ －６２．３

　＃稻谷 ２１９１ －１６．４ －１６．７ 　 奶 ６１５６ １０．９ １７．１

　 小麦 ３９８ －５１．６ －５１．２ 四、渔业 １１６１ ８．６ １３．７

　 蔬菜 １５８３８ ０．４ －５．４ 五、农业服务业 ４１９０ ５．０ ５．０

　 水果 ６２３０ －９．２ －１７．１

二、林业 １４７７ －７０．４ －７１．７

三、畜牧业 ７１８２ －３．９ －１．３

表７ 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单位：％

指　标
平均每年增长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十五”
时期

“十一五”
时期

“十二五”
时期

“十三五”
时期

指　标
平均每年增长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十五”
时期

“十一五”
时期

“十二五”
时期

“十三五”
时期

一、年末常住人口 — — ３．６ ６．５ １．２ ０．４ 　 商品销售额 — — — — ９．８ １０．３

　 ＃外来常住人口 — — ５．５ １２．７ ２．０ －０．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１．５ １１．６ １５．３ １７．０ １２．５ ８．１

年末户籍人口 ２．５ ３．８ １．８ １．８ １．４ １．７ 八、房地产业

二、增加值（可比增
长）

— １３．８ １８．７ １３．８ ８．１ ３．５ 　 商品房投资额 — — ３３．６ １１．１ ６．０ １２．４

　 第一产业 — ３．０ －７．６ －２．９ －２．０ －２２．４ 　 商品房竣工面积 — — ２０．０ －７．１ ５．２ －１９．１

　 第二产业 — １３．４ ２０．７ １３．８ ５．３ －４．５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６．３ １２１．４ ７．０ －６．７ ４．９ －１２．８

　　 ＃工业 — １４．３ ２０．９ １３．９ ５．４ －５．２ 　 商品房销售额 １．３ １０９．９ ３１．４ １５．８ ８．３ ９．５

　 第三产业 — １５．１ １７．５ １３．９ １０．０ ８．０ 九、金融

三、财政 　 １、银行存款余额 － １６．４ １８．７ １６．３ ７．８ １１．３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１３．０ １４．８ ３１．５ ２．０ １２．６ １１．４ 　 ２、银行贷款余额 － １５．３ １５．２ １２．４ １０．４ １８．８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２９．１ １７．５ ３２．２ １０．３ １３．９ １４．３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４２．２ １７．４ ２０．０ １５．３ １０．５ ４．５

四、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

７３．９ ２．２ ３２．３ ７．６ １．０ １１．４ 十、外经

　 第一产业 ２１．６ －２３．８ 　 三资企业批准数 — －１０．５ １６．６ －５．０ １４．５ １７．２

　 第二产业 ５９．７ ２．８ ２３．４ －３．３ －１６．４ ９．６ 　 合同外资额 — －２７．４ ４１．９ －９．６ ６．０ ５９．０

　 ＃工业 ５３．２ ７．０ ２３．６ －３．４ －１６．４ ９．６ 　 实际到位外资 — — — — ５．８ １２．６

　 第三产业 ９０．６ ２．２ ３６．３ １０．３ ２．９ １１．５ 　 外贸出口 — — １９．３ ３．１ — －１１．８

五、农业 十一、私营、个体经济

　 耕地面积 －４．７ －２．８ －５．４ －８．４ －３．０ －０．７ １、户数 ２０．７ １３．３ １３．７ ５．５ １４．６ ２５．６

　 总产值 ２０．３ ０．１ －５．５ １．３ －４．０ －１６．６ 　 ＃私营 — ３６．９ ２０．２ ６．５ ２０．４ ３０．５

六、工业 ２、注册资金 １．４倍 ３９．６ ３９．３ １７．１ ３３．３ ５４．２

　 总产值 ３５．９ １３．１ ２２．５ １３．７ ３．９ －９．１ 　 ＃私营 — ４０．４ ３９．７ １７．１ ３３．５ ５４．４

　 销售产值 ３５．４ １３．５ ２２．７ １３．４ ４．０ －９．０

七、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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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耕地面积
单位：公顷

镇 上年末耕地面积 当年增加耕地
当年减少耕地

小计 １国家征用 ２乡（镇）村基建
年末耕地

合　计 ４１４０．５ ７３．０ １００．３ １００．３ ０．０２ ４１１３．１

罗店镇 １２０９．８ ２１．４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９８ — １２３１．３

大场镇 －０．３ — １０．２ １０．２ — －１０．５

杨行镇 ４２７．３ ０．２ ９．０ ９．０ — ４１８．５

月浦镇 ７３１．９ １５．２ ６．４ ６．４ — ７４０．７

罗泾镇 １１５０．３ ２４．８ ８．４ ８．４ ０．０２ １１６６．７

顾村镇 ５２１．０ １１．３ ５５．４ ５５．４ — ４７６．９

高境镇 ２１．９ — — — — ２１．９

庙行镇 ３６．８ — １１．０ １１．０ — ２５．８

淞南镇 １．５ — — — — １．５

城市工业园区 — — — — — —

其　他 ６．６ — — — — ６．６

　注：耕地面积本年变化情况由区规划土地局提供。

表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６年 增长（％）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６年 增长（％）

邮政支局 个 １３ 平 固定电话用户 万户 ４５．２ －２．２

邮政所 处 ２７ 平 宽带接入 万户 ４２．８ ２０．０

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３０８３１ １６．７ 平均带宽 兆 ４５ ２８．６

函件 万件 １７４９ －２２．１
公共场所开通 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免费上网
服务

个 ９０ ３０．４

报刊累计订销数 万份 ７６０３ －７．７

　注：由区邮政局、区信息委提供。

表１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合　计 个 ５４９ ５３０ 文化活动广场 个 ２６ ２８

区县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 １ 名人故居、纪念馆 个 ７ ６

区县级公共文化馆 个 ２ ２ 博物馆、美术馆 个 ２３ ２

街镇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９ １８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数 个 ４４６ ４５８

街镇级公共文化站（中心） 个 １５ １５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个 １０

　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表１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全区广播电视机构 个 １ ＃自办节目 小时 １２３４

广播电视工作者 人 ８９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５８３

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９５９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１１１２

　＃自办节目 小时 ２０３１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３７２７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８８３ 　 广播剧类节目 小时 ６２９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８８１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５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８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０

　 影视剧类节目 小时 ３１３４ 区广播电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３８６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８６９ 有线电视分中心 个 ４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１８４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万户 ６２．３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３１５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总长 公里 ２５２０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６０８６

　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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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６年 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４２５４１９ ８．１ １、批发和零售业 ５９７８８５７ ８．１

一、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汽车零售 １４６０５６５ ２２．３

　 ＃国有 １７８７１９ －６．５ 　 互联网零售 ２９９３９２ １７．１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３４９８７８ ２８．４ ２、住宿餐饮业 ４４６５６３ ７．７

　私营及个体 ４６４０１１５ ９．０ 三、按限额分

二、按行业分 　 限额以上 ３８９４８６２ ６．６

表１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机构数 个 ２０ 阅览室座席数 个 ３１７１

从业人员 人 １７７ 总流通人次 万人次 ２９１．３９

总藏量 万册、件 １４７．４７ 　＃外借 万人次 ５３．８０

　＃图书 万册 １３４．９４ 计算机 台 ３９４

　 报刊 万册 ３．４３ 　＃电子阅览室终端数 个 ３６３

本年新购藏量 册、件 １１．７７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万册次 １６６．０１

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７８ 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书库 万平方米 ０．７３ 　次数 次 ２４９

　阅览室 万平方米 １．４９ 　参加人次 万人次 ６．５７

　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表１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举办运动会和比赛次数 次 ２０ 国际级（健将） 人 ２

　综合运动会 次 　 国家级（运动健将） 人 ４

单项比赛 次 ２０ 一级（高级） 人 １９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 次 ７３２ 二级（中级） 人 ８６

参加体育赛事 三级（初级） 人 ５

　国家级赛事 项 ４６ 　专职教练员 人 ４１

　市级赛事 项 １３１ 　裁判员 人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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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体育馆 个 ３

　　亚军 项 １４ 　游泳馆 个 ４０

　　季军 项 １７ 　运动场 个 ４２８

　参加市级比赛 　训练房 个 ４

　 冠军 项 ４２ 社区健身设施

　 亚军 项 ５２ 　健身苑 个 ５

　 季军 项 ３８ 　健身点 个 ５４３

发展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社区公共运动场 处 ３６

　运动员 人 １１６ 农民健身家园 个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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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一、火灾事故

　 发生次数 起 ４１５

死亡人数 人 ２

受伤人数 人 １

损失折款 万元 ４３９

二、消防情况

　 消防队 队 ９

　 消防车辆 辆 ５１

　 消防人员 人 ５１４

　 出动起数 起 ６４６４

　 出动人次 人次 ７８９８１

　 出车辆次 辆次 ９７００

　 抢救人员 人 ２０２

　 抢救财产价值 万元 ６７７７

表１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一、刑事案件 二、治安案件

　 立案数 起 １０９６８ 受理数 起 ７３４３７

　 破案数 起 ２８２３ 　 查处数 起 ７３４３７

　 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比重 ％ ２２．３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５６６７

　注：由区公安分局提供。

表１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６年

律师工作 基层法律服务所 个 １

　律师事务所 个 ４３ 　基层法律工作人员 人 １３

　律师人数 人 ３７６ 调解工作 　

　　专职律师 人 ３６２ 　街镇建司法所 个 １２

　　兼职律师 人 ３ 　司法所工作人员 人 ４８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个 ５０５

　　担任法律顾问 家 １７４ 　调解人员 人 ２４０３

　　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 件 ６００ 　调解民间纠纷 件 １３１１３

　　民事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３８５４ 　　＃调解成功 件 １３０４１

　　行政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３２ 法律援助工作 　

　　非诉讼法律事务 件 ２１０ 　受理援助案件 件 １１０３

　　解答法律询问 人次 ９９８１ 　接听１２３４８咨询电话 个 ７８６４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件 ５１０ 　接待来访当事人 批 ４３５０法律服务

　注：由区司法局提供。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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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均工资

类　别
单位数

（户）

期末人数（人） 平均人数（人） 工资总额（千元） 平均工资（元）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合　计 １８０２ ２９０６４９ ２５９２９２ ２４７９２５ ２９５１４４ ２６１０６７ ２４９３２７２５３０３８５２３３６９２１２２７３２４２ ８５７３４ ８９５１４ ９１１７５

一、按注册类型分

　 内资企业 １６３５ ２５４８３５ ２２６５８２ ２１５２６４ ２５８９６７ ２２８４９５ ２１６８０２２１８７７７４２０３０６５８１９６７０２５ ８４４８１ ８８８７１ ９０７２９

　 国有企业 ２６ ６０９６ ４３７５ ４２９９ ６１７３ ４２４９ ４１６６ ３８４５１ ２７５０９ ２７２７３ ６２２９０ ６４７４２ ６５４６６

　 集体企业 ４３ ３４６１ ２０７０ ２０６３ ３４４３ ２０６８ ２０５９ １９９５１ １３５９５ １３５７９ ５７９４８ ６５７４１ ６５９４７

　 股份合作企业 ９ １７９３ １７４２ １７３９ １７６６ １７１５ １７１２ １００１３ ９８１０ ９８０３ ５６７００ ５７２０２ ５７２５８

　 联营企业 １１ ５２４ ５１７ ５１２ ５１９ ５１２ ５０７ ２８９７ ２８０６ ２７８５ ５５８１９ ５４８０１ ５４９２７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２ １００４５２ ９４５３６ ８４９０２ １０３９６８ ９６７４５ ８６８０１１００９５３３ ９６３４３２ ９０９０５１ ９７１００ ９９５８５ １０４７２８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 ３１５５６ ３０６２１ ２９１２２ ３１９５９ ２９９６１ ２８３９５ ４７６４１９ ４６９４４７ ４６０６１９ １４９０７２ １５６６８６ １６２２１８

　 私营企业 １０１２ １０９９６４ ９１９８５ ９１８９３ １１０１８７ ９２５２６ ９２４４５ ６１９１４６ ５３４４６６ ５３４３２９ ５６１９１ ５７７６４ ５７８００

　 其他企业 ３ ９８９ ７３６ ７３４ ９５２ ７１９ ７１７ １１３６４ ９５９３ ９５８７ １１９３６４ １３３４１４ １３３７１５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４８ ８９４１ ８５２７ ８５１６ ９２０７ ８５９９ ８５８９ ７８２０１ ７２８９７ ７２８６４ ８４９３６ ８４７７３ ８４８３４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１９ ２６８７３ ２４１８３ ２４１４５ ２６９７０ ２３９７３ ２３９３６ ２６４４１０ ２３３３６７ ２３３３５４ ９８０３８ ９７３４６ ９７４９１

二、按隶属关系分

　 部市属 １４９ ８３４７２ ８７２９５ ７６９２９ ８６８１５ ８８４９２ ７７８５６１１４４８５８１１４７４３３１０８６０７０ １３１８７３ １２９６６５ １３９４９７

　 区属 ９４ １９４９８ １４３６７ １３９９６ １９９６０ １４３９８ １３９９５ １３１８７６ ９８９１０ ９７６８４ ６６０７０ ６８６９７ ６９７９９

　 街镇属 １１０ １４１４５ １０３７７ １０２９５ １４５６２ １０５３７ １０４５１ １１８１８６ ９８２１２ ９８０２６ ８１１６０ ９３２０７ ９３７９６

　 村属 ３３ ５００５ ５１４５ ４８９１ ５０９８ ５２５６ ４９８９ ３８７８４ ３８８１３ ３８２２２ ７６０７７ ７３８４４ ７６６１３

　 无主管 １４１６ １６８５２９ １４２１０８ １４１８１４ １６８７０９ １４２３８４ １４２０３６１０９６６８１ ９５３５５３ ９５３２３９ ６５００４ ６６９７１ ６７１１３

三、按行业门类分

　 制造业 ４４４ ９８３５６ ９２３３９ ８９９１０ １００８６７ ９４５２６ ９２３３０１０８１８７８１０３１６６８１０１９９７７ １０７２５８ １０９１４１ １１０４７１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７ １７３０ １７４１ １７１１ １７３８ １７４５ １７１５ ２８８２８ ２８６７３ ２８５７１ １６５８６６ １６４３１６ １６６５９６

　 建筑业 ２６１ ６５３６３ ５２３９２ ５００５０ ６５９４５ ５３０１１ ５０５５６ ４５３７６４ ３８８４７３ ３８１８５５ ６８８０９ ７３２８１ ７５５３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２７ ２１４７６ １９７５０ １９５０３ ２１３４６ １９５８４ １９２６４ １６２９６２ １５２２６８ １５１４３３ ７６３４３ ７７７５１ ７８６０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７１ ３０８４５ ２８６８０ ２７２４８ ３１３５４ ２７６０５ ２６１２０ ２０８９１８ １８０５４５ １７６４１７ ６６６３２ ６５４０３ ６７５４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０９ ７６３８ ７０４６ ７０２２ ７５０２ ６９３２ ６９２７ ３６９３６ ３５０６８ ３５０４４ ４９２３５ ５０５８８ ５０５９０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７ ５３３９ ５２６０ ５２１３ ５１２４ ５０１２ ４９６５ ４５３６８ ４４３７４ ４４２１１ ８８５４０ ８８５３５ ８９０４６

　 房地产业 １７６ １１８５１ ８５９０ ８５７７ １２０５７ ８７７９ ８７６６ ９９６１４ ８１５６６ ８１５４２ ８２６１９ ９２９１１ ９３０２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３５ ２１３４４ ２１６６９ １７１６４ ２２８６３ ２２５５３ １７６９８ １７２７９１ １８３６５７ １４５６２５ ７５５７７ ８１４３４ ８２２８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５４ １１７０８ １０７２４ １０５０３ １１９２７ １０８７９ １０６２７ １５４８２４ １４６１９２ １４４５５７ １２９８１０ １３４３８０ １３６０２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４ ２７３４ １０１６ ９６１ ２８７４ １００３ ９４２ １８０５５ ９８４２ ９４８２ ６２８２３ ９８１２８ １００６６１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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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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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４４ ９１１５ ７３４２ ７３３１ ８４２２ ６７０２ ６６９１ ４０２３１ ３２０６３ ３２０２３ ４７７６９ ４７８４１ ４７８６０

　 教育 １０ １０９９ １０６４ １０６１ １０９２ １０５８ １０５５ ６１６５ ６０４４ ６０３１ ５６４５２ ５７１３０ ５７１６２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 １１７５ ９２４ ９１６ １１４２ ９１０ ９０３ １３２３３ １１４６１ １１４４７ １１５８７５ １２５９４６ １２６７６６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０ ８７６ ７５５ ７５５ ８９１ ７６８ ７６８ ６８１９ ５０２７ ５０２７ ７６５２７ ６５４６１ ６５４６１

　注：劳动工资统计范围为工业、建筑业、批零住餐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服务业“四上”法人企业。

调查资料

■罗泾镇“村经委托镇代管”工作情况
调研（节选）

一、工作推进情况

２０１６年４月６日，罗泾镇与海红村
正式签定“村经委托镇代管”协议，标志

着罗泾镇“村经委托镇代管”工作进入

实质性启动阶段。罗泾镇党委和镇政府

因地制宜地进行政策设计，形成《罗泾镇

关于村级经济委托镇级管理的实施方案

（试行）》。

（一）工作总体思路。“村经委托镇

代管”的实质是各主体间的责任调整。

按照“经济职能剥离、管理权移交、所有

权不变、收益权归村、工作经费保障”的

原则，《实施方案》对涉及的各主体职能

进行重新调整，力求实现三个目标：

１．以管理促增收。由镇属浦港公司
对村级资产进行委托管理，承担日常资

产运营、经营收益、企业监管、招商引资

等经济管理职能，通过村级企业规范管

理，消除安全、环保隐患，提高单位土地

租金水平。

２．以投资促增收。由镇属鑫村公司
（２１个村各入股 ４７％，镇入股 １３％）
承担对外投资发展职能，通过寻求风险

可控的投资标的，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

收益。

３．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各村全力投
入“三公一建”，即“公共服务、公共管

理、公共安全、党的建设”工作，加快向现

代化新农村治理模式转变。

（二）基本政策框架。罗泾镇“村经

委托镇代管”的整体政策框架分为“委

托移交”“运营管理”“考核问效”三部

分，每个部分中都有具体的制度安排。

１．委托移交注重程序。移交决定先

由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再由村和浦港公

司签订接管协议。移交内容要求清晰全

面，包括企业清单、企业合同及企业基本

情况（企业主情况、企业历史等）。

２．运营管理注重规范。浦港公司对
接管的合同进行梳理调整，签订新的格

式合同，统一租期（一般一年，不超过三

年）、统一租金（本地平均租金上下浮动

１０％），并根据《罗泾镇落地企业准入负
面行业清单》进行色标管理，统一准入。

浦港公司内设南中北３个组，定期巡查
片区内企业，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

公司定期召开镇各执法部门参与的联席

会议，及时处置巡查发现的问题。

３．考核问效注重综合。不再对村进
行经济收益考核，考核重点转为“三公一

建”工作，同时履行好属地责任，包括在

地企业安全生产监管、公建配套服务、企

业生产影响村民矛盾的调处、企业合同

监管等。对浦港公司考核从过去的经济

指标完成情况扩展到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业态调整等管理工作情况，以及租金

税收增减等经济收益指标两个方面。

（三）当前推进重点。要做好“村经

委托镇代管”工作，前期扎实、细致的委

托移交尤为重要，“精准移交”是排除各

种管理后遗症的关键一环，这也正是罗

泾镇当前的推进重点。

１．思想动员。村级企业移交顺利与
否，村干部是首要因素。罗泾镇在年初

的党代会、人代会上明确将“村经委托镇

代管”作为全镇重点工作加以推进，并通

过召开“村经委托镇代管”动员会和工

作推进会，加大思想动员和政策宣传力

度，进一步消除认识误区，增强村干部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２．摸清底数。罗泾镇注重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相结合，通过村自行上报和

镇派专人排摸、核实，建立“一企一档

案”等工作台账，全面梳理和掌握各个村

内的企业数量、土地性质、租赁协议合同

等情况。据统计，目前罗泾镇各村共有

３０１家落地企业，除去７７家“五违”整治
地块内企业和２５家减量化地块内企业，
今年共要接管 １９９家落地企业以及 ８９
家注册型企业。

３．职能调整。为适应委托管理需
要，罗泾镇主动对镇属浦港公司的架构

和职能进行调整。公司工作的重心由以

前的招商引资、服务部市属企业转向村

移交企业的资产管理、企业监管，增设企

业服务部和安全服务部，充实运营和管

理专业人员。建立安全监管小组和联席

会议机制，定期邀请镇相关职能部门和

镇分管领导参加，及时在镇级层面协调

解决企业管理服务中的难点问题。

４．整改先行。接管村级企业前，罗
泾镇明确由浦港公司牵头，对移交企业

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整改

意见，由各村具体履行整改责任，做到

“成熟一个村、推进一个村”，待全部整

改完成后再予办理移交手续。

（四）时间节点安排。罗泾镇计划

今年４月３０日前，在各村陆续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启动村级资产、村级企业移交

工作。６月３０日前，完成村级资产、村级
企业移交工作，正式实行村级经济委托

镇级管理。

二、相关建议

为更好地推进“村经委托镇代管”

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做法。目前罗泾镇２０个村的委托管
理工作刚刚起步，涉及的企业数量多且

情况复杂，随着“村经委托镇代管”工作

在罗泾镇的全面铺开，要及时总结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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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包括后续管理的经验，加紧形成在

全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二）加强实施过程的风险控制。

实施“村经委托镇代管”涉及租赁企业、

村干部、村民等各方利益，稍有差池容易

引发矛盾和纠纷，因此要把风险控制放

在突出的位置。在开展过程中，应考虑

聘请法律、会计、审计等第三方专业团

队，对可能产生法律风险、经济风险的各

个环节严格把关，确保工作依法合规推

进，不留后遗症。同时，应建立健全信息

公开制度，保障好村民对委托管理资产

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三）谨防交接过程中的管理盲区。

要进一步厘清企业交接过程中各方责

任，不断完善流程，优化方法，确保各项

基础工作落细落实，确保资产交接前后

不出现“三不管”的管理盲区，切实保障

各方利益。

（四）切实提升村级集体经济的总

量和质量。“村经委托镇代管”的根本

目的在于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应时刻紧紧围绕这

个目标，镇级层面加强系统谋划，全盘统

筹好“增”和“减”，实实在在体现出委托

管理的基础优势和后发优势。同时，要

加紧对委托管理后的村级组织治理职能

进行重新定位，关键是要完善好各类托

底保障政策，并完善与农村治理相适应

的联勤联动机制，切实提升农村基层组

织的社会治理能力。 （区政府政研室）

■老工业区转型原有厂房建筑改造利用
的探讨（节选）

一、宝山老工业区原有厂房建筑改

造面临的主要问题

宝山作为一个典型的老工业基地，

有着大量的“五老”（老仓库、老码头、老

港区、老堆场、老工厂）资源，但在推进这

些旧厂房建筑重新改造利用的过程中，

往往困难重重。

（一）产权关系复杂，利益平衡难。

由于国有企业改制、企业关停并转等众

多历史原因，导致老厂房的产权关系往

往十分复杂。比如吴淞工业区内的上海

信联化学制药有限公司，土地最初属于

华联集团所有，后来由上海辉迪实业有

限公司通过招拍挂拿下土地，再出租给

上海信联使用。由于权属复杂，有些是

国有企业用地，有些是集体企业，还有村

土地出租，并且涉及二房东、三房东，收

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平衡难度较大，

往往使得收储一波三折，达不到预想效

果，影响后续开发进度。

（二）原有投资额较大，收储成本

高。如宝钢不锈钢地块，原有投资量近

百亿元，若急于收储开发，一是收储成本

高企，资金收益很难平衡；二是造成原有

投资浪费，较新的厂房设备无法利用。

而且政府回收土地后再挂牌出让，则往

往需要达到“净地”标准，但老厂房的改

造将所有建筑都拆光的成本是极大的。

（三）国资需要保值增值，土地出让

意愿低。很多旧厂房都是央企、市企等

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受到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的考核约束。如果出让土地只有

一次性收入，无法把资产做大做强。如

果将其作为资本出租开发，不但保住这

部分国有资产，同时还保证这部分国有

资产的持续产出。因此，部分国有企业

宁可低效益出租，也不太愿意配合以出

让土地的方式开发利用。

（四）地块现状与规划不符，实施改

造难度较大。在企业调整转型过程中，

部分地块的规划为绿地或者规划还未编

制，若是土地收储则无法利用，因此企业

无意愿去改变厂房现状，只能做一般的

装饰装修形式的改造。

二、宝山老工业区原有厂房建筑改

造利用的主要思路

对老工业区原有厂房的改造和再利

用是基于重建和复兴目的上的二次设计

开发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或修补，而是

对原有厂房建筑在满足新的社会需求下

质的提高和量的强化。这些厂房的现状

情况千差万别，单一的处理方式不可能

完全符合各种类型，应当根据不同情况

推行不同的改造利用模式。

（一）探索多种所有方式。一种是

不改变产权关系。政府不对土地进行收

储，交由企业自主开发，不改变土地厂房

产权关系。比如上海智慧湾，业主与运

营方通过签订租赁及委托管理协议，在

不改变产权关系基础上，实现使用权的

转移，既通过协议规定保障运营方的利

益，也通过未改变产权关系保障业主的

利益。另一种是产权转让。地块进入招

拍挂程序，原有工业厂房拆除重建。

综合比较上述两种改造模式，第二

种方式能避免两次交易，即避免土地交

易和避免房产交易产生的高额成本，把

土地和房产的利润转为产业的利润，降

低入驻企业初始成本。通过对载体整个

改造重建，改善地区面貌，提升建筑品

质，完成老厂房的华丽转身。

（二）灵活选择改造模式。第一种

是简单整治外立面后即对外出租。这种

模式见效快，成本低，但并未改变老厂房

原有使用功能，基本用作仓储等，没有提

升产业能级，未达到城市更新的目的。

目前，大部分产权关系复杂，存在二房

东、三房东的老工业区厂房基本采用这

种模式，时间一长，整体环境脏乱差，特

别是用作仓储，大型货运车辆集中进出，

一方面噪音影响附近居民区，另一方面

大量车辆的进出对交通运行形成较大压

力，对区域整体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第二种是以改造利用原有建筑为

主、重新建设为辅。对于旧厂房的改建

主要的意义在于节约成本、保留历史文

化、减少资源浪费等。旧的工业厂房等

建筑是城市发展组成的一部分，对于一

座城市的经济、文化、工业发展的延续有

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对老厂房

改造利用的过程中要注重对传承城市历

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不少厂房为高大的畅通空间，有的甚至

长、宽达几百米，高达５０余米。这些建
筑一旦拆除，今后几乎没有重新建设的

可能，历史工业文化等也就无法保留下

来。如半岛１９１９，在改造的过程中基本
保留原有建筑形态，仅针对建筑内部进

行部分改造和加层，既满足现代企业的

发展要求，又保留老建筑的历史风貌和

回忆。

第三种是对整个园区进行重新规划

和建设。这种模式投入大、耗时长，但使

用情况和经济效益较好，综合品质最高。

如中成智谷、木文化博览园等。中成智

谷的前身，是创立于１９５９年新中国最早
的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上海储运）分

公司旧仓库。随着上海重工业逐渐外

移，原企业停工、厂房闲置，在２０００年以
后不断被鱼龙混杂的仓储租赁行业所占

据，原企业租金收益每况愈下，也给周边

社区带来市容、治安、污染、噪音、交通等

等一系列问题。经过两年多的重新规

划、建设改造，如今的中成智谷，俨然已

成为城市转型的一张新名片，不仅可以

创业，更可以生活、休闲、文化、娱乐，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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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区域整体环境，又为整个区域增加

生活娱乐配套，是一举多得的结果。

综合比较上述三种改造模式，显然

第三种模式是最优的，中成智谷也正是

因为第一种模式产生的各种不利因素，

才促成企业下定决心以第三种模式进行

开发。

（三）积极创新运营模式。一种是

原有业主自行开发，然后对外租赁。原

企业业主自主开发，存在产业跨界、开发

经验不足等不利因素，有利方面是开发

过程及手续办理较顺畅，能够较快投入

运营。如智力产业园纺发地块、半岛

１９１９等产业园区都是业主自行开发。
另一种是引进知名产业园区运营商进行

开发。引进知名产业园区运营商进行开

发管理，可以利用该运营商多年的建设

管理经验，对市场采取正确判断与精准

定位，转型开发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同

时，原有业主也可以通过一定比例入股，

作为大房东、小股东参与改造，如中成智

谷、上海智慧湾等。

综合比较上述两种运营模式，由具

有实力、团队和品牌的知名产业园区运

营商进行开发管理，相较于原有业主的

单打独斗、自行开发，有着更为明显的优

势，同时，原有业主也可以通过大房东、

小股东的方式，使自身利益得到保证。

（区政府政研室）

■关于南大地区开发建设机制的几点建
议（节选）

南大地区不仅是宝山五大重点转

型地区之一，也是上海市综合整治开发

的重点地区。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人民政府
专门发布沪府办４７号《上海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环保局等五部门、

单位制定的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实施
方案＞的通知》，要求大力推进南大地
区综合整治。在市、区各级部门的高度

重视下，南大地区的前期准备、征收补

偿和功能开发等各项工作正在稳步实

施。但是，随着开发建设的进一步推

进，各方对顺畅、高效的开发建设机制

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管理体制现状

当前，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主要

包括两个层级、四个机构。

１．决策层———南大指挥部。２０１０
年６月１１日正式成立，由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挂帅，总体负责南大地区的工

作协调、指挥。区发改委、经委、建交委、

国资委、财政局、规土局、市容局、房管

局、水务局、城管执法局、环保局、大场镇

等为成员单位。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和南

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２．操作层———南大指挥部办公室。
指挥部办公室下设５部１室，分别是综
合协调计划部、国有企业征收补偿部、规

划工程部、监察审计保障部、财务部、建

设基地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组成人员主

要来自于区委组织部选派、退休返聘社

会招聘、以及委办局、大场镇非专职联络

员。办公室主要职能是与市南大推进办

进行日常沟通协调；开展整治区域范围

内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落

实南大总体市政项目建设和年度投资计

划安排；牵头协调大场镇在南大推进中

提出的问题等。

３．操作层———大场镇南大地区综合
整治开发指挥部。２０１２年２月成立，下
设征收补偿、规划工程、计划财务、综合

整治、综合协调５个部，主要负责南大地
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工作。

４．操作层———南大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２０１６年３月９日登记注册成立，主
要股东为上海宝山城乡建设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目前，公司仅有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一人、专职监事一人，并未开展实体

化运作。

二、主要问题

指挥部办公室在南大地区开发中发

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开发进程

的深入，任务重、节点紧、人手少、协调难

等情况逐渐显现。

１．职能散落，统筹协调力度不够。
目前，规划、道路、绿化、水务等各项建设

任务仍然由区级各职能部门自主决策和

负责，指挥部办公室在整体规划、统筹推

进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够。

２．行政运作，缺乏资产运营能力。
南大指挥部办公室无法作为项目立项主

体，难以进行投融资等资本运作，也不利

于后期建设工程的管理、审计、验收等各

项工作开展。

３．专才缺乏，管理经验无法积累。
由于指挥部办公室是临时组建的项目管

理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临时抽调

的，流动很快，往往形成“只有一次教训，

没有二次经验”的局面。

三、几点建议

区委、区政府决定做实“指挥部＋公
司”模式，在继续发挥原有指挥部统揽全

局、统一领导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南大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实体营运作用。建

议区委、区政府进一步强化指挥部决策

职能，做实南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充分

借鉴闵行、嘉定、青浦等区在新城开发运

营方面的成功经验，加快推进南大地区

的整体开发、整体经营。

（一）指挥部设置。主要职能：加强

领导，统一指挥，对各类政府投资项目进

行论证、规划和方案研究；定期研究解决

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

有关部门特别是市重大办联系、协调和

沟通，并做出重要决策等。

（二）南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设置。

主要职能：健全开发建设投融资平台，完

善投融资渠道；组织实施南大地区基础

设施建设，对建设进行全流程管理；资产

运作和经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做实“指挥部 ＋公司”模式，实体化
运作南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将实现四

个“有利于”，即一是有利于统筹推进南

大地区整体开发，融合互补；二是有利于

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三是

有利于网罗、吸引各类专业人才服务于

南大开发建设；四是有利于下一步为吴

淞工业区开发积累人才和管理经验。建

议稳妥推进南大地区开发建设体制机制

进一步完善。 （区政府政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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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　引

说　　明

一、本索引采取主题分析索引方法，索引名称（标引词）按主题词首字汉语拼音音

序排列。

二、表格、图片在页码后注有（表）、（图）字样。

三、索引名称后的数字标示页码，数字后的字母（ａ、ｂ、ｃ）表示该页码片面从左至右
的栏别。

四、为便于检索，部分名称以简称、全称方式在本索引中重复出现。

五、索引名称一般采用主题词、中心词或简称。党政机关名称不冠以“宝山区”或

“区”，如“人大”“政府”“税务分局”等，请在检索时注意。

六、表格索引、随文图片索引按页码顺序排列。

条 目 索 引

Ａ

爱肝一生健康管理中心　２５７ｃ

爱国卫生　２５９ａ

爱心妈咪小屋　１０８ａ

安保维稳　２９０ｂ

安全监管责任　１９４ａ

安全目标管理　３３４ａ

安全生产　１４１ａ　１９４ａ

安全生产大排查　１９５ａ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４３ｂ

安全生产事故　１４０ｂ

“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１９５ｂ

安置帮教　２８２ｃ

遨问新材料基金　７４ｃ

Ｂ

Ｂ２Ｂ电子商务交易额　１３６ａ

Ｂ２Ｂ电子商务企业交易额　１３６（表）

Ｂ２Ｃ电子商务企业交易额　１３６（表）

八杜河　２０６（图）

“八一三”淞沪抗战７９周年活动　２６４ｂ

白沙公园　３０４ａ

“白衣天使在身边”主题活动　３４０ｃ

百草枯水剂农药检查　１６０ａ

百姓健身步道　２７２ｃ

版权服务工作站　２２９ｃ

帮困补助资金　３１０ａ

帮困粮油　１５２ａ

帮困送温暖　２９７ａ　３０１ａ　３０２ａ

“宝钢·宝山”示范创建启动仪式　４７ｃ

宝钢不锈钢厂区　１２２（图）

宝钢不锈钢２５００立方米高炉　１１６ｂ　

１１６（图）

宝钢发展成立３０周年主题系列活动　

１２２ｃ

宝钢发展第四次党代会　１２２ｂ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９ａ　１２１（图）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１２３（图）

宝钢发展转底炉项目　１１９（图）

宝钢高端油套管　１１６ｂ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７ｂ

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　１１８（表）

宝钢股份厂区环境绿化　１２３ｂ

宝钢股份热连轧产品　１１６ｃ

宝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７（图）

宝钢集团宝山宾馆　２３（图）

宝钢七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３３２（图）

宝钢取向硅钢　１１６ｂ

宝钢日报　２４１ｂ

《宝钢日报》数字报　２４２ａ

宝钢设计院　１１７ｂ　１１８ｃ

宝钢视频新闻　２４２ａ

宝钢物业平台　１２０ｃ

宝钢重组　１１７ａ

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　２２（图）　１２０（图）

　１２０ｃ　２６３（图）　３３５ａ

宝莲城商务区　１４２（图）

宝农３４号　４０ｃ　１７４ｃ

宝山报　２４０ｂ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４０ｃ　１４０（图）

宝山慈善之星称号　８５ｃ

宝山大剧荟　２６２ａ

“宝山大剧荟”闭幕式　４９ｃ

《宝山党史资料汇编（１９２１—１９４９）》　

２７１ｂ

宝山地震科普馆　３０４ａ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ａ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３９ａ

宝山工业园区“开利”项目　１３９（图）

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４１ａ

宝山湖长江蟹品鲜节　３１５ａ

宝山监狱“开放日”活动　６９ｃ

宝山检验检疫局　１２９ａ

“宝山金融”微信公众号　１７９ｂ

宝山旅游宣传周系列活动　１４９ｂ

《宝山年鉴》（２０１６）　２７２ｃ

“宝山农工”微信公众号　１０４（图）

宝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５５（表）

《宝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

５７３



生产工作职责分工规定》　１９４ａ

《宝山区保护村选点规划》　１９７ａ

宝山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２０２ｃ

《宝山区村庄布点规划》　１９７ａ

《宝山区地方债务管理办法》　１７４ｂ

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　１　２（图）

《宝山区耕地保护办法》　１９７ｂ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１０６ｃ

《宝山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１６９ｃ

《宝山区集建区外减量化工作补充意

见》　２００ｂ

《宝山区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

　２５９ｂ

宝山区旅游协会　１４９ａ

《宝山区２０１６年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１９２ｂ

《宝山区盘活低效存量工业用地实施意

见》　１９７ａ

宝山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实施意见　

４２ｃ

《宝山区人才公寓租赁资助与管理实施

办法》　１６９ｃ

《宝山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告知

书》　１９４ｃ

《宝山区土地储备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１６７ｃ

宝山区域化团建“宝钢·宝山”示范创

建启动仪式　１０９ｃ

《宝山区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　

１７３ａ

《宝山区质量发展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　１９２ｂ

宝山人民广播电台　２３９ｃ

宝山实验学校中学部新校舍　２４４ｃ

宝山寺传统文化保护高峰论坛　２６５ｃ

宝山体育中心　２７３ａ

宝山统一战线“智库”　５８ｃ

“宝山吴淞”ＡＰＰ　３３６ｂ　３３７ａ

宝山·叶城青少年“手拉手”活动　８９ｃ

　１１０ａ

宝山援（驻）疆干部　８８ｃ

宝山职工健身系列活动　１０８ａ

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２１ａ

宝杨路圈围地块　７９ｂ

保安演习　１３１（图）

保集ｅ智谷功能区　２３０ａ

保密　６２ｃ

保密宣传教育培训　６２ｃ

保密自查自评　６３ｂ

保险　１８９ｂ

保障性住房　１６８ａ　１６９ｃ

保障性住房配套建设　１６９ｃ

报道　２４１ａ

报刊大收订现场服务　２２３ｂ

北郊未来产业园　７４ａ

北京京剧院经典唱段演唱会　２６４ｃ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１６３（图）

备灾救灾　３０２ｂ

本级对镇转移支付执行　１７３ｃ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１７３ｃ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１７３ｂ

本外币存款　１７９ａ

“便捷宝山”暨重大工程建设领导小组

（扩大）会议　４４ａ

标准化菜市场　１４４（表）

滨江带建设　７９ｂ

殡仪馆　２９７ａ

殡葬单位　２９６（表）

殡葬管理　２９７ａ

兵役登记　２８６ａ

“兵营式”危房　３１１ｂ

病虫预测　１６２ｂ

病死猪　１６２ｃ

博济智汇园创业就业实训基地　３４０ｂ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２９３ｃ

“补短板”工作　４３ｂ

补短板、治五乱　２１５ｃ

不可移动文物登记　２６７（表）

“不忘初心·大爱无疆”系列活动　６０ａ

部门决算集中调研　６９ａ

Ｃ

财税　１７３

财政　１７３ａ

财政收入　３６５（表）

财政信息公开　１７４ａ

财政支出　３６５（表）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１７４ｂ

餐厨垃圾管理　２１６ａ

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２５９ｃ

残奥会坐式排球冠军　２９７ｃ

残疾人　２９７ａ

《残疾人保障法》调研　６８ｃ

残疾人第二届文艺汇演　２９７ｃ　２９８（图）

残疾人就业　２９７ｃ

残疾人生活补贴　２９７ｂ

残疾人事业　２９７ａ

残疾人信息数据　２９８ａ

残疾人专用车ＧＰＳ防盗装置　２９７ｃ

仓储　３６ａ

查封扣押环境污染场地　２１５ａ

产品质量监管　１９３ｂ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９２ｃ

产权制度改革　３０４ａ

产业创新发展　１３３ｂ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　９０ｃ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３ａ

产业援疆　８８ｂ

长春市南关区司法局　２８３ｂ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吴淞派出所

　１３０ｃ

长江口投控集团　１５７ｂ

长江路隧道　３２８ｃ

长江原水厂　２２６ｃ

长三角地区公共图书馆读者服务学术交

流会　２６３ｂ

长三角地区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课程进课

堂”主题论坛　４８ｃ

常住人口　３２ｂ　２５３ｃ

场北商品房基地　３２４ｃ

车运量　２２１ｃ

撤村集体资产处置　３０４ａ

陈宝生　２４７ｂ

陈伯吹诞辰１１０周年主题论坛　４９ａ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３３１ｃ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　２６５ｃ

　２６５（图）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　

２６５ｂ

陈德荣　１１９（图）

陈化成纪念馆新馆　２６３ｂ

陈行水库　９６（图）

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１７１（表）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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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　２５１ｂ

成套住房改造　１７０ａ

“城管公众开放日”进社区活动　２１７（图）

城管行政执法　２１７ａ

城管执法法制　２１８ａ

城管执法局　２１７（图）

城管执法日常巡查　２１７ｃ

城管执法涉案物资监管系统　２３７ｂ

城管执法专项整治　２１７ｃ

城建档案管理　２０２ａ

城市基础设施　３６ｃ

城市建设　３２７ａ

城市精细化管理　１３４ｂ

城市绿色步道示范段一期工程　２１６ｂ

城市网格化　３３３ａ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１８ｂ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２３７ｃ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２１８ｂ　３０７ａ

城市用水安全与质量监管　２０７ｂ

城市运行安全　３８ｃ

城市运行安全暨安委会全体（扩大）会

议　４５ａ

城市综合管理监督指挥体系　４０ａ

城乡发展一体化　７４ｃ

城乡发展一体化重点领域　７５（表）

城乡公共服务　７５ｂ

城乡管理　１９７　２０３ａ　３０９ａ　３２４ａ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１９７ａ

城乡建设　１９７　２０３ａ　３０４ａ　３０５ｃ

　３０９ａ　３２４ａ

城乡居保　２９５ａ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２９５ａ

城乡融合水平　７３ｂ

城乡社区支出　１７５ａ

城乡一体化发展　４０ｂ　９０ｂ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４０ｃ　２９３ａ

城镇管理　３１６ａ　３２０ａ　３３０ａ

城镇集体企业　９１ｃ

城镇建设　３１６ａ　３２０ａ　３３０ａ

城中村　３２０ａ　３２４ｃ

城中村改造　１７０ｂ

出访团组　８４ｃ

出国（境）管理　８４ｃ

出口　１４６（表）

出口国家（地区）　１４７（表）

出口商品　１４６（表）

出生率　３２ｃ　２５３ｃ

出生人口　３２ｃ

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４７ｂ

“传承红色基因·延续城市血脉”研讨

会　５７ｃ　５７（图）

传染病　２５３ｃ

床位　２５３ｃ　２５７ａ

“创客之家”系列活动　１１０ａ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进大会

　４４ａ

创新中国２０１６国际论坛　４８ｃ　８５ｂ　

１３５ｂ　２３０ａ

创业板上市　１８１（表）

创业就业公益项目　３３６ｂ

创业型城区　２９３ａ　３３０ｃ

“创赢宝山”品牌　２９３ａ

“创赢宝山”主题论坛　４９ａ　２９４ａ

创赢驿站　２９３ａ

春季大型招聘会　１０８ａ

春节团拜会　４７ｂ

春运省际客运车辆稽查　２２０（图）

慈善公益事业　３００ｂ

慈善基金　２９６ｃ

村　３０７（表）

村级组织基本运转经费　７９ａ

村经分账管理　１５９ａ

村民委员会　３２ｂ

村民小组　１５９ａ　２９６ｃ

村委会　２９６ｃ　３０３（表）　３０９（表）

　３１３（表）　３１７（表）　３２０（表）　３２５（表）

Ｄ

“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周活动　１８４（图）

大场老镇改造　３２０ａ

大场镇　３１９ｂ

大华行知公园　２１６ｃ　２１６（图）　３２１ａ

大气环境保护　２１４ａ

大企业税收管理　１７７ａ

大事记　１９

大中修工程　２１０ａ

贷款　１７９ａ

逮捕　２７８ａ

担保公司　１７９ａ　１８０（表）

党的群团改革推进会　４４ｃ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　４３ｃ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５１ｂ

党管武装　２８５ｃ

党建　３３７ａ

党建工作保障　６２ｃ

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　９４ｃ

党群阵地建设　６２ｂ

党史宣传　２７２ａ

党史研究　２７１ｂ

党史研究室　２７０ａ

党外人士培训班　５６ａ

党委书记工作例会　４３ｂ　４４ｂ　４５ｂ

党校　５７ａ

党校办班　５８（表）

党员　５２ｂ

党员教育培训　６１ｂ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４５ａ

党政机关负责人名录　３４２

档案　２７０ａ

档案安全保护　２７１ａ

档案、党史、地方志工作会议　２７０ｂ

档案馆　２７０ａ

档案馆库建设　２７０ａ

档案接待　２７１ａ

档案局　２７０ａ

档案捐赠　３１４ａ

档案利用服务　２７１ａ

档案目标管理考核　２７０ｃ

档案文化宣传　２７１ａ

档案信息化建设　２７０ｃ

道尔顿工坊　４７ｃ

道路　２０３ａ

道路工程建设　２０３ｃ

道路交通违法　２９１ｂ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３１６ａ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　２７６ｂ

道路交通信息化设施养护　２０９ｃ

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２１２（表）

道路扬尘　２１１ｃ

道路运输管理　２１９ａ

道路运输经营行政许可　２１９ａ

稻谷　１６２ａ

“德淞班”国学培训班　３２９ａ

低效产能三年行动计划　９１ｂ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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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新钢笔画学术展　４９ａ

地方财政收入　３５（表）　３９ａ

地方史志　２７２ａ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支　１７３ｂ

地方志办公室　２７０ａ　２７２ａ

地方志进校园　２７２ｂ

地籍管理　１９９ｃ

地理位置　３１ａ

地名管理　２０２ｂ

地名命名登记　２０２（表）

地名命名审批　２０２ｂ

地名普查　２０２ｂ

第四届上海军民两用技术促进大会　

２３０ｂ

地下工程　２８７ｂ

地下空间　２８８ｃ

地形地貌　３１ａ

地震捐款　３０２ａ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１０　

１０（图）

第二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　２３９ｂ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２７５ｃ

第二届广场舞大赛　３１４ｃ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９７ａ

第二十八届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２８３ｃ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代表考察区健

康促进工作　２５９ａ

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中国国家

日”活动　４９ｂ　２５９ａ

第九人民医院北院漠河路段交通整治　

９５（图）

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第二门诊部　２５８ａ

第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１１ａ　２１３ａ

第三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１３５ｃ

第三十一届里约奥运会宝山健儿表彰座

谈会　２７３ｃ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１３５ｃ

第十二届“喀交会”　８９ｂ

第十五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

演奖”　２６５ａ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开幕式　９０ａ

第四批全国建筑业绿色施工示范工程　

１６６ａ

第五届农耕运动会　３１４ｃ

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３１５ｃ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９６ｃ

典当金融服务　１５７ｂ

电力　２２５　２２５ａ

电视高清化改造工程　２３９ｃ

电视台　２３９ｃ

电信　２４２ｂ　３６７（表）

电信诈骗　２２２ｃ

电影放映单位　２６６（表）

电影下乡　２６１ａ

电子商务　１３６ａ

电子商务产业　１３６ｃ

电子商务交易额　１３６ａ

电子商务平台　１３６ｂ

电子商务企业　１３６ａ

电子政务数据中心　２３８ａ

调查资料　３７１ａ

调研督查　４９ｃ

丁大恒　３４２ａ

定密管理　６３ｂ

东方鸟会　１５０ｃ

东方书报亭“补短板”整治　５５ｂ

东方网“上海区县全媒体交互访谈”　

２４（图）

东方有线　２４０ａ

“冬日暖阳”活动　１１３（图）

动拆迁管理　１６９ａ

动迁安置　１６８（表）

动物检疫　１６０ｃ

动物免疫　１６２ｃ

动物疫病　１６２ｃ

渎职侵权案　２７８ａ

端午民俗文化节　３１１ａ

队伍建设　６２ｂ

对口支援　８８ｂ

对台工作会议　８７ａ

对外交流　８４ｃ

对外经济　３６ｃ

对外投资　１４７ａ

对外援助　２５５ｃ

Ｅ

《２０１６年土地储备计划》　１６７ｃ

恶性肿瘤死亡原因　２５６（表）

儿童节亲子公益旅游活动　１５０ａ

二孩率　２５３ｃ

Ｆ

发电量　２２５ａ　２２５ｂ　２２５ｃ

“发展智能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界别协商　９４ｃ

法律调解　３６９（表）

法律服务　３６９（表）

“法律服务进军营，法律援助在行动”系

列活动　２８３ｃ

法律服务所　２８３（表）

法律监督　２７９ａ

法律援助服务民生责任　２８３ａ

法院　２７９ｃ

法制委员会　９７ｂ

法治　２７５

犯罪嫌疑人　１５３ｂ

饭店经营指标　１４８（表）

范少军　１０　２１８（图）　３４１ａ

方世忠　８９（图）

防空警报　２８７ｃ

防空警报网建设　２８８ａ

防卫演练　２８６ｃ

防汛防台工作检查　６９ａ

防汛设施　２０７ａ

房产测绘　１６９ａ

房产管理　１６９ａ

房产交易　１７０ｂ

房地产　３６ｃ

房地产档案管理　１６９ａ

房地产交易登记　１７０ｂ

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７１（表）

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档案　１６９ｂ

房地产市场　１７１（表）

房地产业　１６３

房地产预售许可证发放　１７２（表）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７０ｃ

“飞翼１１”轮首航仪式　２２２（图）

非法客运　２１９ｃ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２７７ａ

非公路指示牌整治　２１０ｃ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培训　５８ｃ

非物质文化遗产　３２３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２６９（表）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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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　２６３ｃ　２６３（图）

非正常宗教活动　３０１ｃ

非洲鼓青年文化课堂　３２９ａ

分流安置　２９３ｂ

粉尘无组织排放　２１５ａ

夫妻分居解困　８２ａ

扶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１７５ｂ

服务业　１４４ａ

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１３７（表）

服务业税收　１４５ａ

服务业增加值　１４４ａ

妇儿关爱专项资金　１１１ａ

妇联　１１０ｂ

妇联组织改革　１１０ｂ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１１ａ

妇女儿童“十二五”规划终期评估　

１１１ｃ

附录　３５９

赴台交流　８６ｂ

复控华龙　３３０ａ　３３１ｃ

副食品价格补贴　１５２ａ

Ｇ

概貌　３１

干部队伍建设　４１ｃ

干部队伍交流　５２ｂ

肝脏疾病多学科诊疗中心　２５８ａ

“感动宝山人物”揭晓活动　２９（图）　

４９ａ

“感动宝山人物”评选　５４ｃ

岗位培训　１１１ｃ

钢铁工业　３２ｃ

钢铁业　１１５

港口　３３ａ　１２５

港务　１２５ａ

高端覆膜铁机组　１１６ｃ

高境科创小镇　３３０ａ

“高境科创小镇杯”车辆模型总决赛　

３３１ｃ

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　３３２ａ

高境一村一居委会　３３１ｃ

高境镇　３２９ａ

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工作推进会

　２９４（图）

高危企业风险排摸　１９５ａ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３３（表）　３０５ｃ

高雄地震　３０２ｂ

高中教育　２４３ｂ

革命烈士资料　２７２ｂ

革命遗址遗迹寻访活动　２７１（图）

个体工商户　１３７ａ

各地在区投资企业协会　８９ｂ

各街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４３（表）

耕地保护　２００ａ

耕地面积　３６７（表）

工地安全检查　２０９ｂ

工会服务　１２３ａ

工会信息管理系统　２３８ａ

工伤案件　２９５ａ

工商联　１０１ａ

工业　３５ａ　１３３ａ

工业技术服务板块　１１８ａ

工业污染防治　２１４ｂ

工业销售产值　１３３ａ

工业用地出让地块　１６８（表）

工资薪酬　８３ａ

工资总额　３７０（表）

公安消防部队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８９ａ

公安行政　２７５ｃ

公共安全　３３９ｃ

公共财政审计　１７７ｂ

公共场所控烟　２５９ｂ

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２８２ｃ

公共交通管理　２０４ａ

公共人事　２９３ｃ

公共停车场　２１９ｂ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１９ｂ

公共图书馆　３６８（表）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５４ａ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２５４ａ

公共文化设施　３６７（表）

公共预算收入　１７３ａ

公共预算收支　１７３ａ

公共预算支出　１７３ａ

公共自行车预算听证　６９ｂ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１６９ｂ

公建配套　１４０ｂ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１９ｂ

公交线路　２０４ａ　２１９ａ　２１９ｂ　２２０ｃ

公立医院　２５６（表）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５５ｂ

公路　２０９ｃ　２１０（表）

公路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０４ｃ

公路管理　２０９ｃ

公路设施管理养护　２１０ａ

公墓　２９７ａ

公诉　２７８ａ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８８ａ

公务员考核　８２ｃ

公务员门户升级项目　２３７ｃ

公务员培训　８２ａ

公务员招录　８２ａ

公益广告　２４０ｂ

公有住房代售　１６９ａ

公园绿地　２１６ａ

公证　２８２ｃ

公众微信号　３２７ｃ

供水量　２２６ｃ　２２７ｂ　２２７ｃ

供销社　１５７ａ

共青团　１０９ａ

共青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员）党

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１０ａ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供应　１６９ｂ

股托中心Ｅ板挂牌企业　１８１ｂ

固定电话　２３６ｃ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９ａ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２１４ｂ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１６９ｃ

顾村公园　１４７（图）

顾村老镇改造　３１９ｂ

顾村敲头抢劫案　２７６ｃ

顾村镇　３１５ｂ

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　１０８ｃ

顾村镇非公企业工会改革试点动员大会

　４４ｃ

顾村镇菊泉文化街　２６４ａ

“关爱儿童、关注健康”大型义诊活动　

２５８ａ

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重要功能区的实施意见　４２ｃ

关于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充分发挥政

协作用的实施意见　４３ａ

《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设施农用地备

案、管理的操作办法》　１９７ｂ

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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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特种设备安全

工作的若干意见》　１９２ｃ

《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五落实五到位规定的通知》　１９４ｂ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

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　４２ｃ

关于深化区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制

度改革的意见　４３ａ

管理服务推进大会　４４ｃ

广播操　２４４（图）

广播电视　２３９ｃ

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４０（表）

广播电视业　３６７（表）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８０ｃ

规划监督执法　２０１ｂ

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建设　９１ａ

国防动员　２８５ｂ

国防教育日　２８６ｂ

国际安全社区　３３９ｃ

国际国内大赛　２７３ａ

国际税收管理　１７７ａ

国际资源　１４６ｂ

国家安全社区　１９５ｂ

国家传统村落　１９９ａ

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２６６ｂ

国家ＡＡＡ级安全文明工地　１６６ａ

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２９６ｂ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２４７ｂ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项目　１９９（图）

国家湿地公园　２１６ｂ

国家卫生镇　２５９ａ　３２９ｂ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３９ａ　

７３ａ　１３３ａ

国家信访信息系统上海分系统　８１ｃ

国家资金支持项目　２３１（表）

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　２４７ａ

国民经济　３４ｂ

国民经济增加值　３４（表）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９１ｃ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９１ｃ

国有企业财务风险预警信息系统　２３７ａ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　８１ａ

国资监管体系　９２ｂ

国资经营预算管理水平　１７４ｂ

Ｈ

哈尔滨大剧院　１６４（图）

海滨新村　３３６ａ

海关速通关验放服务　１２７（图）

海关通关服务　１２８（图）

“海峡杯”篮球邀请赛　４８ｂ　８７ｂ

　２７３ｂ

“海洋量子号”邮轮　１２９（图）

韩正　２４６ｃ

焊接技术论坛　２３０ｂ

郝柏村　８６（图）

合资企业　１４５ｂ

合作交流　８９ａ

河长制　４０ｂ

河道整治　３０５ａ

《黑白的热血———张明曹抗战美术作品

展》　２６２ｃ　２６２（图）

“红色记忆·追梦宝山”微电影大赛　

５４ａ

红十字会　３０２ａ

红十字会组织　３０２ａ

红十字理事会　３０２ａ

红十字宣传　３０２ｃ

红十字医疗机构　２５８ｂ

后备力量　２８５ｂ

后勤服务保障　８８ａ

互联网金融整治活动　１８０ｃ

“互联网＋”企业交流研讨会　２３７ａ

互助帮困　２９５ａ

互助基金　３０２ｂ

户籍　２７５ａ

户籍人口　２５３ｃ　２７５ａ

护士　２５３ｃ　２５７ａ

沪剧《挑山女人》　２６４ａ

沪太路经济发展带　３０９ａ

沪太路石材市场拆违　９５（图）

花红村　３１５ｂ　３１５（图）

“花为媒·为爱奔跑”青年交友活动　

１０９ｂ

华能上海燃机电厂　２２５ｃ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２２５ｂ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２５ａ

华能石洞口一厂１号机组　２２５（图）

华雯　２６５ａ

化救队伍　２８８（表）

化救器材　２８８（表）

化救专家队伍　２８７（表）

化妆品监管　１９２ｃ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２１１ａ　２１３（表）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已完成项目　２１３（表）

环保投入资金　２１１ａ

环境　２１１

环境保护　３８ｃ　２１１ａ

环境保护管理及环保投资　２１２（表）

环境保护系列宣传活动　２１５ａ

环境工程技术板块　１１８ａ

环境监测　２１１ａ

环境建设　３３ｃ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１１ａ

环境噪声　２１２ａ

环境质量　２１２（表）

环境综合整治　３１０ｃ

环卫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２３８ｂ

换届风气监督　５２ａ

换届工作动员大会　４３ｃ

“黄、赌、毒”案件　２７５ｂ

会计管理基础建设　１７４ｂ

惠老助老活动　２９９ｂ

火灾事故　２９０ｂ　３６９（表）

Ｊ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呼叫中心　１７０ｃ

机动车违法鸣号　２７６ｃ

机动车维修经营行政许可　２１９ａ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８８ａ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　６１ｂ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６１ｂ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６１ｃ

机关群团优势　６１ｃ

机关事务管理　８７ｃ

“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２０３５发展战略”

国际高端论坛　２４６ｃ

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　１９１ｂ

基本管理单元推进会　４３ｂ

基本农田保护　２００ａ

基层党建工作述职测评会　４７ａ

基层工会　１０７ｂ

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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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建设　３１７ａ

基层书记述职评议全覆盖　５３ｂ

基层税务所　１７５ｂ

基层武装规范化建设　２８６ｂ

基层依法行政　８１ａ

基础教育　２４３ａ

基础网络建设　２４０ｂ

疾病死亡原因　２５５（表）

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１５９ａ

集体土地征地补偿　２００ｃ

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率　９１ｃ

计划生育服务　２５４ｃ

计划生育管理　２５４ｃ

计划生育率　２５３ｃ

“记忆中的宝山———宝山味道”展览

　２６３ｃ　２６３（图）

纪检　５１ａ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宝山市民优

秀合唱展演　２６５ａ

纪念建党９５周年文艺汇演　４８ａ　２６４ａ

　２６４（图）　３１９ａ

纪念建党９５周年系列活动　５３ｂ　５６ｃ

　２７１ｂ　２８６ｂ

纪念建党９５周年宣传　２７１ｃ

纪念《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五周年系

列活动　２８３ａ

纪念陶行知诞辰 １２５周年系列活动　

２４４ｃ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４周年”系列

活动　８６ｃ　２６２ｃ

纪委六届六次全会　５１ａ

纪委六届七次全会　５１ｂ

纪委七届一次全会　５１ｂ

《加快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实施意见》

　１７４ａ

加强理论宣讲　５７ｃ

家庭文明建设　１１１ｃ

家庭医生　３１２ｃ

监察　８０ａ

兼职法律顾问　２８３ｂ

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库　８０ｃ

检察　２７８ａ

检察体制改革　２７９ａ

“减税降费”政策　１７３ｃ

建党９５周年大会　３０７ｃ

建档指导　２７０ｂ

“建功十三五，创新在一线”职工劳动竞

赛　１０８ｃ

建交委　２０３ａ

建军８９周年庆祝大会　２８６ｂ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２０３ａ

建置　３２ａ

建筑风貌管理　２００ｃ

建筑工程管理　２０１ａ

建筑垃圾应急处置　２１５ｂ

建筑市场管理　２０４ａ

建筑业　３５ａ　１６３　１６３ａ

建筑业增加值　１６３ａ

建筑业总产值　１６３ａ

健康促进　２５９ａ

健康体检　８３ａ　２９７ｂ

健身苑点　２７２ｃ

江西兴国县　８８ｃ

“讲述身边的感动”主题活动　２５３ｂ

降水　３１ｂ

交通　２１９

交通安全　２７６ａ

交通大整治　２１０ｃ

交通路网体系　４０ｂ

交通四类设施　２０９ｃ

交通体系　３３ｂ

交通文明示范区　３３４ｃ

交通行政执法　２１９ｃ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８６ａ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６（表）

交通运输　３６ａ

交通运输管理　２１９ａ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２１９ｂ

交通秩序　２２０ｂ

交通执法大队　２１９ｃ

教练　２７２ｃ

教师专业发展示范校评审　２４４ｂ

教育　３７ａ　２４３

教育委员会　９７ｃ

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才专场招聘会　

２９４（图）

教育支出　１７４ｃ

教育综合改革启动大会　４４ａ　２４４ｂ

街道　３０３

街道经济　３３２ｃ

街道企业出口　１４６（表）

街道人大工委揭牌　７０ａ

街道ＡＰＰ上线仪式表彰评比　３３６（图）

街道招商引资　１４１ｃ

街镇社区图书馆　２６６（表）

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２６１ａ　２６６（表）

节粮减损宣传　１５１ｃ

节能减排　９１ｂ

节庆营销　１４３ｃ

节约型机关　８８ａ

结婚　３２ｃ　２９７ａ

金盘级旅游餐馆　１４８ｃ

金融　１７９

金融合作协议　１７９ｃ

金融业　３６ｃ

金融业增加值　１７９ａ

“金融资本助力老工业区转型发展”主

题论坛　１８０ａ　１８０（图）

金树叶级绿色饭店　１４８ａ

金蟹奖　１７４ｃ

进口国家（地区）　１４７（表）

进口商品　１４６（表）

禁毒　２９２ｂ

禁毒教育　２９２ｃ

禁毒宣传　２９２ｃ

“泾彩社区手牵手”志愿服务项目　３１４ｃ

　３１４（图）

经济发展　３２６ｃ

“经济发展好”提案　９６ａ

经济建设　３９ａ　３０３ａ　３０５ｃ　３０８ｃ　

３１１ｃ　３１５ｃ　３１９ｃ　３２３ｃ　３２９ｃ

经济运行监测　１９１ａ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７７ｃ

经营性用地　１６８（表）

精神病患者　２５４ａ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０５ａ　３１０ｂ　３１３ｂ　３４０ａ

警务　２７５ａ

静态交通管理　２０４ａ

纠风　８０ａ

“九九重阳，爱老敬老”义诊活动　２５８ｂ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４ｂ

九院部门整合　２５８ｃ

九院“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楼”建

设施工项目　２５８ｃ

酒类监管方式　１４４ａ

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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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区改造　３３６ａ

救护培训　３０２ｂ

救护员　３０２ｂ

救灾　２８７ｂ

救助帮扶金　３２７ｂ

救助关爱　３０２ａ

就业　２９３ａ　３０４ａ　３０６ａ　３０９ａ　３１２ｃ

　３１７ａ　３２１ａ　３２５ａ　３２７ａ　３３０ｃ

　３３６ｂ

就业帮扶　２９３ａ

就业困难人员　２９３ａ

就业培训　２９７ｃ

就业推荐　２９７ｃ

就业援疆　８８ｂ

就业招聘　２９７ｃ

居家养护服务　２９７ｂ

居家养老　２９８ｃ　３２１ａ

居家医疗护理试点　２９５ｂ

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企业　１７６ｂ

居民区　３０７（表）

居民委员会　３２ｂ

居民医保　２９５ａ

居委电子台帐　４０ａ

居委会　２９６ｃ　３０４（表）　３０９（表）

　３１３（表）　３１７（表）　３２０（表）　３２５（表）

　３２８（表）　３３０（表）　３３３（表）　３３５（表）

　３３８（表）

居住区绿化　１６８ａ

居住证积分　８２ａ

居转户　８２ａ

拒乘黑车　２２０ｃ

卷烟销售　１５２ｃ

卷烟营销　１５２ｂ

军粮供应　１５１ｃ

军民共建　２８５ｃ

军事　２８５

军事设施　２８７ａ

军事训练　２８５ａ

军用港口　２８７ａ

军用机场　２８７ａ

军转干部安置　８２ｃ

军转干部管理　８２ｃ

竣工商业项目　１４３（表）

Ｋ

开工商业项目　１４３（表）

开国将军钱信忠档案　２７０ａ

开学典礼　３１４（图）

康复服务　２９７ｂ

康家村“城中村”改造　３２６ａ

康家村“五违”整治　３２６（图）

靠港邮轮　１５７ｂ

科创板企业　１８１ｂ

科创中心建设　９０ｃ

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　７４ｂ

科技　２２９

科技创新　１７４ａ

科技创新先进企业　１６６ａ

科普教育基地　２３６（表）

科普开放日科技体育嘉年华活动　２７３ｂ

科学技术　３７ａ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９７ａ

可吸入颗粒物　２１１ｂ

客运量　２２１ｃ

课题调研　６２ｂ

控源截污工程　２０７ｃ

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９８（表）

口岸管理　１２５　１２７ｃ

口述采访　２７１ｃ

库款和国库现金管理　１７４ｂ

快速路网建设　２０３ｃ

宽带用户　２３６ｃ

Ｌ

“ＬＯＶＥＲＵＮ爱跑魔都”情侣主题跑　

２７３ｂ

垃圾分类　３３３ｃ

“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宝山区）启

动仪式　４７ａ　４９ｃ

劳动关系　２９５ｂ

劳动力市场　２９６ａ

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　２９５ｃ

劳资纠纷　２９６ａ

老干部工作　５９ａ

老干部学习活动阵地　６０ｃ

“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　３４０ａ　

３４０ｂ

老龄事业　２９８ｂ

老年福利支出　１７５ａ

老年活动室　２９８ｃ

老年人　２９８ｂ　３０３（表）　３０６（表）

　３０８（表）　３１２（表）　３１６（表）　３２０（表）

　３２４（表）　３２７（表）　３２９（表）

老年宜居社区　２９９ａ

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体系　２９８ｃ

老年综合津贴　２９８ｃ

老书记课堂　３３５ａ

老镇改造　１７０ｂ

老镇旧区改造　１７０ａ

离婚　３２ｃ　２９７ａ

离休干部　５９ａ

李斌　１０８ｂ

李国平　８９（图）

李峻　５７（图）

李萍　３４１ｂ

理论研究专业小组活动　５９ａ

历史文化　３４ａ

历史沿革　３２ａ

联合国糖尿病日专家义诊活动　２５８ｂ

廉租房管理　１６９ｂ

粮仓设施建设　１５１ｂ

粮食　１５１ａ　１６１ｃ

粮食管理　１５１ａ

粮食库存管理　１５１ｃ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１５１ｃ

粮食流通市场管理　１５１ｂ

粮食市场调控　１５１ｂ

粮食应急保障　１５１ｂ

粮食质量安全　１５１ｂ

粮油收购　１５１ａ

两病筛查　１０８ａ

“两厅两台”政务服务模式　１３８ｂ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４１ｂ　４８ａ　５３ａ

　５３ｃ　６１ａ　６２ａ

疗休养　８３ａ

烈士纪念日　４８ｂ

林业执法管理　１６０ｂ

临港新业坊高境科创综合体项目　２３０ｃ

临时身份证　２７５ｃ

零就业家庭　２９３ａ

零售　３５ａ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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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调研　４５ｂ　５７（图）　２４６ｃ　２４７ｂ

　２７０ａ　２９８ａ　３１８ａ　３１９ａ　３２２ａ

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　６３ａ

流浪乞讨　２９６ｃ

六大创科中心　２４５ｂ

龙现代艺术馆　２６４ａ

聋人舞蹈队　２９７（图）

楼宇载体统计　１９１ａ

楼组“微自治”试点　３３８ａ

路网密度　２０３ａ

路政许可　２１０ｂ

路政治超　２１０ｂ

旅客　１２７ｂ

旅行社　１４８ｂ　１４８（表）

旅行社服务地方标准　１４８ｃ

旅行社经营指标　１４８（表）

旅游　１４３　１４７ｂ

旅游安全管理　１４７ｃ

旅游标准化试点企业　１４８ｃ

旅游厕所　１４９ｂ

旅游行业餐饮服务技能竞赛　１５０ｂ

旅游教育培训　１４９ａ

旅游景区等级评定　１４８ｃ

旅游企业经营　１４８（表）

旅游设施　３６（表）

旅游宣传推介活动　１５０ａ

旅游业　３５ａ

旅游智能化管理平台项目　２３８ｃ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复核　１４８ａ

旅游住宿企业等级评定　１４８ａ

旅游专业展会　１４９ｃ

律师　２８２ｃ　３６９（表）

律师事务所　２８４（表）

绿地　２１６ａ

绿化　１２２（图）　２１６ａ

绿化建设　２１４ｃ

绿化市容管理所　２１６ｃ

绿化市容局　１３７（图）　２１５ｂ

绿色步道　２１５（图）

“绿色发展与美丽宝山”论坛　９５ａ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１６９ｃ

罗店古镇　３１０ｃ　３１１（图）

罗店基地建设　３１０ｃ

《罗店镇东南弄村传统村落规划》　

１９９ａ

罗店镇　１６０（图）　１９９（图）　３０８ａ

“罗泾杯”三对三篮球赛　３１４ａ

罗泾分公司　１２５ｃ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　１２６（表）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装卸　

１２６（表）

罗泾社区文化中心十字挑花非物质文化

遗产　６８（图）

罗泾镇　１５９（图）　３１１ｂ

罗泾镇花红村　７９ａ

罗泾镇沿江生态旅游区　９６（图）

罗泾中心校新校舍　３１４ｂ　３１４（图）

Ｍ

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　２７７ｂ

“慢性肾脏病一体化治疗”主题宣教活

动　２５７ｃ

毛琪钦焊接创新工作室　１６４ｃ

美兰湖众创空间　３０９ａ

美兰金苑养老院　３０８ｂ　３１０ａ

美丽乡村建设　４０ｃ　７９ａ　１７４ｃ

美丽乡村建设现场推进会　４４ｂ

美丽乡村健身运动　３１４ｃ

“美丽张庙”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３３９ａ

美罗家园　３１１ａ

“魅力庙行”文化节　３２５ｃ

门急诊　２５７ａ

“梦享启航”开业系列活动　１２０（图）

“庙行就业通”服务平台　３２５ａ　３２６ｂ

庙行镇　３２３ｂ

庙行镇康家村“城中村”改造　２０２ａ

民办非企业单位　３００ａ

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３００ａ

民办和衷中学代表队　２４５ｂ

民兵结构　２８５ｃ

民兵训练　２８５ａ

民兵训练基地　２８６ｃ

民兵整组　２８５ｃ

民防　２８７ｂ

民防工程　２８７ｂ　２８８ａ

民防应急救援　２８７ｃ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　２８７ｃ

民防组织指挥训练　２８７ｂ

民防组织指挥演练　２８７ｂ

民革区委　１０１ａ

民进宝山区委　１０２ｂ

民盟区委　１０１ｂ

民盟（上海）教育基地　２４５ａ

民生　３３９ａ

“民生保障好”提案　９６ａ

民生保障水平　４０ｃ

民生服务　３３３ａ

民生计量检查　１９３ｂ

民生事业　３０７ａ

民事审判　２８０ｂ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５５ｂ

民政　２９６ａ

民政局　２９６ａ

民主党派　１０１　１０１ａ

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录　３４２

民族　３００ｂ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３００ｃ

民族宗教法制　３００ｂ

民族宗教法制宣传学习　３００ｃ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９８ｂ

名录　３４１

名牌战略　１９２ｂ

“铭历史、同心行、创未来”主题活动　

１０３（图）

莫建备　２７２ｂ

睦邻小镇　９２（图）　１５７ｂ　３１２ａ

“睦邻小镇”综合商业体　３１４ａ

Ｎ

纳税服务　１７６ｃ

纳税信用评价　１７６ｃ

男声独唱《石头缝中的小花》　２６５ａ　

２６５（图）

南大地区　３２２ａ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３２０ａ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３０（图）

内河港航管理　２０４ｃ

能源　３４ｂ

倪军　３２３ａ

农村村庄改造　７９ａ

农村公路建设　２１０ｂ

农村环境保护　２１４ｃ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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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调

研　６８ａ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１５９ａ

农村经济总收入　１５９ａ

农村生态环境考核　３１２ａ

农村水务建设　２０７ｂ

农村土地承包管理　１５９ｂ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１５９ｂ

农副产品产量　３５（表）

农户　１５９ａ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率　４０ｃ

农机操作技能大赛　３１５ａ

农林水项目　３１２ｃ

农林水支出　１７５ｂ

农民保障水平　７９ａ

农民人均收入　１５９ａ

农民专业合作社　１６１ｂ

农田小水利　３０８ｂ

农药包装废弃物　１６０ａ

农药补贴销售　１５７ａ

农药产品案　１６１ｃ

农业　３４ｃ　１５９

农业产业化支持政策　１７４ｃ

农业规模经营　１６１ｂ

农业合作社　３０８ｃ

农业科技　１６１ｂ

农业科技示范　１６１ｃ

农业信息化　１６１ｂ

农业专业化技术培训　１６１ｂ

农业总产值　３６６（表）

农用地　１５９ａ

女侨胞座谈会　８５ｃ

Ｏ

欧冶电商　３３２ｃ

欧冶国际电商有限公司　１１６ａ

欧冶物流新公司　１２１ｃ

Ｐ

排水系统　２０７ａ

排污费　２１１ａ

《盘活低效存量工业用地实施意见》　

１７４ａ

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　２１６ｂ

培智学校　２５３ａ

批发　３５ａ

批发零售业　１４３ｂ

平安宝山智联网　２９１ｂ　３２８ａ

平安建设　３０４ｂ　３１０ａ　３１２ｃ　３１８ａ　

３２４ｃ　３２８ａ　３３１ｂ　３３４ａ　３３６ｃ

平安建设大会　４３ｃ

平安社区　３３６ｃ

平安杨行　３０４ｂ

平安智联网　２９１ａ　３３９ｃ

平均工资　３７０（表）

平均气温　３１ｂ

屏东县社区干部　８７ａ

普法依法治理　２８２ｂ

普货车辆稽查　２２０（图）

Ｑ

七号创意带　２３０ｃ

其他团体　１１２ａ

气候　３１ｂ

气象　２３６ａ

气象局　２３６ａ

气象科普教育活动　２３６ｂ

气象现代化建设　２３６ａ

气象行政改革　２３６ｂ

企业　１３７ａ

企业改革　１５７ｂ

企业挂牌　３２６ｂ

企业上市　１８１ａ

企业信用管理　２３８ｂ

企业主板　１８１（表）

企业主体数据综合应用系统　２３７ｃ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１９ａ

汽车消费　１４３ｂ

启航计划　３２５ａ

“千人健步走”活动　３１９ａ

钱信忠　２７０ａ

“潜溪风情”文化节　３２３（图）

“强服务、树形象、展风采———三比三

赛”演讲比赛　１３８（图）

侨法宣传落实调研检查　６８ａ

“侨法宣传月”活动　８６ａ

侨界民生　８５ｃ

侨商　８５ｃ

侨务　８５ｂ

侨务工作培训班　８６ａ

侨资企业合法经营专题讲座　８６ａ

桥梁　２０８ａ

桥梁管理　２１０ｂ

桥梁桥孔整治　２１０ｃ

桥梁与桥孔管理　２０９ｂ

《侵华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文物图片特

展》　２６６ｂ

“青春宝山”ＬＯＧＯ发布会　１０９ａ

青年联合会　１１２ｃ

青年人才培养　１２３ａ

青少年社工进中国二十冶厂区服务项目

　１１０ａ

青少年书法教育研究中心　２４５ａ

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３０１ａ　３０１（表）

“情暖侨心”医疗服务队义诊　１０６（图）

区党代会　４２ａ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７３ａ

区第七次党代会　４２ｂ

区法院执行工作及其改革情况调研　

６９ａ

区房管局　１６８ａ

《区管领导干部（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

计整改工作办法》　１７７ｃ

区划　３２ａ

区换届工作　５３ａ

区级机关大院安保设施　８７ｃ

区级机关大院安全识别系统　８８（图）

区级机关党工委　６１ａ

区级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库　８０ｂ

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１３４ｃ

区级税收　１７５ｃ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６１ａ

区级文物保护点　２６１ａ

区级增加值　３６５（表）

区级重大工程完成情况　２０５（表）

区旅游智能化管理平台项目　１５０ｃ

区区对接道路　３２４ａ

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　１２２ｂ

区人大选举委员会　７０ａ

区社会工作党委　６１ｃ

区委　３９

区委办公室文件目录　３６１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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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党史研究室　２７１ｂ

区委六届十次全会　４２ａ

区委六届十二次全会　４２ｂ

区委六届十一次全会　４２ｂ

区委七届二次全会　４２ｃ

区委七届一次全会　４２ｂ

区委全会　４２ａ

区委文件目录　３５９

区委与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　５６ｃ

区委重大决策　４２ｃ

区委重要会议　４３ｂ

区委重要活动　４５ｂ

区域化大党建　３３９ｃ

区域化党建　３３４ｃ　３３７ａ

区域化党建联合会　３０８ａ

区域化党建文艺展演　３３７ｃ　３３７（图）

区域化团建“宝钢·宝山”示范创建启

动仪式　１０９（图）

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２１２（表）

区域降尘量月变化　２１１（图）

区域联防消防试点　２８９ｃ

区域特点　３２ｃ

区域性公交线路　２０３ａ

区域重点项目　９２ｃ

区域总体规划　１９７ｃ

区增加值　７３ａ

区、镇纪委换届工作　５１ｂ

区政府办公室文件目录　３６３

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７５ｂ

区政府文件目录　３６２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　１６９ｃ

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１６８ａ

“去低效产能”专题调研　６８ｃ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５５（表）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２４７ａ

全国第二届新钢笔画学术展　５９ｃ

全国第十七届“群星奖”总决赛　２６５ａ

　２６５（图）

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３２９ｂ

全国工商、市场监管部门企业登记工作

成绩突出窗口单位　１９２ａ

全国科技发明示范基地　３０８ｂ

全国科普日特色活动单位　３２２ａ

全国科普示范区　２２９ａ

全国科普示范社区　３２９ｂ　３３１ｃ

全国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工

作现场会　２９５ｃ

全国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示范单位　１５１ａ

全国农民三对三篮球赛　３１３ｃ

全国人民防空先进个人　２８７ｂ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　３３８ａ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３０５ｃ　３０７ａ

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　３３８ａ

“全国社区侨务示范点”　８５ｃ

全国双拥模范城　３９ａ　２８５ｃ　２８６ｂ　

２９６ｂ

全国文明家庭　４１ａ　５３ｃ

全国文明镇　３１３ｂ

全国无邪教示范街镇　３０５ｃ　３０７ｂ

全国无邪教示范镇　３１３ａ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５３ｃ

全国先进个人　３５５

全国先进集体　３５１

全国先进老干部工作者　５９ａ

全国幸福家庭　３２２ｃ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３０３ａ　３２５ａ

全国“最美家庭”　５３ｃ　３２３ａ

全国“最美在基层———群众满意的十佳

计生机构”　３２９ｃ

全口径预算管理　１７４ａ

全口径预算审计　１７７ｂ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２５９ｂ

全民健身活动　３０５ａ

全民健身节　３１９ａ

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国家日”活动　

３３７ｃ

全球健康促进大会　２２６（图）

全区病媒防制水平　２５９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７３ａ

群团改革　８２ｂ　２９８ｂ　３１９ａ

群众来访　６５ａ

群众来信　６５ａ

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３４２

群众文化活动　３２６ａ

群众信访　８１ｂ

“群租”整治　１７０ｃ

Ｒ

燃气　２２５　２２６ａ

燃气管道占压整治　２０４ｂ

燃气内管改造工程　２０４ｂ

燃气企业入户安检　２０４ｃ

人才发展平台　８３ａ

人才发展政策　２９３ｃ

人才服务活动　８３ｂ

人才服务政策环境　８３ａ

人才培养　２４５ｃ

人才引进　８２ａ

人才专场招聘　２９３ｃ

人大　６５

人大部门预算系列调研　６９ｂ

人大常委会会议　６５ｂ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三十八次会议　６６ａ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三十九次会议　６６ａ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三十六次会议　６６ａ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三十七次会议　６６ａ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三十三次会议　６５ｃ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三十四次会议　６５ｃ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三十五次会议　６５ｃ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四十次会议　６６ｂ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四十二次会议　６６ｂ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四十三次会议　６６ｂ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四十四次会议　６６ｂ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四十五次会议　６６ｃ

人大常委会七届第四十一次会议　６６ｂ

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７１（表）

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６６ｃ

人大代表　２５８ｃ

人大代表大会　６５ａ

人大代表工作　７０ｂ

人大代表换届　７０ａ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７０ｂ

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会议　６６ｃ

人大代表联系社区活动　７０ｃ

人大代表培训　７０ｂ

人大代表选举　７０ａ

人大代表选举日　７０ｂ

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６５ｂ

人大代表座谈　７０ｃ

人大监督　６５ａ

人大七届八次会议　６５ｂ

人大七届九次会议　６５ｃ

人大视察　６６（图）

人大选举工作培训　７０ａ

５８３

索　引



人大重要会议　６６ｃ

人大重要活动　６９ｂ

人大组织建设座谈会　６６ｃ

人均公共绿地　２１６ｂ

人口　３２ｂ　３８ａ

人口调控　２９１ｃ

人口调控推进大会　４４ｃ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９７ｂ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３２ｃ

人力资源培训项目　８９ａ

人民调解　２８１ｃ　２８２ａ

人民检察院　２７８ａ

人民群众生活　７４ｂ

人民生活　３８ａ

人民武装　２８５ａ

人事人才　８２ａ

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８３ｂ

人事任免权　６５ｂ

人物　３４１　３４１ａ

日照　３１ｂ

荣誉榜　３４１

Ｓ

３６５众创小镇　２２９ｃ

“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１１０ｃ

“三比三赛”活动　１３８ｃ

三公经费　１７３ａ

三号创业带　２３０ｂ

“三无船舶”　３０６ａ

三峡工程　１１６ｂ

“三游经济”　３９ｂ

“三支一扶”工作　８３ｃ　２９４ａ

“三治两去”　３２４ａ　３３６ａ

山东省邹城市考察团　８９ａ

山海工学团学生活动中心　２４４ａ

商标广告　１９２ｂ

商品房　１６８ａ　１７０ｂ

商品房维修基金　１６９ｂ

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证明　１６９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１６９ａ

商品交易市场　１５３ｃ　１５３（表）

商品销售额　１４３ａ

商品销售总额　７３ａ

商业　１４３　１４３ａ

“赏樱花·游宝山”旅游专线车　１４９ｃ

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　７９ｂ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２０ｃ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７ｂ

上海宝地东花园９号楼工程　１６７（图）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８９ａ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８９ａ

上海宝山国际儿童文学阅读季　２６２ｃ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２６５（图）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２ｂ

上海宝山美丽乡村徒步挑战赛　３１５ａ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９ａ

上海宝冶集团省部级以上奖励工程　

１６４（表）

上海宝冶集团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１６５（表）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３ａ

上海宝冶　１６３ａ　１６３（图）　１６４（图）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　１３９（图）

上海玻璃博物馆　１４９ｃ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泰和水厂　２２７ｃ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吴淞水厂　２２７ａ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制水分

公司月浦水厂　２２７ｂ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２６ｃ

上海大学　２４５ｂ

上海大学基础教育集团　２４４ａ　２４６ｃ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２４７ｂ

上海大悦城一期西北地块商业项目　

１６７（图）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５６ｃ

上海定向运动研讨会　２７３ａ

上海二十冶建设获奖工程　１６７（表）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６６ｂ

上海二十冶　１６６（图）　１６７（图）

上海飞凯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１ｃ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　１３６ｂ

上海港口设施保安演习　１３１（图）

上海工匠　１６４ｃ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２５ｃ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２５ａ

上海国际篮球文化高峰论坛　２７３ｂ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８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北部）　２５７ａ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９ｃ

上海九院集团宝山医联体　２５８ｃ

上海科创中心重要功能区　２２９ａ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５１ｂ

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活动　４８ｂ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２６ｃ

上海罗泾·美丽乡村徒步挑战赛　２７３ｃ

上海庙行—荣启投资挂牌上市企业服务

中心　３２６ｂ

“上海名牌”项目　１９３（表）

上海木文化博物馆　３２１ａ

上海木文化节　１５０ａ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８７ｃ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７（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６（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

行　１８６ｂ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２６ａ

上海石墨烯产业园　１３３ａ

上海市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　２５８ｂ

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５５（表）

上海市百强企业　１６６ａ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１２ａ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５１ａ

上海市诚信创建企业　１６６ａ

上海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２３９ａ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所属机构　２７７（表）

上海市河道生态治理项目　２０６（图）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员

会　１１２ａ

上海市技师创新工作室　１６４ｃ

上海市家庭马拉松　２７３ｃ

上海市建筑业诚信企业　１６６ａ

上海市居住证　２７５ｃ

上海市科技进步特等奖　３３０ａ　３３１ｃ

《上海市科技进步条例》执法检查　６８ｃ

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　３０４ａ　３２１ａ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　２４６ｃ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２１ｃ

６８３

索　引



上海市“课程与教学”集中调研　２４５ａ

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７９ａ　３１５ｂ　

３１５（图）

上海市民手工艺大赛　２６２ｂ

上海市“平安示范城区”　２９１ｂ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论坛　２７２ｃ

　２７３ｃ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少儿体育活动

开放日　２７３ｂ

上海市软件行业十佳明星产业园　３３０ａ

上海市三星级体育旅游休闲基地　１４８ｃ

上海市施工企业３０强　１６６ａ

上海市“十大平安英雄”　２９０ｃ

上海市首批贸易型总部证书　１４４ａ

上海市税务稽查典型安全特等奖　１７７ｂ

《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护规定》

实施情况调研　６９ａ

上海市特奥阳光融合跑活动　２５３ｂ

上海市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　２５４ｂ

上海市文明城区工作表彰会　４４ｂ

上海市“舞动青春舞蹈大赛”　２９７（图）

上海市先进个人　３５５

上海市先进集体　３５１

上海市养犬许可证　２７５ｃ

《上海市志·区县简况》　２７２ｂ

《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落实情况调研

　６８ｂ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　１４９（图）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３０（图）　８６ｃ　

８６（图）

上海统一企业饮料生产线项目　１６６（图）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７ａ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２２１ｂ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２６ａ

上海五冶　１６６ａ

上海协同创新中心　３２４（图）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５１ｃ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８（表）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１８８ｂ

上海樱花节　２１６ｃ

上海邮轮旅游节　１５０ｂ

上海邮轮旅游节开幕式　４８ｂ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４８ｃ

“上海智慧城市进万家”宝山站活动　

２４２ｃ

“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揭牌　７９ｃ

上海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论坛　

８０ａ

上海坐标城市定向挑战赛　２７３ａ

上市挂牌企业　７３ａ

上市企业　１８１ｂ

少儿医疗保障基金　３０２ｂ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３０２ｂ

少年审判　２８１ａ

少数民族　３２ｃ　３００ｂ

社会安全　２８５

社会保障　３８ａ　２９４ｂ　３０４ａ　３０６ａ　

３０９ａ　３１２ｃ　３１７ａ　３２１ａ　３２５ａ　

３２７ａ　３３０ｃ　３３６ｂ

社会保障待遇　２９５ａ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７５ａ

社会发展　３４ｂ

社会公共安全　２９１ｂ

社会管理　３０６ａ

“社会管理好”提案　９６ｂ

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　８３ｃ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３６４（表）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３６６（表）

社会救助　２９６ｃ

社会生活　２９３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９７ｂ

社会事业　３０４ａ　３１０ａ　３１２ｂ　３１６ａ　

３２１ａ　３２５ｂ　３２７ｃ　３３１ａ　３３２ｃ　

３３９ｂ

社会体育指导员　２７２ｃ

社会团体　３００ａ

社会文化娱乐场所　２６１ａ

社会稳定风险重点评估　２９０ｃ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４３（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９ａ　７３ａ　１４３ａ

　３６８（表）

社会信用体系　１３４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广场宣传活动　２３８ａ

社会养老保险　２９４ｃ

社会治安　２７５ｂ　３１０ａ　３６９（表）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２９０ｃ

社会治安重点地区　２９１ｂ

社会治安综合管理　１４０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９０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　３０４ｂ

社会治理　８４ｂ　３１１ａ　３２４ｃ　３３４ｃ　

３３９ｂ

社会治理创新　３１８ａ

社会治理新格局　４０ａ

社会主义学院　５８ａ

社会主义学院办班　５９（表）

社会综合治理　７３ｃ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３１３ｃ

社会组织管理　３００ａ

“社区党建理事会”平台　３３９ｃ

社区服务“３６０”　３０６ａ

社区工作者　２９６ｂ

社区工作者薪酬　８２ｃ

社区管理　８３ｃ　３３１ｂ

社区管理信息系统　２３８ｃ

社区建设　８３ｃ　３１３ａ

社区矫正　２８２ｃ

社区矫正岗位大练兵大比武　２８３ｃ

社区教育　３２８ａ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３１２ｃ　３１４ａ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网上办事系统　

２３８ｂ

社区卫生服务改革　７４ｂ　２５４ｂ　３１０ａ

社区文化　３３６ｃ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２６１ａ

社区文化阵地　３２７ｃ

社区自治共治　３３６ｂ

社区综合管理示范点　３１３ａ

社团年度检查　３００ａ

社巡联动一体化运作机制　２７６ｃ

涉案财产价格鉴定　９１ｃ

涉密人员管理　６３ｃ

涉农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１５９ｃ

“涉台宣传教育月”活动　８７ａ

“申城万名老人看发展”活动　１４９ｃ

深圳高科技企业　８９ｂ

沈巷幸福园　３０７ａ

审计　１７３　１７７ｂ

审计局　１７７ｂ

审判　２７９ｃ

生产安全　３８ｃ

生产性服务业　１３５ａ

生活待遇　６０ｃ

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任务　２１５ｃ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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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改善好”提案　９６ｂ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７５ａ　３０５ａ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情况调研　６８ａ

生态旅游小镇　３１２ｃ

生猪　１６２ｃ

失业保险金　２９４ｃ

湿度　３１ｃ

“十三五”规划编制　９０ａ

“十三五”水务专业规划　２０７ａ

“十三五”消防事业规划　２９０ａ

“十三五”专项系列规划　１３３ｂ

“十送”工程　１５３ｂ

食品安全监管　１９２ｃ

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　１９３ｃ

史志编纂委员　２７２ｂ

“世界地球日”宣传活动　２０２ｃ

世界外国语学校　２４４ｂ　３１６ａ

市场　１３７ａ　１５３ｃ　１９１ｃ

市场价格管理　９１ｃ

市场价格监测　９１ｃ

市场监督管理　１９１ｃ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２７５ａ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６１ａ

市级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２６１ａ

市级重大工程完成情况　２０５（表）

市金爱心教师评选　２４４ｃ

市科创中心建设督查评估工作组　４８ａ

市科技资金支持项目　２３１（表）

市民读书会　２６３ａ

“市民读书会”启动仪式　２６３（图）

　２６３ａ

市民文化节　３３７ｃ

市民文化节闭幕演出　４９ｃ

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　２６１ｂ　２６１（图）

市民修身大讲堂　３１９（图）

市民艺术修身导赏计划　２６２ｂ

市民运动会　３３６ｃ

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　８６ｂ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７０ｃ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　６９ｂ

市人大工作研究会第二小组课题组　

６９ｃ

市容环境公众满意度测评　３０８ａ

市容环境委托管理机制　３３３ａ

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２１５ｃ

市容环卫管理　２１５ｂ

市容整治　３３３ａ

市台联调研　８６ｃ

市台联工作例会　８７ｃ

市政大中修工程建设　２０９ａ

市政道路　２０８ａ

市政道路大中修　２０４ｃ

市政道路技术状况　２０８ｃ

市政道路日常养护　２０９ｂ

市政道路设施量　２０９（表）

市政工程管理　２０８ａ

市政建设工程管理　２０１ａ

市政桥梁管理　２０９ａ

市政桥梁普查　２０９ａ

市属经适房基地　１７０ａ

市总工会调研　１０８ｂ

事业单位管理　８２ｃ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８２ｃ

事业单位人员考核　８２ｃ

事业单位招聘　８２ｃ

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系统　１９２ａ　２３７ｂ

视频新闻网站　２３９ｃ

首家“肿瘤防治一体化医疗联合体”　

２５５ｂ

首届上海市中学生创客体验夏令营　

２４４ｃ

首席技能人才　２９３ｃ

蔬菜　１６１ｃ　１６２ａ

蔬果采摘节　３０５ａ

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大会　４４ｃ

双拥优抚政策　２９６ｃ

“双在双争”活动　６１ｂ

水环境保护　２１４ａ

水环境质量　２１１ｃ

水环境综合治理　２０７ａ

水陆客运　２２０ｃ

“水 ＋墨：当代艺术中的传统”展览　

２６４ｃ　２６４（图）

水情分中心　２０７（表）

水文测报　２０７ｃ

水文站测站　２０７（表）

水污染防治　３１２ａ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２０６ａ

水务局（海洋局）　２０６ａ

水务执法　２０７ｃ

水域面积　２０６ｃ

水资源　３４ｂ

税收　１３５ａ　１４４ｂ　３６５（表）

税收法治建设　１７６ａ

税收征管　１７７ａ

税收总收入　１７５ｃ

税务　１７５ｂ

税务分局　１７５ｂ

税务稽查　１７７ｂ

税务信息化建设　１７７ｂ

税种管理　１７６ｂ

司法调解　３１０ａ

司法调研　２８３ｂ

司法服务窗口　２８３（表）

司法改革试点　２８１ｂ

司法局　２８１ｃ

司法所所长专题学习交流活动　２８３ａ

司法为民　２８１ａ

司法行政　２８１ｃ

“丝路画语”专题画展　５９ｂ

私营企业　１４６ａ

死亡率　３２ｃ

死亡人口　３２ｃ

死亡人数　１９４ａ

死亡事故　１９４ａ

四川省攀枝花市妇联工作考察团　８９ｂ

“四位一体”住房保障体系　１６９ｂ

淞南ｉ秀场　３２９ａ

淞南镇　３２６ｃ

酸雨频率　２１１ｃ

孙中山　２１６ｂ

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　４９ａ

Ｔ

台胞台属联谊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８７ｂ

台北市大同区代表团　８７ｂ

台北薇阁学校　８６ｃ

台湾事务　８６ｂ

台湾中评社采访团　８７ｂ

泰和水厂水质　２２７（表）

碳钢相关产线　１１６ｂ

桃园新村　３３６ａ

陶行知纪念馆成　２４５ａ

陶行知先生诞辰 １２５周年纪念活动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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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ｃ　１０２（图）

特色旅游食品　１５０ｃ

“特色园中园”　３２３ｃ

特殊教育　２４３ｂ　２５３ａ

特载　１

特种设备监察　１９２ｃ

提案委员会　９６ｃ

体检政审　２８６ａ

体育　３７ｃ　２６１　２７２ｃ

体育彩票　２７２ｃ

体育传统学校　２７４（表）

体育事业　３６８（表）

天平村申家楼宅　３１１ａ

“天使恒爱，心系红河”义卖活动　２５７ｂ

铁路运输　２９２ａ

通信管线　２３６ｃ

通信业务总量　２２２ｂ

同城冷链业务　２２３ａ

同城专网建设　２２３ａ

“同根同源中华情”书画摄影展　８７ｃ

同济创园　３２８ｂ

同济路水产路人行天桥对接工程　２０４ｃ

统计　１９１ａ

统计标准化建设　１９２ｂ

统计检测　１９１ａ

统计年定报　１９１ｂ

统计数据分析系统　２３８ａ

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建设　１９１ｂ

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１９１ｃ

统计信用体系建设　１９１ｃ

统计执法检查　１９１ｂ

统计专项调查　１９１ｂ

统计资料　３６４

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　５６（图）

统战　５６ａ

统战工作会议　４４ｂ

头脑奥林匹克　２４５ｂ

投递联合承包　２２２ｃ

投递线路　２２２ａ

图书馆　２６１ａ

土地变更调查　２００ｂ

土地测绘调查　２０１ｃ

土地出让　１６７ｃ　１９９ｂ

《土地出让全生命周期实施意见》　

１６７ｃ

土地储备　１６７ｃ

土地储备中心　１６７ｃ

土地供应　１６７ｃ

土地减量化复垦　２００ｂ

土地减量化立项情况　２００（表）

土地减量化确认情况　２００（表）

土地利用管理　１９９ｂ

土地收储　１９９ｂ

土地征收补偿　１９９ｃ

土地执法监察　２０１ｃ

团区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　

１０９ｂ

退休人员管理　８３ａ

Ｗ

“５８同城”系列网络招工诈骗案　２７７ａ

外环线内区域历史建筑风貌　２０１ａ

外贸出口主要商品　３６（表）

外贸出口主要市场　３６（表）

外贸进出口　１４５ｃ

外商投资方式　１４５（表）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４５ａ　１４５（表）

外商投资行业（或产业）分布　１４５（表）

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　１４５（表）

外事　８４ｂ

外事办　８４ｂ

外资　１４４ｂ　１４４（表）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１４５ａ

晚婚率　２５３ｃ

汪泓　１　２４（图）　６０（图）　３４１ａ

“网格达标”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　４５ａ

“网格达标”创建活动　２１８ｃ

网格管理　３２５ａ

网格管理长效制度　３１７ａ

网格化管理　２０９ｂ　３１０ａ　３３３ｂ　３３９ｂ

网格居村工作站　２１８ｂ

网格中心热线办派遗工单　２１８（图）

网络保密管理　６３ｂ

网络购物消费平台　１３６ｃ

网上政务大厅　２３９ｂ

网上政务大厅操作培训　２３７ｂ

网上政务大厅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

评审会　２３７ａ

网站第八次全新改版　２３９ｂ

危重孕产妇　２５４ａ

“微电影、微故事”宣传展播活动　２９２ｂ

微盟　３９ａ

微信公众号　２８１ｂ　３２９ａ

微信平台　２９２ａ

微信违法广告案　１９３ｃ

微循环道路建设　２０９ａ

微循环道路建设监管　２１０ｃ

“为大病青少年献爱心”主题活动　３０２ｃ

为老服务生活圈　３３９ｂ

为老服务体系　７５ａ

违法犯罪嫌疑人　２７５ａ

违法建筑拆除　１４０ａ　１４０（图）　１７０ｃ

　２１７ｂ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　８１ａ

违法建筑专项整治　２０１ｂ

违法卷烟　１５３ｂ

违禁药物　１６２ｃ

卫生　３７ｃ　２４３

卫生计生　２５３ｃ

卫生技术人员　２５３ｃ

卫生监督　２５４ａ

卫生事业费　２５４ａ

卫生信息化工程　２５５ｃ

未成年人检察　２７９ｂ

未成年人专项学法活动　２８３ｂ

慰问领导老干部　６０（图）

文化　３７ｃ　２６１

文化服务公益项目　３３６ｃ

文化馆　２６１ａ

“文化建设好”提案　９６ｂ

文化实事工程　２６１ａ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９７ｃ

文化下乡　２６１ａ

文化艺术　２６１ａ

文明和谐寺观教堂　３０１ｂ

文明交通志愿者集中行动　２１７（图）

文明旅游进社区活动　１４９ａ

“文明游园”定向赛　１０９ｂ

“我是网宣达人”网上正能量活动　６０ｂ

污染场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　２１４ｂ

无障碍电影放映点　２９８ａ

无证照经营整治　１９３ａ

吴佳欣　２７３ａ

吴淞边检站　１２８ｃ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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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２２１（表）

吴淞大桥抢修工程　２０４ｂ

吴淞海关　１２７ｃ　１２７（图）

吴淞海事局　１２９ｃ

吴淞街道　３３５ｂ

吴淞旧里改造　１７０ａ

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２２１（表）

吴淞口创业园　１１６ａ　２３０ｂ　３３７（图）

　３３８ａ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３９ｂ　７３ｂ　７９ｃ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车辆营运秩序　

２２０（图）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后续工程　７９ｂ

吴淞炮台湾公园　２１６ｂ

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森林公园安全事故

　１９５ｃ

吴淞水厂　２２７ａ

吴淞水厂水质　２２６（表）

吴淞中学　８６ｃ

吴淞中学道尔顿工坊启用暨“院士导航

站”　２４４ｃ

五大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　１３５ａ

“五色党建”项目　３３６（图）

“五四”运动骑行活动　３３４（图）

“五违四必”　２１７ｂ　３０５ａ　３０５ｃ　３０９ａ

　３１６ａ　３３６ａ　３３９ａ

“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４５ｂ

“五违四必”整治　１４２ｃ　２１７ａ

“五违”整治　３２０ａ　３３４ｂ

“五违”整治现场推进会　４３ｂ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６６ａ

五冶集团重要工程项目　１６６（表）

“五悦”活动　１５３ｂ

物流　３３ａ

物业服务指导中心　３１３ａ

物业管理　１７０ｃ

物业企业资质管理　１７０ｃ

物业小区　１７０ｃ

Ｘ

习近平　２４７ａ

先进个人　３５５

先进集体　３５１

先进制造业　３０３ａ　３０５ｃ

鲜奶　１６２ｃ

限制环境违法企业生产　２１４ｃ

乡村风貌　１５９（图）　１６０（图）

乡土文化　３４ａ

“相亲相爱一家人”作品征集活动　

３４０ｃ

香港九龙西区访问团　８６ａ

香港九龙西区各界协会　８５（图）

香格里拉第三届特色产品展销会　８９ｃ

消防　１４０ａ　２８９ａ

消防安保　２８９ｂ

消防安全监督　２７６ｂ

消防安全宣传　２９０ａ

消防安全演练比武活动　１２１（图）

消防安全责任　２８９ａ

消防安全整治行动　２８９ｃ

消防　３６９（表）

消防风险　２８９ｂ

消防火灾隐患整治　２７６ｃ

消防基础设施　２９０ａ

消防实事项目　３３４ｃ

消防业务经费　２９０ａ

消防站　２８９ａ

消防支队　２８９ａ

消费者权益日活动　１４９ｃ

小额贷款　１８９ａ

小额贷款公司　１７９ａ　１８０（表）

效能监察　８０ａ

效能建设示范工作现场会　２９６（图）

新兵入伍前教育　２８６ａ

“新家庭计划”项目　３１９ａ

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证　１６９ａ

新疆宝隆化工有限公司项目　８９（图）

新经济组织　６１ｃ

“新录用公务员成长纪实档案”网站　

８２ｂ

新媒体　２４２ａ

新媒体发展　２４１ｂ

新农村建设　７９ａ　３０８ｂ　３１２ｃ

新三板挂牌企业　１８１ｂ

《新四军从这里走出》专题展　２６４ｂ

新闻报道　２３９ｃ　２４１ａ

新闻作品获奖　２４２ｂ

新兴产业　１３３

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　３５（表）

新兴产业统计体系　１９１ａ

新型建筑技术板块　１１８ａ

新型职业农民　３１２ｃ

薪酬福利改革　８３ａ

信访　８１ｂ

信访矛盾　８１ｂ

信息　２２９

信息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２３９ａ

信息化　３７ａ　１５２ｃ　２３６ｂ

信息化智慧宝山建设　１３４ｂ

信息平台　３００ｂ

信息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２３８ｂ

信用卡诈骗案　２７７ｂ

“星级保安”评比　３３５ａ

刑事案件　２７５ｂ

刑事检察职能　２７８ｃ

刑事拘留　２７５ｂ

刑事破案打击会战　２７６ｂ

刑事审判　２８０ａ

行业稽查　２２０ａ

行政案件　２７５ｂ

行政村　１５９ａ　２０３ａ

行政服务中心　１３７ａ

行政复议案件　８０ｃ

行政管理　１９１

行政监察　８０ａ

行政区划　３２ｂ

行政权力清单　１７３ａ

行政审判　２０４ｂ　２０９ｂ　２８０ｂ

行政诉讼案件　８０ｃ

行政问责　８０ｂ

行政责任清单　１７３ａ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分类管理　８２ｂ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　１９２ａ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入职宣誓仪式　４８ｃ

　８２（图）

行政执法人员清理　８１ａ

行知中学　２４５ｂ

“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

走活动　５４ｂ　５４（图）

许昕　２７３ａ

畜牧执法管理　１６０ｃ

宣传　５３ｃ　６２ｃ

宣传教育培训　２８８ａ

宣传金融周活动　１７９（图）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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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４４ａ

“旋风二号”专项整治　３３５ａ

选民登记　７０ａ

学科人才建设　２５５ａ

学前教育　２４３ａ

学生　３７（表）　２４３ａ

学生联合会　１１３ｂ

学校　２４３ａ　３０３（表）　３０６（表）　３０８（表）

　３１２（表）　３１６（表）　３２０（表）　３２４（表）

　３２７（表）　３２９（表）

学校少年宫联盟　２４５ｂ

“学智能手机，做网宣达人”学习培训班

　６０（图）

巡察监督　５２ａ

汛期　３１ｂ

Ｙ

“１１０”报警率　２７５ａ

“１２３４５”热线办理　２１８ｃ

“１＋６”工作　８４ａ

“１＋９”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９０（表）

亚太邮轮大会　４８ｂ　７９ｃ　８５ｂ

亚洲第一邮轮母港　１２７ｂ

烟草稽查　１５３ａ

烟草专卖　１５２ａ　１５３ａ

烟草专卖局　１５２ａ

烟花爆竹　２８９ｃ

“阳光慈善宝山共青林”义务植树活动

　４７ｃ　１０９ｃ

“阳光基地”职业康复技能大赛　２９８ａ

杨锡华　５３ｃ

杨行百人舞蹈团　３０５ａ

杨行杯乒乓球比赛　３０５ｂ

杨行镇　３０３ａ

洋桥道口　１６０ｃ

养老服务　２９８ｂ

养老服务包　３２５ｂ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３１７ａ

养老机构　４１ａ　１７５ａ　２９６ａ　２９８ｂ　

２９９（表）

养老金标准　２９５ａ

养老云平台　２９８ｃ

养殖业　１６２ｃ

药品监管　１９２ｃ

冶金工程技术板块　１１７ｃ

业主大会　１７０ｃ

一带、三线、五园　１３３ｂ

“一带一路”市场　１４６ｃ

“一府两院”领导联席会议　６６ｃ

一孩率　２５３ｃ

“一号创新带”　２３０ａ　３２３ｃ

医保定点机构　２９５ｂ

医保服务窗口　２９５（图）

医保新政　４０ｃ　２９５ａ

医教结合组团服务项目　２５３ｂ

医疗救助　２９６ｃ

医疗器械监管　１９２ｃ

医疗卫生改革　１７５ａ

医疗质量　２５４ｂ

医生　２５７ａ

医药零售业　１５７ｃ

医院　２５３ｃ

医院介入科新病房　２５８ａ

依法治档　２７０ｃ

宜业宝山　２９３ｂ

移动电话　２３６ｃ

遗体捐献　３０２ｃ

颐海（上海）食品有限公司　１８１ｂ

“以爱之名”交友活动　１４１（图）

义务教育　２４３ａ

银铃居家宝　２９６ｂ　３２１ａ

银盘级旅游餐馆　１４８ｃ

银企对接投融资环境　１７９ｂ

银行　１７９ａ　１８０（表）　１８２ａ

银行存贷款余额　３６（表）

尹弘　３１９ｂ

应急避难场所　２８８ａ

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首场招聘会　

２９３（图）

应用区块链孵化基地　２３０ｃ

迎新春系列活动　３１１ａ

“营揽投一体化”运营模式　２２３ａ

营业收入　１３５ａ

营运车辆　２２０ｃ

“营造良好金融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发

展”界别协商　９５ａ

拥军优属　２８６ｃ

拥政爱民活动　２８７ａ

优抚安置　２９６ｃ

优抚对象　２９６ｃ

邮轮　７３ｂ　７９ｃ

邮轮滨江带“十三五”规划　７９ｂ

邮轮博士后工作室　８３ｃ

邮轮产业发展　７９ｂ

邮轮港公司　１２７ａ

邮轮港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１５０ａ

邮轮靠泊量　１２７ａ

邮轮口岸通关　７９ｃ

邮轮气象服务　２３６ａ

邮轮企业　８０ａ

邮政　２１９　２２２ａ　３６７（表）

邮政业　３６ａ

邮政主题套封销售　２２２ｂ

游客　７９ｃ

友谊路街道　３３２ｂ

有线电视工程建设　２４０ａ

有线电视用户　２４０ａ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１６２ｃ

渔政执法管理　１６１ａ

预算绩效管理　１７４ａ

园区　１３３

园区企业出口　１４６（表）

援滇医疗队　２５８ａ

援疆任务　８９ａ

援疆医疗队　２５５ｃ

“院士导航站”揭牌仪式　４７ｃ

月浦水厂　２２７ｂ

月浦水厂水质　２２７（表）

月浦养老院　３０７ａ

月浦镇　３０５ｂ

月浦镇第四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３０５（图）

月浦镇美钻石油钻采系统有限公司

　６８（图）

“悦动文化进企业”活动　３２９ａ

运动员　２７２ｃ

运输车辆　２１９ａ

运输企业　２１９ａ

?藻浜沿线环境调研　６９ａ

Ｚ

灾害性天气　３２ａ

造血干细胞捐献　３０２ｃ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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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检查　５３ｂ

增加值　９０ａ

增值税收入划分　１７４ａ

增值税专用发票　２３（图）

湛江钢铁项目　１１７ｃ

张华浜分公司　１２５ａ

张江宝山园公共服务平台　７４ｃ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宝山园出入境

办证服务点　２２９ａ

张庙街道　８５ｃ　１９５ｂ　３３８ａ

张庙养老院　３４０ｃ　３４０（图）

张明曹抗战美术作品展　４７ｂ

张晓凡　２８７ｂ

招聘会　３０５ａ

招商服务　１３７ａ

招商引资载体　１４１ｃ

招投标管理　２０４ａ

赵克兰　５３ｃ

赵琴　５３ｃ　３２３ａ

浙江省湖州市教育考察团　８９ａ

浙江省余姚市人大　６９ｃ

镇　３０３

镇村管理　３１２ａ

镇村规划编制管理　１９９ａ

镇村建设　３１２ａ

镇管社区　３２４ｃ

镇换届工作　５３ａ

镇企业出口　１４６（表）

镇域治理　８４ａ

征兵工作　２８６ａ

征地保障　２９４ｃ

征地房屋补偿　２００ｃ

征地养老　２９４ｃ

整治非法客运车辆　２１９（图）

证券　１８９ｃ

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１８９（表）

政法综治系统“微电影、微故事”获奖作

品揭晓活动　４９ｂ

政府　７３

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７６（表）

政府法制　８０ｂ

政府工作报告　１０

政府门户网站　２３９ａ

政府目标管理试点　８０ａ

政府实事项目　１１１ｂ　１４３ｃ　２９７ａ　

３１６ａ

政府投资审计　１７７ｃ

政府投资项目　９１ａ

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２８９ｃ

政府信息　３１１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１７３ｂ

政府债务管理　１７４ｂ

政府重要决策　７４ｂ

政府重要政事　７４ｂ

政务新媒体　２３９ｂ

政协　９３

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９９（表）

政协工作座谈会　９５ｂ

政协课题调研　９４ｃ

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目　９９（表）

政协年中视察　９５ａ　９５（图）

政协年终视察　９５ｃ

政协七届常委会会议　９４ａ

政协七届六次会议　９３ｃ　９４（图）

政协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　９４ｃ

政协视察　９６（图）

政协提案　９３ａ

政协提案办理　９６ａ

政协协商制度　９３ｃ

政协优秀提案　９８（表）

政协职能　９３ｂ

政协重要活动　９４ｃ

政协主席会议　９８（表）

政协主要会议　９３ｃ

政协专委会工作　９６ｃ

政治待遇　５９ａ

《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若干扶持办法》

　１７４ａ

执法办案　１９３ａ

执法监督　２９２ａ

执法类公务员分类改革　２１８ａ

执法人员培训　８１ｂ

执纪审查　５１ｃ

执行工作　２８０ｃ

直属工会　１０７ｂ

职工人数　３７０（表）

职工援助服务　１０８ａ

职务犯罪　２７８ｂ

职业成人教育　２４３ｂ

职业技能　２９３ｂ

职业技能竞赛　２９４ａ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４７ｂ

植物检疫员　１６０ｂ

植物检疫执法　１６２ｂ

指挥通信　２８７（表）

指挥通信器材　２８７（表）

“指尖上的绝活”创意大赛　３２２ｂ

志愿服务集中行动　５４（图）

志愿服务　１７６（图）

志愿服务网络体系　２９１ａ

“志愿服务，我的生活新方式”志愿服务

集中行动　５４ｃ

志愿服务中心　３１３ｂ

志愿服务资源　３１３ｂ

志卓成套机械设备生产安全事故　１９５ｃ

质量强区建设　１９２ｂ

治安管理案件　２７５ｂ

治安综合治理　２９１ａ

智慧城市　２３６ｂ

智慧交通　３３４ｃ

“智慧生活大集市”广场服务　２３８ａ

智慧湾科创园　２３０ａ　３１９ｂ

“智慧校园”战略合作协议　２４２ｃ

智力产业公园　２１６ｃ

中成铃铛私藏馆　１５０ｂ

《中共宝山历史实录（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２７１ｂ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ａ　

１１７ａ

中国宝武集团　３３ａ　１１５ａ

中国宝武集团主要经济指标　１１５（表）

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　１３５ａ

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　４９ｂ　２３８ｃ

　２４２ｃ

中国３Ｄ打印精准医疗应用高峰论坛　

１３５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电信局

　２４２ｂ

中国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１８３ｂ

中国工商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３（表）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　４４ｂ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工作

规则》　４１ｂ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

行）》的实施意见　４３ａ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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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日”接待　３３２（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　１０１ａ

“中国好人”　４１ａ

中国建设银行宝钢宝山支行　１８４ｂ

中国建设银行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５（表）

中国教育学会年会　２４５ａ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７（表）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１８７ｂ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２ｂ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传统教育基地　

１０２（图）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１ｂ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１０３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网点

　１８７（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１８７ａ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８４ａ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５（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宝山支公司　１８９ｂ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９周年庆祝大会

　４４ｃ

中国人寿保险宝山支公司　１８９ｂ

中国新城镇最佳实践奖　３１５ｂ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３（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１８２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宝山区支行网点　

１８８（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１８８ａ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

　２２２ａ　２２３（表）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创新论坛　１３５ｂ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１０５ｃ

中华全国总工会调研顾村镇非公企业工

会改革试点　１０８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１２９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宝山海事局　１３０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１２７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２８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　１２９ｃ

中环重大交通事故　３２２ａ

“中集宝伟工业公司”污染环境案　

２７７ｃ

中外名家进校园活动　３３１ｃ

中小板　１８１（表）

中小河道综合整治　３０５ａ

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工作部署会　４５ｂ

中小企业在上股交Ｅ板挂牌情况　１８２（表）

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牌情况　

１８１（表）

中小微企业　７４ｃ

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　１７９ａ　１７９ｂ

中心城区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

目　２０７（图）

中央环保督察组　２１３ａ

中央环保督察组信访件　８１ｃ

中央信访督察组督查　８１ｂ　８１（图）

种植业　１６１ｃ

种植业执法管理　１５９ｃ

种植业执法人员　１５９ｃ

种子市场专项检查　１６０ａ

重大产业项目开工　９０ｃ

重大工程建设　２０３ｂ

重大突发事件善后处置　２８２ａ

重大项目　２１０ａ

重大项目推进　４６ａ

重大项目新服务机制　１３８ｃ

重点报道　２４１ｃ

重点单位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　２３９ａ

重点地区规划　１９９ａ

重点地区建设　９１ａ

重点工程项目　２０９ａ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２９７ｂ

朱晓云　２９０ｃ

主题健康走活动　４１ａ　３１５ａ

助残实物帮困卡　２９７ｂ

助困扶持资金　３２１ａ

住房保障　１６９ｂ

住房改革管理　１６９ａ

住院　２５４ｂ

住宅　１６８ａ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６８ａ

住宅全装修　１６８ｃ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６８ｂ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　２９１ｂ　３３３ａ

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会　４５ａ

住宅修缮　１７０ａ

驻军　２８７ａ

专项安全检查　１９５ａ

专项审计　１７７ｃ

装备制造板块　１１８ｂ

装配式住宅建设　１６８ｃ

自来水　２２５　２２６ｃ

自然环境　３１ａ

《自然》杂志　２４７ａ

自然增长率　２５３ｃ

宗教　３００ｂ

宗教活动场所　３０１ｃ　３０１（表）

宗教事务　３０１ｃ

总工会　１０７ｂ

综合管理　１５９ａ

综合经济　３４ｂ

综合经济管理　９０ａ

综合治理　３１２ｃ

综治信息化联网　３２５ａ

综治信息网络　２９１ａ

走访慰问　２８６ｃ

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１０８ａ

走私烟　１５３ｃ

组织　５２ｂ

组织工作会议　４３ｃ

作风建设　５１ｃ

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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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格 索 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地方财政收支及增长速度　３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及增长速度　３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及增长速度　３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旅游设施情况　３６
２０１６年年末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３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３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３７
宝山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５５
宝山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５５
宝山区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录　５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５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　５９
２０１６年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情况　７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重点领域进展情况　７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７６
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１＋９”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９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９８
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９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９９
２０１６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目　９９
２０１６年中国宝武集团主要经济指标　１１５
２０１６年宝钢工程下属子公司（含托管单位）　１１８
２０１６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码头泊位情况　１２６
２０１６年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主要设备装卸情况　１２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Ｂ２Ｂ电子商务企业交易额情况　１３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Ｂ２Ｃ电子商务企业交易额情况　１３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企业明细　１３７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各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１４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街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１４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开工、竣工主要商业项目情况　１４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名单　１４４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批准外资情况　１４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外商投资方式　１４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外商投资行业（或产业）分布情况　１４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况　１４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情况　１４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　１４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企业出口情况　１４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　１４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情况　１４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１４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国家（地区）　１４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旅游企业经营情况　１４８
２０１６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１４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１４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１４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１５３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省部级以上奖励工程情况
　１６４
２０１６年度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获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１６５

２０１６年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获奖重要工程项目　１６６
２０１６年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获奖工程及科技成果　１６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经营性用地、动迁安置、工业用地出让地块情况
　１６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　１７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１７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房地产开发企业　１７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房地产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１７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银行名单　１８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小额贷款公司名单　１８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担保公司名单　１８０
宝山区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情况　１８１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新三板和科创板挂牌情况　１８１
宝山区中小企业在上股交Ｅ板挂牌情况　１８２
２０１６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３
２０１６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３

２０１６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５

２０１６年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５

２０１６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６
２０１６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６
２０１６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网点　１８７
２０１６年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７
２０１６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７
２０１６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区支行网点
　１８８
２０１６年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网点　１８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１８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上海名牌”项目　１９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情况　１９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立项情况　２０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土地减量化确认情况　２０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地名命名登记　２０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市、区两级重大工程完成情况　２０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水文站测站及水情分中心　２０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情况　２０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２１０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２１２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２１２
２０１６宝山区环境质量情况　２１２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环境保护管理及环保投资情况　２１２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项目进展情况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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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宝山区三年行动计划已完成项目　２１３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２２１
吴淞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２２１
２０１６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局所情况　
２２３

２０１６年吴淞水厂水质主要指标统计表　２２６
２０１６年月浦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２７
２０１６年泰和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２２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获国家、市科技资金支持项目　２３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高新技术企业　２３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　２３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４０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前十位疾病死亡原因和构成　２５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和构成　２５６
宝山区公立医院　２５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图书馆　２６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电影放映单位　２６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２６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２６９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度宝山区市、区级体育传统学校分布情况　
２７４

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　２７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　２８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２８３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律师事务所　２８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统计　２８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２８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２８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　２８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殡葬单位　２９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养老机构　２９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３０１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３０１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０３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学校　３０３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村委会　３０３
２０１６年杨行镇居委会　３０４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月浦镇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０６
２０１６年月浦镇学校　３０６
２０１６年月浦镇各村、居民区　３０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５年罗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０８
２０１６年罗店镇学校情况　３０８
２０１６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３０９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６年罗泾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１２
２０１６年罗泾镇学校　３１２
２０１６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３１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顾村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１６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学校　３１６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各村委会　３１７
２０１６年顾村镇各居委会　３１７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年大场镇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２０
２０１６年大场镇学校　３２０
２０１６年大场镇村（居）委会　３２０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庙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２４
２０１６年庙行镇学校　３２４
２０１６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３２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淞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２７
２０１６年淞南镇学校　３２７
２０１６年淞南镇居委会　３２８
２０１６年高境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情况　３２９
２０１６学年高境镇学校情况　３２９
２０１６年高境镇居委会　３３０
２０１６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３３３
２０１６年吴淞街道居委会　３３５
２０１６年张庙街道居委会　３３８
全国先进集体　３５１
上海市先进集体　３５１
全国先进个人　３５５
上海市先进个人　３５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３６４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区级增加值　３６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税收　３６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３６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３６５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３６６
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３６６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耕地面积　３６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３６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公共文化设施　３６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３６７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６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３６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３６８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３６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３６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３６９
２０１６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均工资　３７０

随文图片索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８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２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召开　１０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开业运营　２２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凌晨０：０８，宝钢集团宝山宾馆开出区内首张
增值税专用发票。图为宾馆旅客王先生（右）与宝山区税

务局局长李俊强（左）合影　２３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３日，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右）做客东方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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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全媒体交互访谈”，畅谈宝山“十三五”规划愿景　２４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向善的力量———２０１６感动宝山人物揭晓
活动”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　２９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３０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国民经济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３４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９日，“幸福宝山路 文明修身行”主题健康走活
动在宝杨路零点广场举行启动仪式　５４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７日，以“志愿服务，我的生活新方式”为主题的
志愿服务集中行动在顾村镇诗乡文化广场举行　５４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日，宝山区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新联欢会举行
　５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党校校长李
峻到区委党校调研　５６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７日，区委书记汪泓走访慰问老干部　５９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５日，区委老干部局与宝钢老干部大学联合举办
第一期离退休干部“学智能手机，做网宣达人”学习培训班

　５９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区人大代表视察共康
“城中村”改造　６７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区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　６７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３日，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组织察看罗泾
社区文化中心十字挑花非物质文化遗产　６８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日，市、区人大代表对月浦镇美钻石油钻采系统
有限公司进行《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执法检查　６８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日，中央信访工作督察组在庙行镇开展实地督
察　８１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宝山区举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入职宣誓
仪式　８２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香港九龙西区各界协会访问团到访宝山　
８５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９日，台湾前行政机构负责人郝柏村（中）一行
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８６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日，区级机关大院人员进出安全识别系统启用
　８８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６日，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右一），新
疆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右三）等领导为新疆宝隆化工有

限公司项目奠基培土　８９
２０１６年８月，区供销合作社与罗泾镇政府共同开发的“睦邻
小镇”开业　９２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区政协七届六次会议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
举行　９４

２０１６年６月７日，区政协举行年中视察，组织政协委员视察市
第九人民医院北院漠河路段交通整治情况　９５

２０１６年６月７日，区政协举行年中视察，组织政协委员视察沪
太路石材市场拆违情况　９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区政协组织委员实地察看罗泾镇沿江生
态旅游区、陈行水库　９６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６日，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１２５周年暨中国民

主同盟（上海）传统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陶行知纪念馆举

行　１０２
民进宝山区委举办“铭历史、同心行、创未来”主题活动　１０３
２０１６年６月６日，农工党宝山区委“宝山农工”微信公众号正
式开通　１０４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致公党宝山区总支“情暖侨心”医疗服务
队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　１０６

２０１６年４月３０日，“共建、共创、共享、共进”宝山区域化团建
“宝钢·宝山”示范创建启动仪式举行　１０９

２０１６年１月，宝山区学生联合会组织开展“冬日暖阳”活动　
１１３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０日，宝钢不锈钢２５００立方米高炉关停　１１６
宝钢股份有限公司一角　１１７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３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德荣视察宝钢
发展转底炉项目　１１９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梦享启航”开业系
列活动开幕　１２０

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夜景　１２０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９日，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工厂维护部组织开展消
防安全演练比武活动１２１

宝钢发展不锈钢生活后勤管理部承担养护和管理的宝钢不锈

钢厂区绿化一隅　１２２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１２３
吴淞海关为中国中车价值１．２８亿元人民币的２０列地铁列车
车厢提供快速通关验放服务　１２７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２日，吴淞海关在极寒天气条件下对企业急需设
备物资提供便捷通关服务　１２８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吴淞海事局与“海洋量子号”邮轮船长进
行现场交流　１２９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９日，上海港口设施保安演习暨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码头保安演习举行　１３０

区绿化市容局服务窗口获得企业赠送的锦旗　１３７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区行政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强服务、树形
象、展风采———三比三赛”演讲比赛　１３８

宝山工业园区“开利”项目效果图　１３９
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效果图　１３９
２０１６年８月５日，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拆除违法建筑　１４０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团工委举办“以爱之
名”交友活动　１４１

宝莲城商务区　１４２
顾村公园一角　１４７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公园　１４９
罗泾镇乡村风貌　１５９
罗店镇乡村风貌　１６０
收割稻谷　１６２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参建的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１６３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参建的哈尔滨大剧院　１６４
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上海统一企业饮料生产线项

目效果图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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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上海大悦城一期西北地块商

业项目（上图）　１６７上海宝地东花园９号楼工程（下图）
　１６７

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宝山区税务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共同开展志愿服务　１７６

２０１６年２月３日，区金融办组织“远离非法金融　构建和谐宝
山”宣传周活动　１７９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３日，宝山区承办“金融资本助力老工业区转型
发展论坛”　１８０

２０１６年４月，宝山农行志愿者参加区“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宣
传周活动　１８４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罗店镇启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镇项目
　１９９
上海市河道生态治理项目———八杜河　２０６
宝山区政府２０１６年实事项目———中心城区居民住宅二次供
水设施改造项目　２０７

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宝山区域降尘量月变化图　２１１
宝山区绿色步道　２１５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大华行知公园完成改造恢复对外开放　
２１６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５日，区城管执法局开展“城管公众开放日进社
区”活动　２１７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区城管执法局参与“５·２５”万名文明交通
志愿者集中行动 　２１７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区委副书记、区长范少军调研区网格中心并来
到热线办派遣工单　２１８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２日，区交通执法大队整治非法客运车辆　２１９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２日，区交通执法大队维护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车辆营运秩序　２２０

２０１６年２月４日，区交通执法大队稽查春运省际客运车辆　
２２０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区交通执法大队稽查普货车辆　２２０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飞翼１１”轮在宝山吴淞码头举行首航仪
式　２２２

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华能石洞口一厂 １号机组连续安全运行
８１０天　２２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长江原水厂接待参加全球健康促进大会
代表　２２６

学生在做广播操　２４４
２０１６宝山区市民文化节系列活动举行　２６１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６日～４月３０日，《黑白的热血———张明曹抗战
美术作品展》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展出　２６２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６日，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读书会”启动仪式
在区图书馆举行　２６３

２０１６年６月 １１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暨“记忆中的宝
山———宝山味道”展览在宝乐汇生活时尚中心举行　２６３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壮丽的丰碑———宝山区纪念建党９５周年
群众文艺汇演”在区文化馆举行　２６４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水＋墨：当代艺术中的传统”展览在比利
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　２６４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７日，男声独唱《石头缝中的小花》参加全国第
十七届“群星奖”总决赛　２６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仪式在上海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　２６５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红色记忆 烽火相传———宝山区革命遗址
遗迹寻访活动”在月浦公园举行　２７１

２０１６年１月９日，宝山区参加上海市２０１６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服务首场招聘会　２９３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６日，２０１６年秋季宝山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
才专场招聘会举行　２９４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８日，宝山区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试点工作推
进会召开　２９４

区医保服务窗口　２９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建设示范工
作现场会　２９６

宝山聋人舞蹈队获上海市“舞动青春”舞蹈大赛一等奖　２９７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宝山区残疾人第二届文艺汇演举行　２９８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日～２０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第四届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３０５

罗店古镇　３１１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罗泾中心校新校舍启用暨２０１６年秋季开学
典礼举行　３１４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７日，罗泾镇举行“泾彩社区手牵手”志愿服务
项目启动仪式　３１４

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花红村袁家宅　３１５
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大场镇市民修身大讲堂开讲仪式举行　３１９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大场镇第二届“潜溪风情”文化节举行　
３２３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中关村区块链产业联盟上海协同创新中
心落成典礼举行　３２４

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０日，庙行镇领导检查康家村“五违”整治情况
　３２６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宝钢七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完成全球健
康促进大会“中国国家日”接待工作　３３２

２０１６年５月５日，友谊路街道举办纪念“五四”运动骑行活动
　３３４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１日，吴淞街道党工委举办“五色党建项目”评
比表彰暨街道ＡＰＰ上线仪式　３３６

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４日，吴淞街道举办庆祝建党９５周年暨区域化
党建文艺展演活动　３３７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吴淞口创业园开园　３３７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张庙养老院投入运营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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