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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７７）
云南省迪庆州党政代表团访问宝山　

（７７）
宝山与新疆叶城青少年举行“手拉手”

夏令营活动　（７７）
“２０１１上海喀什文化周”宝山区交流展

演活动举行　（７７）
巴中市代表团参加第七届上海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式　（７７）
新疆叶城县领导参加第七届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式　（７７）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参

演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７７）

吉林省沪浙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专题

培训班学员到宝山区考察　（７７）
西藏江孜县党政代表团访问宝山　
（７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考察团访问宝山

　（７７）
宝山区结为友好地区名单　（７８）
２０１１年各地驻宝山区工作处通过年检

名单　（７８）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综述　（７９）

主要会议　（７９）
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　（７９）

区政协六届常委会会议　（７９）

重要活动　（８０）
开展“宝山北部地区‘产城融合’综合性

整体开发”课题调研　（８０）
开展“推动宝山城市转型发展”课题调

研　（８０）
召开特邀监督员工作会议　（８０）
举办“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全面提

升宝山城市化水平”论坛　（８０）
举行“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健康讲座暨

“家庭医生”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８０）

市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例会在

宝山召开　（８０）
举办“共和国将军心向党”———百名将

军书画宝山巡展　（８０）
举办“滨江统战情”———宝山区各界人

士迎国庆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名

人书画展　（８０）
举办“继往开来，同唱一首歌”———宝山

区各界人士迎国庆联谊会　（８０）
举行企业参观、宣讲、招聘活动　（８０）
开展２０１１年度年终视察　（８０）

提案办理　（８１）
概况　（８１）

经济建设提案　（８１）
城乡建设和管理提案　（８１）
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提案　（８１）

社会保障和平安建设提案　（８１）

专委会工作　（８１）
提案委员会　（８１）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８１）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８１）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８１）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８２）
法制委员会　（８２）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８２）
教育委员会　（８２）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８２）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８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８２）
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８２）
宝山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大会发言题

目　（８２）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８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８３）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３）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４）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５）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６）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８８）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８９）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９０）

工会　（９１）
概况　（９１）

开展“送温暖援助服务日”活动　（９１）

召开工会五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　
（９１）

召开“职工书屋”授牌仪式暨交流大会

　（９１）

举办大型职介招聘会　（９２）
协办市外来务工女性医疗帮困金启动

仪式　（９２）

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先进表

彰大会　（９２）
召开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会议　
（９２）

开展广播体操培训　（９２）
开展学习《上海市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系列活动　（９２）
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文艺

汇演　（９２）
举办“集体协商”专题培训班　（９２）
召开工会五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　

（９２）
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９２）
开展为老服务活动　（９３）
区领导调研工会工作　（９３）

举办宝山职工“安康杯”暨安全生产知

识竞赛　（９３）

共青团　（９３）
概况　（９３）

举办区八次团代会　（９３）
开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主题活动　（９３）
加强自身建设　（９３）

深化结对帮困服务　（９４）
开展志愿服务行动　（９４）
探索项目化服务方式　（９４）
加强“两新”组织团建工作　（９４）

少先队工作　（９４）

妇联　（９５）
概况　（９５）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９５）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９５）
开展帮困和助学活动　（９５）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　（９５）

４

目　录



组织建设和对外交流　（９５）
加强未成年人教育　（９６）

其他团体　（９６）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

员会　（９６）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９６）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９７）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９７）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９７）

钢铁业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９９）
概况　（９９）

应诉钻杆产品“双反”调查案　（９９）
宝钢多项新品研制出成果　（９９）

宝钢股份通过国家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９９）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揭牌　（１００）
宝钢—澳大利亚联合研发中心成立　
（１００）

宝钢原料码头靠泊史上最大载量巨轮

　（１００）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揭牌　（１００）
发布《绿色宣言》和《产品环境声明》　

（１００）
宝钢高磁感取向硅钢应用于三峡工程

　（１００）
宝钢获中华慈善奖“爱心捐赠企业”称

号　（１００）

宝钢试点实行领导人员任期制　（１００）
“宝航１８”轮首航成功　（１００）
武汉宝钢制罐有限公司开业　（１００）
宝钢股份取向硅钢二期工程建成投产

　（１０１）

宝钢赴港发行债券　（１０１）
八一钢铁拜城、伊犁钢铁基地项目获批

　（１０１）
江苏海门钢构项目建成投产　（１０１）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１）
概况　（１０１）

生产经营活动　（１０１）
推进重点投资项目建设　（１０１）
优化资产结构　（１０１）
完成生产服务业整合任务　（１０１）

强化管控体系和运营能力建设　（１０２）
提升资产运营效率　（１０２）
加快核心人才队伍建设　（１０２）
促进员工发展　（１０２）

科研合作　（１０２）
降本增效　（１０２）
设备基础管理　（１０２）
客户服务管理　（１０２）
安全环保管理　（１０２）
参与宝山区人大代表选举　（１０３）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１０３）
推进“三项教育”专题活动　（１０３）
开展“五个阳光”活动　（１０３）

港口与口岸管理

港务　（１０５）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０５）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

山分公司　（１０５）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０５）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６）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７）

口岸管理　（１０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１０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１０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１０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１１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１１１）

工业与建筑业

工业　（１１３）
概况　（１１３）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１１３）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１１３）
强化节能降耗工作　（１１３）

服务中小企业　（１１３）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１５）
概况　（１１５）

加快园区产业转型　（１１５）
争取工业用地指标　（１１４）
推进产业项目　（１１４）
完善企业服务　（１１４）
海隆集团成功上市　（１１４）
开展稳定工作　（１１４）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１４）
概况　（１１４）

园区综合管理　（１１４）
民生保障工作　（１１５）

园区党建　（１１５）

建筑业　（１１５）
概况　（１１５）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５）
五冶集团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１１６）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１６）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７）

进出口贸易·招商服务

吸收外资　（１１９）
概况　（１１９）

服务业项目占主导地位　（１１９）
功能性项目增多　（１１９）
入驻服务业集聚区项目４０个　（１１９）

实到外资１６９亿美元　（１１９）
宝山区历年批准外资情况　（１１９）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街道、镇、园区吸收外
资情况　（１１９）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产业分布情况

　（１２０）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
况　（１２０）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方式情况　
（１２０）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合同外资分段情况　
（１２０）

外贸进出口　（１２１）
概况　（１２１）

外资企业完成出口额 ２５７９亿美元　

（１２１）
内资企业完成出口额 ８１４亿美元　
（１２１）

机电产品出口居主导地位　（１２１）
进口增幅略高于出口　（１２１）

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齐头并进　（１２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　（１２１）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各街道、镇、园区企业出
口情况　（１２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贸出口额３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企业情况　（１２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　
（１２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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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　
（１２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对外投资情况　（１２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情况
　（１２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按行业销

售收入情况　（１２２）
境外投资总额２３０万美元　（１２２）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１２２）
概况　（１２２）

各行业税收增长幅度较快　（１２２）
合资企业经营效益　（１２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按行业利

润情况　（１２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按行业税
收情况　（１２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销售收入前十名外商投
资企业　（１２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利润总额前十名外商投

资企业　（１２３）

招商服务　（１２３）
概况　（１２３）

启动并联审批新模式　（１２３）
重点项目推进　（１２３）
举行“罗森宝商务中心”项目推介活动

　（１２４）

园区招商　（１２４）
区航运经济发展区实现区级地方财政

收入６亿元　（１２４）
区航运经济发展区优化入驻企业结构

　（１２４）
航运招商网站改版上线　（１２４）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区　（１２４）
上海宝山民营科技园　（１２４）

商业与旅游

商业　（１２５）
概况　（１２５）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各区县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情况　（１２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街镇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情况　（１２５）

居民消费能级提升　（１２６）
主力业态销售增长　（１２６）

节庆带动消费增长　（１２６）
新型消费方式成为亮点　（１２６）
家电以旧换新　（１２６）
完成实事项目　（１２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开工、竣工主要商业项目
　（１２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改扩建标准化菜市场名
单　（１２７）

加强市场管理　（１２７）

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专项行动　（１２７）
完成节能减排年度目标　（１２８）

服务业　（１２８）
概况　（１２８）

服务业载体项目建设　（１２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竣工服务业项目　（１２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开工服务业项目　（１２８）
提升服务业综合效益　（１２９）
服务业投资８４３１亿元　（１２９）
区首家获评电子商务企业　（１２９）

粮食管理　（１２９）
概况　（１２９）

区级储备粮　（１２９）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１２９）
帮困粮油供应　（１２９）
军粮保障供应　（１２９）

清查粮、油库存　（１２９）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１２９）
粮食仓库设施维修管理　（１２９）

烟草专卖　（１３０）
概况　（１３０）

烟草经营　（１３０）

烟草专卖管理　（１３０）
烟草销售网络建设　（１３０）

市场　（１３０）
概况　（１３０）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农副产品市场　（１３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工业消费品市场　（１３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工业生产资料市场　
（１３４）

旅游　（１３５）
概况　（１３５）

推进旅游政风行风建设　（１３５）

旅行社行业管理　（１３５）
旅游住宿业建设　（１３５）
景区（点）建设　（１３５）
举办上海樱花节　（１３５）
举办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　（１３５）

举办美兰湖音乐节　（１３５）
举办２０１１环球时尚超级模特大赛全球
总决赛　（１３５）

中国首家玻璃博物馆落成开馆　（１３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旅游经济情况　（１３６）
举办上海原创漫画国际文化交流博览

会　（１３７）
推出首个“中国旅游日”惠民措施　
（１３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１３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１３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　
（１３７）

旅游宣传促销　（１３７）

供销社　（１３７）
概况　（１３７）

多业发展　（１３８）
项目建设　（１３８）
服务社区商业发展　（１３８）

长江口股份　（１３８）
概况　（１３８）

百货分公司　（１３８）
新世纪公司　（１３８）
一德连锁公司　（１３８）
宝胜公司　（１３８）
资产分公司　（１３８）
经营公司　（１３８）
退管调配中心　（１３８）

农业与农村经济

综合管理　（１３９）
概况　（１３９）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１３９）
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１４０）
实行村级财务管理信息化　（１４０）

撤制村队资产处置　（１４０）
农业行政执法　（１４０）
农业集体规模经营　（１４０）
新型农民培训　（１４１）
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１４１）
科技入场指导　（１４１）

种植业　（１４１）
概况　（１４１）

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４１）

病虫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　（１４２）

养殖业　（１４２）
概况　（１４２）

动物免疫　（１４２）
动物检疫　（１４２）
违禁药物检测　（１４２）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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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土地储备与供应　（１４３）
概况　（１４３）

推进土地储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１４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经营性用地出让情况　
（１４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配套商品房项目出让情
况　（１４４）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４４）
概况　（１４４）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４４）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１４４）

房产管理　（１４４）
概况　（１４４）

动拆迁管理　（１４５）
房地产测绘　（１４５）
房地产档案管理　（１４５）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１４５）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１４５）
私房落实政策工作　（１４５）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年检

工作　（１４５）

住房保障　（１４５）
概况　（１４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　（１４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１４５）

廉租房管理　（１４６）
经济适用房供应管理　（１４６）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１４６）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１４６）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１４６）
综合改造　（１４６）

房产交易　（１４６）
概况　（１４６）

网上房地产　（１４６）

物业管理　（１４７）
概况　（１４７）

业委会组建　（１４７）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４７）

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１４７）
“群租”整治　（１４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１４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拆迁许可证发放情况　
（１５０）

宝房集团　（１５０）
概况　（１５０）
稳步推进民生实事项目　（１５０）
房屋应急维修和物业服务呼叫平台　
（１５０）

保障性住房前期筹备　（１５０）
房地产开发　（１５０）

财　税

财政　（１５１）
概况　（１５１）
政府性基金收支　（１５１）
支持和促进结构调整　（１５１）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１５１）
规范和兑现企业扶持政策　（１５１）
做好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１５１）
财政支出重点向民生保障倾斜　（１５１）
支持“三农”建设　（１５２）
支持水生态功能建设　（１５２）
区本级教育支出比上年增长 ４３１％　
（１５２）

科技支出比上年增长１７８％　（１５２）
支持医疗卫生改革　（１５２）
加强社会公共设施运行机制管理　
（１５２）

完善新一轮财税体制　（１５３）
完成国有资本金预算试编工作　（１５３）
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１５３）
区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公务卡管理系

统　（１５３）
清理预算单位各类结余　（１５３）
政府采购管理中心实施“采管分离”　
（１５３）

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１５３）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管理　
（１５３）

推进政府投资项目集中管理　（１５３）
清理整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１５４）
加大区财政预算透明度　（１５４）
“小金库”专项治理　（１５４）
开展会计信用等级评定　（１５４）
推进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１５４）
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和农村会计人员培

训　（１５４）
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１５４）
完成调研课题１４项　（１５４）
税务　（１５４）
概况　（１５４）

房地产税源一体化管理　（１５４）
实施税源专业化管理　（１５４）
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１５５）
个人住房房产税开征　（１５５）

契税征管职能划转接收　（１５５）
所得税汇算清缴后续管理　（１５５）
非居民企业税源管理　（１５５）
出口退税管理　（１５５）

税收优惠政策　（１５５）
税收专项检查　（１５５）
推进信息化稽查　（１５５）

开展打击违法犯罪专项活动　（１５５）
化解群访矛盾　（１５６）
优化纳税服务　（１５６）
举办税收宣传月　（１５６）

开展“专家能手”、“服务明星”评选　
（１５６）

违纪案件查处　（１５６）
开展多元化教育培训　（１５６）

金　融

综述　（１５７）

银行　（１５７）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１５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１５８）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１５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１５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１５８）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９）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１５９）

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１５９）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０）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１６０）

小额贷款公司　（１６１）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６１）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１）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６１）
上海宝山富邦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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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６１）

保险　（１６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１６１）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１６２）

证券　（１６２）
概况　（１６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银行年末存、贷款余额　
（１６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
及营业网点　（１６２）

经济行政管理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６３）
概况　（１６３）

做好“十二五”规划后续工作　（１６３）
协调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１６３）
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１６３）
创新金融服务　（１６３）
各项改革工作推进　（１６４）
落实支持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政策　

（１６４）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１６４）

价格管理　（１６４）
概况　（１６４）

应对食盐抢购事件　（１６４）
开展堆场企业执行收费新政专项检查

　（１６４）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６４）
概况　（１６４）

服务转型发展　（１６４）
发展商标战略　（１６５）
服务新农村建设　（１６５）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　（１６５）
无证无照整治　（１６５）
“平安市场”创建 　（１６５）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６５）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１６５）
概况　（１６５）

国有、集体资产结构调整　（１６６）
镇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　（１６６）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１６６）
区农经站划转区农委管理　（１６６）

审计　（１６６）
概况　（１６６）

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　（１６６）

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１６６）
推进政府投资审计　（１６７）
加强资源环境审计　（１６７）
推进审计整改和审计结果公开　（１６７）
创办《宝山审计讲坛》　（１６７）
完成上级部门交办任务　（１６７）

统计　（１６７）
概况　（１６７）

统计服务　（１６７）
统计基础　（１６７）
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１６８）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６８）
概况　（１６８）

特种设备检查　（１６８）

特种设备管理　（１６８）
计量器具管理　（１６８）
开展“打违除患”专项行动　（１６９）
做好“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保障工作

　（１６９）
开展电梯专项检查　（１６９）

名牌培育与管理　（１６９）
开展“风险管理”试点　（１６９）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１６９）
开展大衡器专项整治工作　（１６９）
开展计量执法检查　（１６９）

免费安装自助式公平秤　（１６９）
执法打假　（１６９）
标准化示范试点建设　（１７０）
推进旅游服务业标准化工作　（１７０）

安全生产　（１７０）
概况　（１７０）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１７０）

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１７０）
开展中小企业评估工作　（１７０）
开展钢铁延伸业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

查　（１７０）
开展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及专项检

查　（１７０）

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１７０）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１７０）

城乡建设与管理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１７１）
概况　（１７１）

区规划委员会章程和成员调整　（１７１）
规划编制　（１７１）
土地管理　（１７２）
土地储备出让　（１７２）

开展集体土地调查　（１７２）
实施土地评估操作办法　（１７２）
土地变更调查　（１７２）

土地复垦　（１７３）
建筑工程规划管理　（１７３）
市政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１７３）

建设用地事务　（１７３）
工业用地招拍挂　（１７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建设用地审批情况　（１７３）

规划监督检查　（１７４）
土地例行督察　（１７４）
土地卫（星）片（图）执法检查　（１７４）

处置历史违法用地　（１７４）
城建档案管理　（１７４）
开展地名普查　（１７４）

地名管理　（１７４）
测绘管理以及测量标志保护　（１７５）

获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１７５）
《上海市宝山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

究》通过验收　（１７５）

建设项目规划管理培训　（１７５）
“宝山规划土地”网站第六次改版　
（１７５）

滨江地区整体功能规划　（１７６）
上港十四区转型地区规划　（１７６）
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概念规划　（１７６）

祁连敏感区（南大地区）规划　（１７６）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规划建设　（１７６）
宝山区加油站专项规划　（１７６）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专项规划　
（１７６）

月浦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７６）

上海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

划　（１７６）

富长路—康宁路道路规划　（１７７）
庙行、庙彭雨水泵站选址规划　（１７７）
２０１１年重大规划设计项目　（１７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　
（１７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地名命名情况　（１７８）

城乡建设与管理　（１７９）
概况　（１７９）

城市建设管理　（１７９）

开展建筑市场专项整治　（１７９）
牵头办理区人大０１号议案　（１７９）
重大市政工程建设　（１８０）

重点基建工程建设　（１８０）
公共交通和交通环境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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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招投标　（１８０）
清欠农民工工资　（１８０）
完成政府实事项目　（１８０）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１８０）
概况　（１８０）

骨干河道整治与河道保洁　（１８１）
界河与水系治理　（１８１）

污水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点污染源纳

管　（１８１）
农村生活污水建设　（１８１）
防汛基础设施建设　（１８１）
防汛预案完善　（１８１）
排水管道养护　（１８１）

汛情及预警工作　（１８１）
水务（海洋）法律法规宣传　（１８１）
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管　（１８２）
海洋工作　（１８２）
水利普查　（１８２）

市政工程管理　（１８２）
概况　（１８２）

吴淞大桥加固抢修工程开工　（１８２）
道路维修工程　（１８２）
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管理　（１８２）
灾害性天气等应急处置　（１８２）
完成政府实事工程　（１８２）

增设公益指示牌、自行车停车棚　
（１８３）

桥梁结构普查　（１８３）
桥梁维修与管理　（１８３）
市政道路行政许可　（１８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　（１８３）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建设　（１８４）
市政专业网格化管理　（１８４）

公路管理　（１８４）
概况　（１８４）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　（１８４）
大中修工程建设　（１８４）

农村公路建设与管理　（１８４）
路政治超和路政许可　（１８４）
文明样板路创建　（１８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１８４）

环　境

环境保护　（１８５）
概况　（１８５）

环境空气质量　（１８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类污染物排放情况　

（１８５）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环境空气质量
各级别分布　（１８６）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降水监测统计

结果对比　（１８６）
污染物浓度　（１８６）
水环境质量　（１８６）
环境噪声　（１８６）

基本完成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１８６）
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１８７）
噪声、固体废物治理专项治理　（１８７）

企业污染治理　（１８７）
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　（１８７）
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１８７）
区域网格环境整治　（１８７）

扬尘控制　（１８７）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１８７）
环境信息化平台建设　（１８８）
环保宣传教育　（１８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南大地区各类企业单位
占比情况　（１８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南大地区企业动迁情况

　（１８８）

市容环卫管理　（１８８）
概况　（１８８）

《宝山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通过

审批　（１８８）
景观灯光建设　（１８８）
建立宝山区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　
（１８８）

确定区域渣土运输企业　（１８９）
友谊路街道实行垃圾分类减量　（１８９）
加强餐厨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管理　

（１８９）
建立环卫一线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

　（１８９）
建立法律顾问和资产管理顾问制度　

（１８９）
宝山市容信息大楼建成启用　（１８９）

城管监察执法　（１８９）
概况　（１８９）

城管法制建设　（１８９）
拆违控违　（１９０）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１９０）
开展城管执法专项整治竞赛活动　（１９０）

绿化　（１９０）
概况　（１９０）

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　（１９０）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开园

　（１９０）
启动新建大场公园（暂名）一期　（１９１）
友谊公园改建　（１９１）
滨江景观带建设　（１９１）
顾村公园二期建设　（１９１）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１９２）
花卉景点布置　（１９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新建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
型公共绿地　（１９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绿地建设周期　（１９２）

交通与邮政

交通运输管理　（１９３）
概况　（１９３）
道路运输管理　（１９３）
汽车维修管理　（１９３）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１９３）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１９４）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１９４）
交通行政执法　（１９４）
概况　（１９４）
打击非法客运　（１９４）
公交行风建设　（１９４）
出租车监督检查　（１９４）
开展春运省际客运专项整治　（１９４）
货物运输监管　（１９４）
无证汽修专项整治　（１９５）
维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秩序　（１９５）
水陆客运　（１９５）
上海宝山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１９５）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２０１１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
运行时刻表　（１９５）

２０１１年上海吴淞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１９５）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１９６）
邮政　（１９６）
概况　（１９６）
推出首个“同心圆”项目　（１９６）
携手少年邮局设摊学雷锋　（１９６）
协助公安民警擒获通缉在逃嫌犯　
（１９６）

个别局、址、邮编变更　（１９６）

电力·燃气·自来水

电力　（１９７）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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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１９７）

燃气　（１９７）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９７）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９７）

自来水　（１９８）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１９８）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１９８）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１９８）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１９９）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自来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１９９）

科技与文化

科技　（２０１）
概况　（２０１）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２０１）
科技发展基金扶持项目　（２０１）
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　（２０１）
技术合同登记　（２０１）
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　（２０１）
推进产学研合作　（２０１）

专利申请总量　（２０１）
科普工作　（２０１）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建成开放　（２０２）
科普惠农　（２０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获国家、市资金支持科技
项目　（２０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４）

气象　（２０５）
概况　（２０５）

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２０５）
联合承办学术年会　（２０５）
开展区局合作　（２０５）

文化艺术　（２０５）
概况　（２０５）

开展文化下乡活动　（２０６）
开展２０１１宝山·嘉定读书月活动　（２０６）
举行“赶潮———周永生作品音乐会”　
（２０６）

举办“百团百歌百姓”活动 　（２０６）
举办“颂歌献给党”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歌
咏大会 　（２０６）

大型现代沪剧《红叶魂》晋京演出　
（２０６）

编辑出版《淞沪魂》系列丛书之《桂军与

淞沪抗战》　（２０６）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上海大

学美术学院国际手工坊启用 　（２０６）
举办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２０７）

举办第七届宝山区文化经营场所“七彩

杯”企业风采大赛　（２０７）
月浦文化馆影剧院改扩建工程启动 　
（２０７）

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２０７）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成立

　（２０７）

档案　（２０７）
概况　（２０７）

领导调研　（２０７）
区档案馆晋升为国家二级综合档案馆

　（２０７）
召开全区档案工作会议　（２０８）

档案收集整理　（２０８）
档案数字化信息化建设　（２０８）
档案利用服务　（２０８）
档案宣传监管　（２０８）
档案业务指导　（２０８）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２０８）
宝山区档案工作晋升市级（含）以上的

先进单位　（２０９）

党史研究　（２１０）
概况　（２１０）

摄制《红色记忆》专题片　（２１０）

地方史志　（２１０）
概况　（２１０）

宝山地情书籍入藏国家方志馆　（２１０）
《杨行镇志》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２１０）
参与编写的《上海百科全书》（２０１０）正
式出版　（２１０）

《宝山年鉴—２０１１》出版发行　（２１０）
开展纪念《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５周

年主题宣传活动　（２１０）

教　育

基础教育　（２１１）
概况　（２１１）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２１１）
提升特殊教育现代化水平　（２１１）
推进学校课程改革　（２１２）
搭建学生全面发展平台　（２１２）

推动职业教育改革　（２１２）
加强教育设施规划建设　（２１２）
加强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２１２）

加强教育行风与平安校园建设　（２１２）
吴淞中学被授予多项称号　（２１３）
获“五五”普法多项先进　（２１３）

获全国车辆模型、建筑模型总决赛多项

奖　（２１３）
开展“园丁一心跟党走”合唱比赛　

（２１３）
召开教学联建体会议　（２１３）
获第２４届中国上海头脑奥林匹克创新

大赛７项第一　（２１３）
与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签署教育合作协

议　（２１３）

市教卫领导到吴淞中学调研学校德育

工作　（２１３）

新疆教育厅宣讲慰问团到上大附中宣

讲　（２１３）
“民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与公办

学校结对签约　（２１３）
宝山实验学校花样跳绳队获 ２个全国
一等奖　（２１３）

陶行知诞辰 １２０周年纪念邮票发行　
（２１３）

举行陈伯吹先生浮雕揭牌仪式　（２１３）

与上海师范大学签订教育合作协议　
（２１３）

区教育学会召开建会 ３０周年大会　

（２１３）
上海中小学气象科技教育创新学术论

坛举行　（２１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宝山区学校统计　
（２１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普通中学、小学专任教师
职称情况　（２１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设施

情况　（２１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阶段教学实施情况　
（２１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
情况　（２１５）

上海大学　（２１５）
概况　（２１５）

召开三届教代会暨五次工代会　（２１６）
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成立　

（２１７）
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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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２１７）
“六个为什么”进高校思政课教学试点

现场推进会召开　（２１７）
第三届亚太地区蛋白质科学学会学术

会议召开　（２１７）

副市长沈晓明到上大高新区调研　
（２１７）

举行２０１１级学生军训阅兵式、总结表彰
大会及开学典礼　（２１７）

举行“诺贝尔科学奖展”　（２１７）

举行钱伟长校长诞辰９９周年纪念大会
　（２１７）

上海大学学生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胜杯　
（２１７）

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为海峡大学孔子学

院“中国书画展”剪彩　（２１７）
举行钱伟长校长铜像揭幕暨骨灰安放

仪式　（２１７）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１７）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２１７）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１８）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１９）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２０）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２１）

上海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２４）

成人教育　（２２４）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２４）

２０１１年上海行知学院学历教育专业设
置　（２２５）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２５）

卫生与体育

医疗保健　（２２７）
概况　（２２７）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２７）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２８）
社区卫生服务　（２２８）
学科人才培养　（２２８）

农村合作医疗　（２２８）
卫生实事项目　（２２８）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２８）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２８）
推行家庭医生责任制　（２２８）

卫生信息化工程　（２２９）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因情
况　（２２９）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主要疾病死亡率与上年

比较　（２２９）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主要死因顺位百分比情
况　（２３０）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医院　（２３０）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民营医疗机构　（２３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医学卫生类）和匹配经费安排　
（２３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

　院　（２３３）
概况　（２３３）

援滇医疗　（２３３）
义诊活动　（２３３）

援建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中心小学图

书室　（２３３）
医院心胸外科联合病房正式挂牌　
（２３３）

医院外科大楼手术室火灾　（２３３）
植物人苏醒　（２３３）
学术交流　（２３３）
科研成果　（２３４）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３４）
概况　（２３４）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２３４）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工作　（２３４）

药品、医疗器械日常监管　（２３４）
专项整治工作　（２３４）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２３４）
食品安全宣传工作　（２３４）

推进药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建设　
（２３４）

实施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　（２３４）

爱国卫生　（２３４）
概况　（２３４）

世卫组织官员考察宝山健康城区工作

　（２３５）
开展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　（２３５）

组织健康知识竞赛　（２３５）

体育　（２３５）
概况　（２３５）

体教结合工作　（２３６）

运动项目布局工作　（２３６）
参加国内国际大赛　（２３６）
建立宝山体育中心管理机构　（２３６）
举办ＷＣＢＡ联赛上海赛区比赛　（２３６）

举办区级机关运动会　（２３６）
举办第六届“英港杯”体育舞蹈公开赛

　（２３６）

举办“百字”系列群体活动　（２３６）
召开宝山区全民健身工作会议　（２３６）
组团参加上海市第七届农运会　（２３７）
举办首届上海美兰湖高尔夫名人赛　

（２３７）
举办宝山区首届群众体育大会　（２３７）
宝山体育中心改造工程竣工　（２３７）

信息与传媒

信息化建设　（２３９）
概况　（２３９）

区征地养老管理信息系统通过验收　
（２３９）

完成信息化促进区域节能减排研究　
（２３９）

召开推进“三网融合”工作座谈会　
（２３９）

运用“上海市水上交通和应急处置系

统”平台　（２３９）
区财政局数据存储系统通过验收　

（２３９）
区信息委与宝山电信局签订２０１１年合
作协议　（２４０）

开展“两化融合”实践区建设　（２４０）

建设“宝山区社区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２４０）
宝山区电子政务平台通过等级保护测

评　（２４０）
推进家庭医生责任制和卫生信息化工

程　（２４０）
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２４０）

开展２０１１年“信息化宣传周”活动　
（２４０）

举办“推进中小企业公共平台建设、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题培训会”　
（２４０）

举办信息化与企业发展论坛　（２４０）
区档案局多媒体档案管理系统通过验

收　（２４１）
区政务视频会议系统建成　（２４１）
宝山区获“２０１１中国城市信息化管理创
新奖”　（２４１）

举办上海市“两化融合”促进节能减排

高级研讨会　（２４１）
区?藻浜航道视频监控管理系统通过

验收　（２４１）
“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网上申

报平台”开通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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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图像监控系统通过专家验收　（２４１）
举办２０１１年度信息安全管理培训班　
（２４１）

开展区电子政务网络应急演练　（２４１）
举办市民信息安全宣传活动　（２４１）
宝山区辐射安全管控、预警及应急系统

开发启动　（２４２）
开展公共通信应急演练　（２４２）
开展政府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工作　
（２４２）

召开“云计算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研

讨会　（２４２）
推进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建设　（２４２）
区来沪人员就业管理信息系统通过验

收　（２４２）
推进区党政机关软件正版化　（２４２）
区道路交通信息系统建设　（２４２）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４２）
概况　（２４２）
政府信息公开栏目改版扩容　（２４２）
开通手机信息平台　（２４２）
加强网络宣传　（２４３）
网民反映社情民意　（２４３）
开通专题网（页）　（２４３）
“网上信访”被评为精品栏目　（２４３）
网站群增至８８家　（２４３）
广播电视　（２４３）
概况　（２４３）
栏目设置及宣传　（２４３）
专题栏目与专题片　（２４３）
岗位设置与竞聘　（２４３）
安全播出与设备维护　（２４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情况　
（２４４）

有线电视中心　（２４４）
概况　（２４４）
有线电视工程建设　（２４４）
前端机房技术升级　（２４４）
老地埋小区网络改造与城区光缆网改

造　（２４５）
推进有线网络技术转型　（２４５）
计划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工作　（２４５）
转制平稳过渡　（２４５）
宝山报　（２４５）
概况　（２４５）
重点新闻报道　（２４５）
栏目设置　（２４６）
宝钢日报　（２４６）
概况　（２４６）

重点新闻报道　（２４６）
版面重新定位设置　（２４６）
报纸发行　（２４６）
通讯员联络　（２４６）
《宝钢日报》数字报　（２４６）

宝钢电视台　（２４６）
概况　（２４６）

新闻宣传　（２４７）

电信　（２４７）
概况　（２４７）

推进“城市光网”建设　（２４７）

提升区域信息化水平　（２４７）

司　法

审判　（２４９）
概况　（２４９）

刑事审判　（２５０）
民事审判　（２５０）
行政审判　（２５１）

案件执行　（２５１）
审判监督　（２５１）
信访工作　（２５１）
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２５１）
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法院”活动　

（２５１）
开展“清积案、反规避、护民生”主题专

项执行活动　（２５２）
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　（２５２）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法院系统精品案例（宝
山）　（２５２）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法院系统优秀裁判文书

（宝山）　（２５２）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法院系统示范庭审（宝
山）　（２５２）

检察　（２５３）
概况　（２５３）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２５３）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２５３）
社会矛盾化解和综合治理　（２５３）
开展法律监督　（２５３）

检察调研与宣传　（２５３）
检务公开　（２５４）
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２５４）
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　（２５４）

司法行政　（２５４）
概况　（２５４）

法律服务　（２５４）

开展“公证服务进社区”活动　（２５４）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２５４）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２５５）
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２５５）
人民调解　（２５５）
开展“争当人民调解能手”主题活动　

（２５５）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２５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司法服务窗口　（２５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２５５）

军事与社会安全

人民武装　（２５７）
概况　（２５７）

加强党管武装　（２５７）
国防后备力量整组　（２５７）
兵役工作　（２５８）

区人武部军事科被授予“全国民兵工作

先进单位”　（２５８）
区民兵训练基地被列入高标准“窗口”

部队建设观摩点　（２５８）
军民共建　（２５８）

驻军　（２５８）
概况　（２５８）

拥政爱民　（２５８）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５８）
概况　（２５８）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２５９）
创新社会管理　（２５９）
深化群防群治　（２５９）
加强基层综治社保队伍建设　（２５９）

开展政法综治宣传活动　（２５９）
社区戒毒（康复）　（２５９）

警务　（２６０）
概况　（２６０）

刑事案件侦破　（２６０）
社会治安管理　（２６０）
公安行政管理　（２６０）

公安队伍建设　（２６１）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６１）
开展“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

　（２６１）
顾村星星村试行社区化管理新模式　
（２６１）

开展“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　（２６２）
开展“百名机关干部进社区”走访活动

　（２６２）
开设公安微博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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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户籍人员居住地服务和管理试点

　（２６２）
建设高清卡口信息化系统　（２６２）
通过“三联”工作法推动“全警消防”　
（２６２）

开展“三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２６３）
建立吴淞八棉地块行业自治平台　
（２６３）

友谊路派出所建立“民意警务”工作机

制　（２６３）
开展“假日阳光警务”活动　（２６３）
开展“假日蓝盾”活动　（２６３）
举办公安宝山分局第六届运动会　
（２６３）

友谊路派出所民警王柏强在执行“１１０”
处警任务中牺牲　（２６３）

侦破“７·１４”杀人碎尸案　（２６４）
侦破“４·１９”盗窃油罐车油料案　
（２６４）

侦破“１１·２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２６４）

侦破“５·２６”团伙信用卡诈骗案　
（２６４）

侦破“１１·１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
案　（２６４）

查处“４·１１”生产、销售“染色馒头”案
　（２６４）

查处“６·１６”特大聚赌案　（２６４）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
所属机构名录　（２６５）

消防　（２６５）
概况　（２６５）
加快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２６５）
实行消防工作网格化管理　（２６５）
落实市府１号实事工程和区人大０１号
议案　（２６５）

开展６次鹰眼整治行动　（２６６）
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２６６）
形成“全警消防”新模式　（２６６）
举办全民消防知识竞赛和全民消防运

动会　（２６６）
开展消火栓整治　（２６６）
成立区两级消防安全委员会　（２６６）
推进“清剿火患”战役　（２６６）
开展“１１９消防宣传周”活动　（２６６）
市消防局战勤保障基地宝山保障大队

揭牌　（２６６）
民防与救灾　（２６７）
概况　（２６７）

组织民防指挥训练和演练　（２６７）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２６７）
组织民防指挥预（方）案建设　（２６７）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和培训　（２６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统
计　（２６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２６７）

社区民防建设　（２６８）
民防工程建设、维护和治理　（２６８）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２６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统计　（２６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统计　
（２６８）

社会生活

就业　（２６９）
概况　（２６９）

出台就业新政策　（２６９）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２６９）
大学生就业　（２６９）
就业援助　（２６９）

公共就业服务　（２６９）
职业技能培训　（２７０）
来沪从业人员就业服务　（２７０）

社会保障　（２７０）
概况　（２７０）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７０）
《社会保险法》宣传　（２７０）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７０）
征地保障落实　（２７１）
综保、镇保转入城保　（２７１）
工伤保险　（２７１）
医疗保险　（２７１）

劳动关系　（２７１）
概况　（２７１）

劳动关系协调　（２７１）
劳动保障监察　（２７１）
劳动争议仲裁　（２７２）
劳动争议社会化调解　（２７２）

人口与计划生育　（２７１）
概况　（２７２）

建设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

　（２７３）
推进全国流动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试点工作　（２７３）
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　（２７３）

家庭人口计划指导　（２７３）
完成优生促进工程实事项目　（２７３）
开展计划生育药具服务“优得”工程　
（２７３）

０～３岁社区婴幼儿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２７３）
开展关爱青春活动　（２７３）
召开区计生协会五届三次理事会　
（２７４）

承办市计生协会主题摄影展　（２７４）

召开宝山人口发展研讨会　（２７４）

民政　（２７４）
概况　（２７４）

社会救助　（２７４）
优抚安置　（２７４）
基层民主建设　（２７４）

殡葬管理　（２７４）
婚姻管理　（２７４）
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创建目

标　（２７４）

残疾人事业　（２７４）
概况　（２７４）

完善残疾人保障体系　（２７４）
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　（２７５）
加强“阳光家园”建设　（２７５）

老龄事业　（２７５）
概况　（２７５）

老年维权　（２７６）

老年活动室　（２７６）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２７６）
养老机构　（２７６）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７６）
概况　（２７６）

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２７６）
信息核对与宣传　（２７６）

民族与宗教　（２７６）
概况　（２７６）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２７６）
推进政策法规宣传　（２７６）

做好社区民族工作　（２７６）
促进清真食品供应工作规范有序　
（２７６）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２７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　（２７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２７７）
确保民族宗教领域安全稳定　（２７７）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２７８）
开展民族宗教事务性工作　（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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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民族宗教调研工作　（２７８）
宝山寺移地重建落成　（２７８）

红十字会　（２７８）
概况　（２７８）

救助关爱　（２７８）
备灾救灾　（２７８）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２７８）
志愿服务　（２７８）
志愿捐献　（２７８）
红十字宣传　（２７８）

镇与街道

杨行镇　（２７９）
概况　（２７９）

经济建设　（２７９）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２７９）
平安建设　（２７９）
２０１１年杨行镇 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２７９）

２０１１年杨行镇学校　（２７９）

２０１０年杨行镇村（居）委会　（２８０）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８０）
社会事业　（２８０）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８０）

《杨行镇志》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２８１）
杨行镇敬老院投入试运营　（２８１）
举办第七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暨第

八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闭

幕式 　（２８１）

举办第四届上海杨行“画乡邻里文化

节”　（２８１）

月浦镇　（２８１）
概况　（２８１）

经济建设　（２８１）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１年月浦镇６０周岁以上老

人　（２８１）
城乡建设　（２８２）
平安建设　（２８２）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８２）

２０１１年月浦镇镇管学校　（２８２）
２０１１年月浦镇村、居民区　（２８２）
宝山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启用　
（２８２）

获全国文明村镇创建“两连冠”　（２８３）

举办第十一届月浦锣鼓年会　（２８３）
获市容环境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优

秀”　（２８３）
开展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　（２８３）

参加市农运会获佳绩　（２８３）

罗店镇　（２８３）
概况　（２８３）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罗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　（２８３）
２０１１年罗店镇学校　（２８３）
新农村建设　（２８４）

经济建设　（２８４）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２８４）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８４）

社会事业　（２８４）
平安建设　（２８４）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８５）

罗店新镇开发　（２８５）
罗店老镇改造　（２８５）
２０１１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２８５）
宝山区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建设　

（２８６）
政府信息公开　（２８６）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８６）

“北欧航标”落户罗店北欧新镇　（２８６）
举办２０１１上海美兰湖音乐节　（２８６）
举办２０１１年上海美兰湖高尔夫名人赛

　（２８６）
举办２０１１环球时尚超级模特大赛全球
总决赛　（２８６）

宝山工业园区农民动迁安置房建设启

动　（２８６）
宝山罗店医院改扩建工程启动　（２８６）

罗泾镇　（２８６）
概况　（２８６）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罗泾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　（２８６）

２０１１年罗泾镇学校　（２８６）
经济建设　（２８７）
社会事业　（２８７）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８７）
村镇建设与管理　（２８７）
新农村建设　（２８７）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２８８）
公共卫生　（２８８）
完成编制镇十二五规划　（２８８）

２０１１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２８８）
召开镇第五次党代会　（２８９）
召开镇第六届人代会　（２８９）

完成党支部换届　（２８９）
组织国际民间艺术节活动　（２８９）
婉娥之乡沪剧社成立　（２８９）

顾村镇　（２８９）
概况　（２８９）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顾村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　（２８９）
２０１１年顾村镇学校　（２８９）
经济建设　（２９０）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９０）
社会事业　（２９０）
２０１１年顾村镇村委会　（２９０）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９１）
平安建设　（２９１）
２０１１年顾村镇居委会　（２９１）

市长韩正察看绿地公元１８６０石库门住
宅小区　（２９２）

举办２０１１年上海樱花节　（２９２）
市社会工作党委调研社会建设工作　

（２９２）
市人大副主任胡延照调研馨佳园建设

情况　（２９２）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调研农民生

产、生活情况　（２９２）
市总工会调研“租住地工会”组建工作

　（２９２）
副市长张学兵视察星星村村宅社区化

管理试点工作　（２９２）

大场镇　（２９２）
概况　（２９２）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大场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　（２９２）

２０１１年大场镇学校　（２９２）
经济建设　（２９３）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２９３）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９３）
２０１１年大场镇村（居）委会　（２９３）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９４）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９４）
社会事业　（２９４）
获“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２９４）

宜家家居上海宝山商场项目奠基　
（２９４）

上海首个 ４Ｄ动漫体验中心建成　

（２９４）

庙行镇　（２９４）
概况　（２９４）

换届选举　（２９４）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庙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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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庙行镇学校　（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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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载
■编辑　刘　娴

区委工作报告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在中共宝山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斯福民

区委书记斯福民作区委工作报告 摄影／浦志根

一、区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回顾

区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在中共上海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委坚持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团结和带领全区党员干部群

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攻坚克难、奋力

拼搏，积极巩固“三变样”①工作成果，全

面落实“四个更”②发展任务，办成了一

批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胜利

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科学编制“十

二五”规划，圆满完成开局之年各项工

作，为“十二五”发展奠定扎实基础。先

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区”、“全国科普

示范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全国

平安畅通县区”、“上海市文明城区”、

“上海市平安城区”、“上海市园林城区”

等荣誉称号，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六

连冠，区属各单位也相继获得一批荣誉

称号。

回顾这五年来的工作，我们切实感

受到：

过去的五年，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的五年。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

策，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按照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更加注重调结构

促转型，努力形成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

融合并进的良好态势。经济总量实现翻

番，结构不断优化，效益明显提升，预计

２０１１年，增加值达７４５亿元，区可用财力
达１３５５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３５０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８０亿
元，分别是 ２００６年的 ２倍、１９倍、１８

倍、２２倍。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重
点地区转型取得突破。按照城市规划和

功能布局，编制实施结构调整三年行动

计划，城市转型和功能建设迈出坚实一

步。依托重大功能项目，加快重点地区

调整转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建成开港，上港十四区结构调

整实质性启动，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

工作全面实施，吴淞工业区调整转型取

得突破，形成四大板块③、五大地区④辐

射推动整体转型的发展态势。三次产业

协调发展，结构比例趋于优化。服务业

发展迅速，沿滨江带和 ３条轨道交通
线⑤，相继建成上海智力产业园、复旦软

件园等９个服务业集聚区，动漫衍生、电
子商务等特色服务业逐步成为转型发展

的新兴产业，第三产业占增加值比重达

５５７％，比 ２００６年提高 ４５个百分点。
制造业能级不断提升，发那科机器人、汉

虹精密机械等一批先进制造业企业建成

投产，装备制造、电子电器等产业呈现良

好发展态势。依托宝钢等特大型企业、

高等院校等技术和人才优势，建立一批

市级科技孵化基地、企业院士专家工作

站和市、区两级企业技术中心，产学研合

作不断深化。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累计

下降２６８％。农业集约化水平大幅提
升，通过土地集约、农民集中、政策集聚，

建成５１个集体合作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规模经营面积达３４万亩，在全市率
先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推动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洋桥牌“宝

农３４”大米连续三年荣获上海市优质稻
米评比金奖。政策措施逐步完善，发展

活力显著增强。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功

１



能，完善实施调结构促转型等政策措

施⑥。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推动组建小

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村镇银行

等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建立区中小企业

发展服务中心，连续举办５届“长江口民
营经济发展论坛”。国有（集体）资产监

管实现全覆盖。着力提高外资利用水

平，林肯电气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

宝山，拉法基、宜家家居等世界５００强企
业到宝山投资。提前完成对口支援都江

堰市向峨乡灾后重建任务，援藏、援疆、

援滇、援青等工作有序推进。

过去的五年，是城乡环境显著变化

的五年。我们坚持规划引领、管建并举，

注重生态环境先行、基础设施先行，抓住

世博契机，大力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形成

生态、生活、生产和谐相融的新格局。生

态质量不断提高，区域环境明显改善。

围绕建设天蓝、地绿、岸洁、水清的生态

环境，滚动实施两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建立健全“网格色标环境管理”机制⑦，

区域降尘量下降 １５９个百分点。新增
绿地８２２８公顷，“一环五园”⑧、一街镇
一公园生态网络系统初步形成，全区林

木绿化率达２３８％、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达２２２平方米，分别高出全市平均水平
３３个百分点、９２平方米，创建“全国绿
化模范城区”工作通过初步验收。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顾村公园（一期）

建成开放，成为广大市民四季赏花、踏青

休闲、观光旅游的好去处。加强水环境

治理和保护，骨干河道整治率达 ７０％，
河道保洁实现全覆盖，水生态功能逐步

恢复，水域景观初步显现。城乡基础设

施统筹建设，综合服务功能明显提升。

道路网络趋于完善，新建道路３１４９公
里，沪太路、潘泾路等改扩建工程全面完

成。公共交通快速发展，３条轨道交通、
３０个轨道站点衔接城乡，新辟调整公交
线路６９条，在全市首辟“社区巴士”⑨、
“乡村巴士”⑩和“穿梭巴士”瑏瑡，率先实

现公交“村村通”。城镇污水纳管率达

８５％，比２００６年提高３５个百分点，完成
农业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工

作，全区人民期盼已久的区域排水问题

得到基本解决。城市管理能力不断增

强，总体保持有序运行。扎实开展“迎世

博６００天行动”，大力加强市容环境综合
整治，推广“组团式保洁法”瑏瑢、“飞行保

洁法”瑏瑣等市容保洁新模式，规范设置户

外广告，完成“六路一桥一区”瑏瑤市容景

观亮化工程，实现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外

运处置，市容市貌保持整洁有序。完善

城管执法机制，城市网格化管理处置及

时率和结案率逐年上升。完善拆违控违

长效机制，３６９个村居通过拆违控违达
标验收。

过去的五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

提高的五年。我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细

化落实“３５８、６５０”瑏瑥指标体系，着力推动
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完成一系列实

事工程和重大项目，城镇和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保持两位数增

长。教育卫生事业均衡发展，公共服务

能力显著增强。整体提升城乡教育设施

硬件水平，完成９４所学校大修和１９个
“校安工程”抗震加固项目，新建、改扩

建学校和幼儿园７０所。引进优质教育
资源，组建城乡教育联合体，基本形成资

源共享、管理共建、教学同质、城乡对接、

均衡发展的新型办学机制，教育教学质

量全面提升瑏瑦。华山医院北院主楼、大

场医院迁建工程等结构封顶，市一宝山

分院门急诊医技楼、宝山公共卫生中心、

中西医结合医院一期等建成使用，覆盖

全区的“１５６０”就医圈瑏瑧基本形成。组建

４个医疗服务联合体，居民诊疗信息实
现市、区医院互联互通，送医送药送健康

等活动深入开展。月浦、罗泾、顾村、庙

行、淞南、高境等６个镇成功创建“国家
卫生镇”。科普事业蓬勃发展瑏瑨。人口

计生工作扎实推进瑏瑩。文化体育设施不

断完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建成长江河口科技馆、宝山图书馆（新

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等公

益性场馆，协调指导区域单位建成中国

工业设计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

陶瓷科技艺术馆，新增各类公益性场馆

居全市前列。实现农村有线电视“户户

通”、有线广播全覆盖，区、街镇和村居三

级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大型现代沪

剧《红叶魂》、《红梅颂》等文艺作品广受

赞誉，成功举办第六届、第七届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一地一品”瑐瑠等特色

文化品牌建设取得实效。精神文明创建

不断深入，月浦镇、淞南镇创建为“全国

文明镇”，友谊路街道、淞南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荣获“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一批单位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

进称号，市级文明社区、文明镇创建实现

全覆盖。体育设施加快建设，宝山体育

中心建成开放，城乡健身设施不断完善。

群众体育广泛开展，被评为“全国全民健

身活动先进单位”。竞技体育进入全市

先进行列，为国家和上海输送一批优秀

体育人才。就业工作全面加强，劳动关

系保持和谐有序。坚持自主就业、扶持

创业和就业援助相结合，加大就业服务

和技能培训力度，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

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劳动纠纷

得到有效化解。年均新增就业岗位３万
个以上，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始终控制在

３万人以内，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
庭”瑐瑡按时安置率保持１００％。保障体系
日益完善，保障水平逐年提高。农村社

会养老保障实现全覆盖，新型农村社会

保险全面实施，征地养老人员月均生活

费比２００６年增加 ３４５元、达到 ８６５元，
新征用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 ２２９４３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

１００％。为老服务工作扎实推进，罗店美
兰金苑养老院、杨行敬老院等建成开业，

新增养老床位３９９１张，新建、改扩建一
批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社区助餐点和老

年活动室。“五助”瑐瑢等帮困体系日趋完

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残疾人服务工作扎实开展，在全市率先

实现“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全覆盖。

安居工程普惠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显著

改善。结合城乡建设和发展，加大住房

保障力度。累计完成城镇居民动迁安置

１４５０户、农村居民动迁安置８１７０户。首
轮经济适用房２４１７户家庭进入选房环
节，第二轮受理工作有序开展。廉租房

实现“应保尽保”，新增廉租租金补贴家

庭２１３８户、公房租金减免２４７６户、筹措
廉租住房２５６套。大场老镇建设基本完
成，１２９８户居民搬进新居，占老镇改造
区居民总户数的７７４％；罗店老镇建设
启动，完成核心风貌区市政基础设施一

期工程。七牧场小区等一批旧里成套改

造和旧小区综合整治有序推进，惠及居

民家庭８９万户。完成６０３万平方米老
式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受益群众３５
万余人。推进村庄改造工程，累计完成

８６１３户改造任务。顾村、罗店保障性住
房基地加快建设。一批社区商业中心、

便民服务网点建成开业，５６个标准化菜
市场建设和改造项目全面完成，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实现全

覆盖。

过去的五年，是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的五年。我们坚持把稳定放在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积极探索社

会管理创新，有效应对社会管理中的新

挑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不断完

善，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建立

社会管理“大联动”机制，初步建成情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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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中共宝山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摄影／浦志根

研判与指挥一体化平台，街镇综治中心

和“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瑐瑣“六联”机

制瑐瑤实现全覆盖。启动开展户籍人口居

住地服务管理试点，首创来沪人员服务

管理抄告制度，率先实现“两个实有”瑐瑥

管理全覆盖。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

络瑐瑦，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优势，

进一步提升社会面防控水平。持续开展

“严打”和“宝剑”系列等专项整治行动。

加强反邪教工作和重点人群帮教管理。

探索大型社区服务和管理模式，组织开

展“一街镇一村居”社会管理创新综合

试点瑐瑧，顾村镇星星村等农村社区化管

理模式成效显现。“难点村”瑐瑨治理工作

基本完成。普法工作扎实开展。严格落

实安全监管责任，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滚动实施安全隐患排查，强化整改落实，

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公共消防设

施逐步完善，道路交通、生产经营、地下

空间等领域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各

类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整治。持续加大无

证无照经营综合整治力度，成立食品安

全委员会，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大检查，切

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大矛盾纠

纷化解力度，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

试点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

评估机制，建立健全大调解体系，落实领

导包案、接访、下访和区领导联系重点信

访人等制度，建立基层信访代理工作平

台，开通网上信访渠道，探索完善信访终

结和律师第三方参与等机制，一批社会

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过去的五年，是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的五年。我们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

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

推动宝山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

证。扎实开展重大主题教育活动，深入

推进思想政治建设。以“围绕宝山‘四

个更’目标，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为载

体，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解决一批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形

成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共

识。以“坚持‘三深入’，推进‘三争先’，

实现‘三促进’”瑐瑩为载体，扎实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组织庆祝建党 ９０周年、新中国成立 ６０
周年、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建区２０周年等
重大活动，激发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宝

山的热情。发挥东方讲坛、社区学校等

平台作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进

社区，友谊路街道群众性理论宣讲团被

中宣部评为“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

体”。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应对工作，保

持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夯实基层基

础，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加强党政领

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着力优化结构，

严格教育管理，加强培养历练，干部队伍

推进科学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不

断增强。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和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

督制度，着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选

人用人公信度稳步提高。统筹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全面推进农村、社区、“两

新”组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建工作，

着力完善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积极发

挥村居党组织书记、主任“排头兵”作

用，扎实开展党支部书记教育培训，有序

推进“公推直选”，基层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持续提升。认真开

展党代表集中联系社区、党代表接待日

活动，深入推进镇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党

代表联系服务群众、参与党内监督作用

不断增强。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截至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底，我区党员人数 ７７１２６
名，比２００６年底增加２１２％。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营造良好的党风政风。

加大对中央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认真开展专项

治理工作瑑瑠，全面落实干部重大事项报

告、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加强反腐倡

廉教育，“滨江清风”廉政文化品牌建设

扎实推进。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规

定，严格落实党内监督各项制度。加强

巡察和派驻纪检组工作，逐步健全权力

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积极运用“制度加

科技”瑑瑡，推进网上行政审批等平台建

设。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深

化政风行风建设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

村务公开，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

源监管。加强办信查案工作，加大对违

法违纪行为的震慑力。加强常委会自身

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执政能力。

制定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严格落实“三重一大”瑑瑢集体决策制度，

探索建立区委全委会监督常委会的有效

办法，深入开展联系基层、蹲点调研等工

作。加强学习型领导班子和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

度，提高学习针对性和有效性，区委中心

组３项学习成果分别在全市获得学习实
践创新成果奖和优秀项目。支持人大、

政协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圆满完成区、镇

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认真做好

新一届区政协委员提名协商工作。保证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

司法权。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深化“滨

江统战情”系列主题活动，发挥民主党派

作用，在全市率先建立上海党外代表人

士挂职锻炼基地，加强和改进工商联工

作，民族、宗教、侨务、港澳台、新阶层工

作有序开展。顾村镇被国务院授予“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坚持

党管武装，推动高标准“窗口”部队建

设，民兵预备役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不

断提升。推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按章程

履行职责。老干部、保密、档案、红十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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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社会慈善等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宝山区志》编纂出版。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

展我们在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科学发展、总揽全局，是

我们决策部署的鲜明导向。我们自觉用

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一以贯之推

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结合上海对宝山

的功能定位，全面提升城市化水平；结合

产业布局的协调优化，融合推进城乡形

态和功能完善；结合综合经济实力的持

续提升，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

社会建设，探索走出了一条产业城市相

融合、生态生活和生产相和谐、经济社会

相协调的发展道路。

第二，坚持融入大局、乘势而上，是

我们开拓进取的有效方法。我们始终在

大局下思考、谋划和行动，顺应中心城区

功能拓展，借助轨道交通优势，突破城乡

空间阻隔，加快了城乡一体化发展；顺应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需要，借助生态环境

优势，破解生产性岸线转型难题，形成了

邮轮服务为主的滨江特色功能；顺应全

市钢铁产业布局调整，借助区企互动的

良好基础，探索老工业区战略转型，打通

东西城区通道，把握了发展中蕴含的难

得机遇，有力推动了整体转型。

第三，坚持团结拼搏、凝聚人心，是

我们攻坚克难的精神动力。我们始终以

发展蓝图凝心聚力，以发展实践励志奋

进，不为挑战所惧、不为困难所惑，全区

上下团结一致、奋力拼搏，率先编制统筹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指导突破

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梳理完善各项扶持

激励政策，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

的冲击；创新大型社区、基层社会管理模

式，主动探索并积极应对社会转型期面

临的各种挑战，保持了全区心齐、气顺、

劲足的工作局面，在实现蓝图的实践中

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第四，坚持民生优先、以人为本，是

我们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

始终牢记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坚持

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到群众

中倾听呼声，到基层中蹲点调研，到一线

去靠前指导，每年梳理一批群众反映集

中的民生诉求，制订政策、编制计划、确

定项目、督查推动；每年抓住一批群众急

切盼望的实事工程，加大投入、分解任

务、细化节点、确保落实；每年举办一批

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融入基层、贴

近群众、协同协作、共建共享，努力满足

宝山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第五，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

我们推动发展的坚强保证。我们始终以

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深

入实施党的建设创新工程，加强常委会

自身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推动党代表

任期制、党员干部“三联系”、村居委干

部“排头兵”、基层党支部结对帮扶等创

新实践，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

议、管理监督和激励保障机制，着力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为有力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

设，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组织保证。

同志们，回顾过去不平凡的五年，我

们之所以经受住复杂局面的考验，取得

来之不易的成绩，得益于中央和市委的

坚强领导，得益于历届区委奠定的扎实

基础，得益于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的同心

同德、奋力拼搏。每当取得发展成绩的

时候，我们共同分享喜悦；每当面临困难

挑战的时候，我们共同分担责任。五年

的不懈努力，五年的艰辛付出，五年的发

展成就，一定会在宝山的发展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此，我代表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向全区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宝山

发展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全面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

建设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主要是：

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转型发展、

城乡统筹的任务依然艰巨，需要我们进

一步解放思想，更多地用改革创新的办

法破解前进中的难题。社会结构快速变

化，各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协调的难度越

来越大，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

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共同推动社会管理

创新。城市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各类要

素高度集聚，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

风险处于频发高发期，需要我们进一步

增强责任意识，加强和改进城市管理。

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有着更高的期待和

要求，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任务

更加繁重，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服务意

识，保持和发展好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我们必须认真负责地对待这些问题，不

回避、不推卸、不护短，尽最大努力切实

加以解决。

二、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今后五年，是宝山全面推进现代化

滨江新区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必须看

到，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还在增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

少新情况、新问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

推动城市转型面临严峻挑战。我们更要

看到，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没

有变。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地

区，拥有国家战略和创新试点的先发优

势，后世博效应加快显现，“四个中心”瑑瑣

建设整体加速，市场体制和市场环境更

趋完善。宝山作为全市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有我们共同努力所奠定的坚

实基础，还有处于“上海城市南北发展轴

线”瑑瑤所蕴含的重大机遇，更有“十二五”

良好开局的综合优势。只要我们直面挑

战，把握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实

践，就一定能实现在新起点上又好又快

发展。

今后五年，是宝山努力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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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目标的关键

时期。按照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

和《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宝山作为

全市的都市功能优化区，重点是“增强城

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现代化国际化水

平，成为传承历史文脉、彰显城市魅力、

发展服务经济的主要承载区”。全面落

实市委、市政府对宝山发展的功能定位，

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加快实现从传

统产业基地向都市功能优化区的跨越，

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好，协调提升

经济发展的总量、速度、结构和效益，保

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强化产业功能与城

市发展的融合并进，努力体现空间形态

优美、内涵功能丰富、层次结构优化、产

城和谐相融的转型成效；要求我们必须

把民生保障好，继续加快以改善民生为

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一体化，让全区人民拥有均衡发展、舒

适便捷的现代城市生活，努力实现人民

生活在更高基础上的持续提高；要求我

们必须把社会管理好，妥善应对转型期

社会风险明显增多、社会需要开放多元

的新形势，积极探索社会管理“法制化、

规范化、人性化、低成本、高效率”的新理

念、新模式、新办法、新机制，更好地满足

多元社会、多元主体的新需求、新期待，

努力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社会

环境；要求我们必须把文化建设好，增强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强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巩固共同思想基础，

丰富城市转型内涵，塑造城市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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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城市精神家园，不断推动文化建设

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彰显具有宝山特

色、体现城市品质的人文实力，努力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

求我们必须把生态改善好，弘扬实践绿

色低碳的城市发展理念，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深化生态、生活、生产的

和谐互动，建设城市生态文明，提高城市

宜居程度，努力呈现自然人文协调、经济

持续繁荣、城市安全和谐、生态氛围浓郁

的城市风貌。

基于以上共识，今后五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中央和市委精神，围绕“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和“十二五”规划，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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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要求，努力

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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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

目标，为全面提升城市化水平，加快推进

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而共同奋斗。

“五个好”的总体要求和“建设‘示

范区、最佳实践区’，实现城乡一体化”

的总体目标，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交融

凝聚，是科学发展观在宝山发展进程中

一以贯之的具体体现，是“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在宝山各项工作中的细化落实，

是宝山“三变样”、“四个更”的延续拓

展，是宝山“十二五”发展蓝图的完善深

化，是宝山干部群众在新一轮科学发展

中的创新实践。

今后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

要指标是：区增加值年均增长 １０％以
上，区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

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

第三产业占增加值比重达６０％以上，城
市转型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城市化水平

全面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

务协调提升，就业岗位稳定增长，社会保

障水平持续提高，市民综合帮扶体系不

断完善，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１０％以上，基本实
现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管理”一体化。

社会管理不断加强，人口服务管理质量

同步提高，安全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公共

安全感指数保持在８０以上。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文明小区（村）创

建率保持在８５％以上，初步形成具有宝
山特色、较为完善的文化公益服务和文

化产业发展格局。生态质量和宜居程度

整体提升，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逐年下

降，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９０％以
上，区域污水纳管实现全覆盖，新增绿地

不低于８００公顷，基本形成绿色、安全、
和谐的生态文明体系。

今后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

要任务是：

（一）推进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协

调优化，建设发展方式转变的示范区、城

市转型发展的最佳实践区，努力把经济

发展好。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

布局优化，以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城市功

能完善，以重点区域开发促进城市全面

提升，推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产业与城

市融合发展，增强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城市，让生活更

美好”的世博理念，努力在发展方式转

变、城市转型发展的相融并进上走在全

市前列。加快推进五大地区转型发展，

探索走出一条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转型

协调融合的发展道路。加大滨江地区功

能开发力度。聚焦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

改革试点区”瑑瑥。深化与上港集团战略

合作，完成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辐射带

动上港九区、十区结构调整。规划实施

岸线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滨江效应沿长

江、黄浦江、?藻浜向腹地延伸，加快老

码头、老港区、老厂房、老堆场等结构调

整，带动沿江产业和城市形态功能整体

转型。推动吴淞工业区调整转型。加快

与滨江地区联动发展，加大与宝钢集团、

中外运长航集团、招商局集团、华谊集团

等大企业合作力度，实现从环境整治到

功能提升的战略转型，加快形成融创意

研发、总部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等功能于

一体的集聚区。基本完成南大地区整治

开发。全面推进南大地区环境整治、生

态建设和调整转型，打通外环绿带和嘉

宝生态走廊，构筑上海城市北部生态保

护圈。提升南大路祁连山路核心区域产

业能级，加快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辐射大

场机场及周边区域调整，带动外环线以

南区域整体转型。加快大型社区建设。

推动建设顾村、罗店大型社区，优化区域

产业布局，完善商业商务功能，辐射带动

北部地区新市镇建设和农民居住条件改

善，努力形成以生态宜居、文化旅游、休

闲观光为特色，都市繁华与田园风貌和

谐相融，彰显勃勃生机与旺盛活力的上

海北部新城区。继续实施老镇旧区改

造。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拓展服务业发

展空间，提升社区综合服务功能，完成大

场、罗店老镇改造，推动顾村、杨行老镇

改造，推进直管公房成套改造和非成套

房改造，加快推进吴淞、张庙地区旧区改

造，传承城市文脉，彰显文化魅力。通过

加快推进五大地区转型发展，凸显四大

功能板块，东部加快形成邮轮服务经济

与滨江风貌于一体的功能，西部全面提

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南部优化提升现

代都市功能，北部努力形成产业发展集

聚区和新市镇功能，进而形成东西联动、

南北呼应、辐射带动、整体提升的发展格

局，努力使宝山呈现经济繁荣、生态宜

居、交通便利、产城融合的崭新发展蓝

图。依托功能引领和载体带动，深化推

动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发展邮轮服

务、金融服务、节能环保、设计研发、软件

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深化商旅文

体联动，推进综合商业和社区服务中心、

创意产业园等建设。着力提升民用航

空、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能

级，大力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完善工业园区综合功能，促进

园区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发展现代

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创新经济

发展环境和管理服务机制，大力促进各

类创新要素交融迸发。完善宏观调控政

策的配套措施，深化调结构促转型等激

励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和引智力度，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并联审批、网

上审批等机制，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加

大扶持科技创新力度，提高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发挥政府投资项目经济调节作

用，探索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

和村镇银行健康发展模式，拓展银企合

作平台，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探索

存量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机制，加强

税收征管，培育税基税源，提高工商服务

管理水平，探索维护市场秩序新模式。

深化国有（集体）资产改革，推动国有

（集体）企业健康发展，扶持非公经济发

展，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增强创新合力。

完善合作交流机制，完成对口支援任务，

推动各方创新协作。

（二）推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

衡配置，率先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努力

把民生保障好。坚持民生导向，通过政

策倾斜扶持、财政转移支付、资源整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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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服务均衡优化等多种途径，巩固提升

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社会管理一体

化发展成果，重点提高城乡民生保障、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全面落

实“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和实事项目，实现
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美好生活。

深化城乡统筹的投入机制，提高城乡协

调的综合保障水平。把促进城乡充分就

业作为民生之本，实施城乡联动的就业

促进政策，完善覆盖城乡的就业促进体

系，加大城乡困难群众就业援助力度，拓

宽城乡居民就业渠道。把提高城乡居民

收入作为民生之源，多渠道增加城乡居

民收入，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扶持经济

相对薄弱村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把完善城乡综合保障作为民生之基，落

实征地保障政策，提高农保退养人员养

老金待遇水平，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

差距。加大救助力度，发挥覆盖城乡的

三级救助网络作用，提高社会救助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统筹推进城乡老龄事

业，完善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

协调发展的养老服务格局，保障和丰富

城乡老年人日常生活。有序推进经济适

用房供应，着力扩大廉租住房受益面，积

极筹措公共租赁房，加快建设村（居）民

动迁安置房，改善和提高城乡住房保障

水平。做好退役士兵优抚安置工作。保

障妇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权益。支

持红十字、慈善、福利事业继续向农村倾

斜。统筹社会事业发展，提升城乡均衡

的公共服务能力。统筹公共资源配置，

推动优质资源向北部地区和农村倾斜，

带动社会事业内涵式提升。坚持办人民

满意的教育，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深化初高中教育联合体建设，完善城

区重点中学与农村地区中学联动办学机

制，促进城区优质资源向农村辐射，着力

构建公平普惠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优

化医疗资源布局，依托华山医院北院、中

西医结合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统筹推

进医疗联合体建设，辐射带动农村地区

医疗卫生服务同质化发展，形成城乡一

体的医疗卫生服务格局。深化“国家卫

生镇”创建工作。优化科技服务，提升科

普场馆、科普教育基地服务管理水平，扩

大科普活动影响力。加快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努力建设智

慧城市。健全体育设施网络，推动全民

健身，发展竞技体育。实施优生促进工

程，优化人口综合服务。完善基础设施

体系，拓展城乡融合的发展空间。加强

城乡道路衔接和配套，提高城乡路网通

达水平，进一步完善农村公路路网结构，

推进“二纵二横”快速网瑑瑦、“七纵七横”

区域干线网瑑瑧和“三隧八桥”越江跨河通

道瑑瑨建设，打通断头路，疏通拥堵节点，

基本形成“路网均衡、南北畅通、东西连

贯、客货分流”的道路交通体系。坚持公

交优先发展战略，优化地面公交线网和

站点布局，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

公交线路为主体，社区巴士、出租汽车为

辅助的多元化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加强

供排水设施建设，加大管网整合力度，完

善市政公用设施体系。

（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城市安

全运行，保持社会和谐有序，努力把社会

管理好。坚持以人为本、安全为先、管理

为重，以基层基础和机制创新为重点，巩

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资源整

合，强化源头治理，保障城市运行，维护

和谐稳定，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和满意度。加强人口管理和社区管理，

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加强人

口流动前瞻性研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

房屋租赁管理、居住证办理、劳务用工规

范等工作，建立健全有效管用的来沪人

员服务管理机制。推广“一街镇一村

居”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经验，积极探

索“镇管社区”和大型社区管理模式。

提高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水

平，深化居委会自治能力建设，做好村居

委换届选举工作。培育和规范社会组

织，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和

公益服务。改进和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

障，着力建设“平安宝山”。围绕道路交

通、生产经营、防火安全、食品药品等领

域，加大检查、整治力度，切实维护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宣传普及安全防范、应

急处置知识和技能，提高群众安全防范

意识。完善灾害天气、突发事件等监测

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提高处置能力水

平。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深化社会治安

顽症整治。完善群防群治体系，加强人

防、物防、技防建设，深化“无刑案村居

委”创建活动，健全社会治安防控网络。

完善校园安保长效机制。加强重点人群

帮教管理，预防和减少犯罪。推进“六

五”普法。调处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建

立健全长效机制。畅通民意反映和诉求

表达渠道，及时回应群众的意见、建议和

诉求，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减

少不稳定因素。发挥大调解体系作用，

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依靠基层党政组织、

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共同化解

矛盾的格局，最大限度地防止矛盾激化

升级。规范信访工作秩序，加大初信初

访化解力度，深化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

访工作，推行基层信访代理，完善第三方

参与机制，推广信访事项核查终结机制，

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四）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和成果共

建共享，提升城市人文内涵，努力把文化

建设好。坚持在全社会倡导公正、包容、

责任、诚信的价值取向，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整体提升城市综合

竞争力和发展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城乡文明程度和

市民文明素质同步提升。弘扬民族精

神、时代精神和上海城市精神。实施公

民道德纲要，倡导人文关怀，普及科学知

识，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深化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加强文明村镇、文明社区

（小区）和文明单位等基层创建工作，完

善志愿服务体系，鼓励公益行为。完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推进公益性文化项目建设，健全

区、街镇、村居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强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吴淞传统文化，发展

“一地一品”特色文化，扩大上海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节等文化品牌影响力，拓展

民间文化交流渠道。丰富文化产品创

作，坚持开展文化下乡，深化“百千万”

工程瑑瑩。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文化

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发展动

漫衍生、工业设计、广告会展等文化创意

产业，培育知名企业和创意品牌，打造创

意产业服务平台，建设创意产业集聚区，

形成文化创意产业新的增长点。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统筹文化建设和管理，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壮大文

化人才队伍。加强文化市场管理。

（五）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

升城市宜居程度，努力把生态改善好。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快建设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努力让生产生

活更加绿色低碳，让城市环境更加天蓝

水清，让共同家园更加生态宜居。调整

淘汰落后产能，推进重点领域节能。综

合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加快调整淘汰

高能耗、高污染、高危险和低效益的劣势

企业、劣势产品和落后工艺，开展循环经

济试点，确保完成市下达的节能减排任

务。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

域节能，完善重点用能单位能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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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污染源头控制，注重环境协同治理。

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降低污染物排

放总量和区域降尘量，基本达到市中心

城区环境质量主要指标。继续加强河道

整治和生态修复，重点推进骨干河道环

境综合整治，实现城乡河道水质稳中有

升。强化环境治理，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实行严格的环保准入，加强对重大环境

风险源的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依法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健全重大环境事件和

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推进城乡生态

环境建设，加强市容市貌管理。巩固提

升“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创建成果，完善

“一环、五园、六脉、多点”绿地框架瑒瑠，加

快顾村公园（二期）等建设，完善社区公

共绿地系统，提高河道周边绿化品质。

坚持管建并举、重在管理，积极推广世博

城市管理经验，加强智能化、网格化、精

细化管理，完善市容管理机制，推动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加强城管监察执法，规范

渣土运输专营制度，加大拆违控违力度，

全面完成农村自然宅改造，整体提升城

乡生态健康水平。

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全面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关

键在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要始终坚

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决贯彻群众路

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学习贯彻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

刻认识“四种危险”瑒瑡、积极应对“四大考

验”瑒瑢，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科学

化水平，努力适应科学发展提出的新任

务新要求。

（一）大力加强思想建设，为现代化

滨江新区建设注入强大的生机活力。坚

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理

论武装和思想宣传，进一步提高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深入推进

理论武装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更加自觉、深入地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七大以来历次会议和即将召开的党

的十八大、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切实增

强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

坚定性，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始终与中央、市委保持高度一致。更加

注重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政治建设。加

强理论普及和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加快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不断丰富理论

认识和知识储备，切实增强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宣传工作和

舆论引导。密切联系宝山实际，增强宣

传工作针对性，用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

开展群众性宣讲，提高内宣、外宣和网宣

能力，加强信息研判和舆情应对，以新一

轮发展的奋斗目标、工作实践和丰硕成

果鼓舞人心、凝聚力量，教育引导干部群

众积极投身滨江新区建设。

（二）大力加强组织建设，为现代化

滨江新区建设铸就坚强的领导核心。坚

持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

紧密联系宝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实

际，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

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注

重保护和选用真抓实干、坚持原则的干

部，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勇于负责、敢于担

当、善于攻坚，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

事的良好氛围。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力

度，激发干部队伍活力。加强对干部的

经常性教育，不断优化处级党政领导班

子的配备，加大干部储备培养力度，加强

对年轻干部的跟踪培养。进一步深化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干部选拔任用

四项监督制度，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营造人才集聚

和发展的良好环境。深化创先争优活

动。全面实行党员到居住地联系报到制

度，继续深入开展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推动

党建带群建创先争优活动，努力形成全

社会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的生

动局面。夯实基层基础工作。完善区域

化党建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健全街镇

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党组织双向沟通机

制，全面落实市委《关于在创先争优活动

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若干问题的意

见》。积极稳妥推进村居党组织换届

“公推直选”，不断扩大党内民主。进一

步加强村居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健全

选拔培养机制，继续发挥村居书记、主任

“排头兵”引领示范作用。积极稳妥地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以落实党员知情

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不断

拓宽党员表达意见渠道，完善党内选举

和党代表任期制，全面深化镇党代表大

会常任制试点工作。

（三）大力加强作风建设，为现代化

滨江新区建设凝聚广泛的群众基础。坚

持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

点，继承光荣传统，弘扬新风正气，进一

步凝聚党心民心。坚持解放思想。坚决

破除与科学发展观不适应、不符合的思

想瓶颈，居安思危、反骄破满，努力形成

在研究讨论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的

基础上统一思想的生动局面。大兴求真

务实之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立足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

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重

要作用，努力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工作

在一线推进。更加紧密地联系服务群

众。切实做到群众观点须臾不能忘记，

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

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

情、增强服务群众本领。推进组团式联

系服务群众工作，健全“三访”瑒瑣、“三服

务”瑒瑤工作体系，深化市、区党代表联系

社区活动。

（四）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为现代化

滨江新区建设提供规范的制度保障。坚

持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快构建

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善、有效管

用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和推动科学

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健全地方党

委工作机制。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完

善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发挥全委会对

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完善常委会向全

委会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

完善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形成并保持

良好的学风。加强民主政治和法治建

设。支持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

能，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深化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政府、

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支持人

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

能，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制度建设。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

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巩

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提升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履职能力，深化上海党外代表

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推进新的社会

阶层代表人士联谊会工作，探索加大党

外干部联系培养和选拔力度。提高依法

管理民族宗教事务的能力水平，加强工

商联和商会建设，深化港澳台和侨务工

作。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式发展，进一步

推动党管武装制度落实。发挥工青妇等

群团组织作用。加强老干部、党校、行政

学院、保密、档案和史志等工作。规范党

的基层工作。积极推动基层党组织建章

立制，探索加强“镇财区管”工作，全面

落实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不断完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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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两公开”、村级会计委托代理等机制，

规范和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

理，努力提高党的基层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水平。

（五）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为现

代化滨江新区建设营造良好的党风政

风。坚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

重点，旗帜鲜明地反对和防止腐败，进一

步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严

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党员

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瑒瑥制度，完善责任

考核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健全对

中央、市委和区委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

况的定期检查、专项督查和纪律保障等

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加快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决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等规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宣传

教育，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注重反腐倡廉

宣传教育实践创新，提高宣传教育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夯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基

层基础，建立健全维护群众利益长效机

制。加强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工作，推进

“三公”消费瑒瑦的规范管理和改革。推动

“制度加科技”工作，完善经济责任审

计、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加强对领导干

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权力运行的监

督制约，扩大防治腐败工作覆盖面。加

大办信查案工作力度。坚决查处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

案件和基层干部侵害群众利益案件，健

全办信查案制度体系和协作机制，增强

惩治腐败整体合力。

同志们，全面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

建设，是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不懈

追求，是我们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经

过历届区委和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

努力，宝山的发展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上，并已经呈现出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

良好态势。我们相信，滨江宝山的美好

蓝图一定能全面实现。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周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解放

思想、锐意进取，同心同德、扎实工作，按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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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要

求，坚定不移朝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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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奋勇前进，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八大和市第十次党代会的胜利

召开！

注释：

① 指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一年小变样、三年中变样、五年大变样”的奋斗目标。

② 指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

③ 东部，努力形成邮轮服务经济及配套产业；南部，努力形成一批各具特色、错位发展、带动性强、效益显著的服务业集聚区；西

部，努力形成居住生活、商业商务、生态绿化相融合的现代化城区；北部，形成具有支撑型、引领性作用的产业基地。

④ 滨江地区、吴淞工业区、大型社区、南大地区、老镇旧区。

⑤ 轨道交通１、３、７号线。

⑥ 为进一步促进调结构促转型，区委、区政府先后制定实施“１＋９”、“１∶９”等政策措施。其中，“１＋９”政策措施：“１”，指加强

“调结构、促转型”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９”，指关于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金融服务、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农业产业化、人才发展和综合配套等９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１∶９”政策措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根据中央、

市委关于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区委研究制定了财力下沉、支持街镇发展经济的扶持政策，即：街镇区级税收的增收部

分，按照区和街镇１∶９的比例执行。

⑦ 根据区域环境状况不同，进行网格划分，分别用黑、红、橙、黄、绿色表示，采取不同措施加强环境管理。该创新机制曾于２００８

年荣获“中华宝钢环境优秀奖”。经过近年来加大综合整治力度，全区共计５７个。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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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公园。

⑨ ２００９年宝山率先开通，解决部分居民“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问题。

⑩ 填补宝山北部地区农村交通空白，解决罗泾、罗店等农村地区农民出行。

瑏瑡 往来于轨交、公交站点和居民小区之间的小型巴士，串联商业网点、卖场、医院、学校和社区服务中心。

瑏瑢 区绿化市容局下属东晨公司推出的核心产品，夜间大型机械作业、日间微型设备保洁的模式。

瑏瑣 按照责任区域，采用电动三轮车每１５分钟巡行一次，对道路进行保洁。

瑏瑤 外环线宝山段、逸仙路—同济路、牡丹江路、友谊路、淞滨路、宝杨路、吴淞大桥、吴淞客运中心区域。

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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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个方面下功夫，加快推进落实５０项主要指

标和实事项目。

瑏瑦 中考、高考成绩逐年提高，２０１１年全区公办高中本科达线率达７６９％，创历史新高；“文体工程”、“阳光工程”等素质教育成

果显著，我区学生在世界头脑奥林匹克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全区近５万名外来人员同住子女全部纳入义务教育体系。

瑏瑧 １５分钟可到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６０分钟可到达一家三级医院。

瑏瑨 建成国家级和市级科普教育基地１５家，城乡科普基础设施均衡发展，群众性科普活动覆盖全区。

瑏瑩 我区被评为“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和“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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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杨行吹塑版画、月浦锣鼓、罗泾十字挑花、罗店龙船、顾村诗歌、大场书画、庙行秧歌、淞南摄影、高境布堆艺画、友谊剪纸、吴淞
十字绣、张庙排舞。

瑐瑡 非农业户籍家庭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在校学生、现役军人、内退人员、办理提前退休人员除外）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均
进行失业登记，且无一人就业。

瑐瑢 助困、助医、助老、助学、助残。

瑐瑣 村居委会建立综治、警务、治保、信访和人民调解、社区保安和治安防范志愿者、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

瑐瑤 治安联防、矛盾联调、工作联动、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社会管理联抓。

瑐瑥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

瑐瑦 成立一支规模达１５万人的“红袖章”队伍，逐步形成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推广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开展的“陌生人必问、
可疑者必查、来访者必带”工作，群防群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瑐瑧 从２０１１年５月开始，全区共有６个村、７个居委会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

瑐瑨 村委会未按时换届选举的村。

瑐瑩 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矛盾，积极推动党员争当先锋模范、党组织争创先进组织、单位争做先进集体，努力实现促进和
谐、促进稳定、促进发展的目标。

瑑瑠 认真落实“廉洁办博”工作要求；组织完成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坚决控制“四项经费”，即：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
经费、公务招待费、一般性行政支出费；扎实开展“４＋３”专项治理工作，即：“４”，中央纪委提出的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
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小金库”专项治理和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专项治理”等４项治理工作；“３”，市纪
委在四项治理基础上增加的“规划土地管理问题专项治理、乡镇财政性资金管理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党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违规收送礼金礼券购物卡问题专项治理”等３项治理工作。

瑑瑡 以建立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为出发点，以预防腐败为目的，以制度建设为保证，以健全权力制约机制为关
键，以科技手段为支撑的一套工作思路和实践措施。

瑑瑢 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

瑑瑣 到２０２０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瑑瑤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提升和塑造中心城南北发展轴线，该轴线北起宝山滨江，沿黄浦江向南，将塑造成为一条上海
中心城服务业集聚区和都市滨江风貌轴线。

瑑瑥 为全市首批１０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之一，试点范围为宝山淞宝滨江区域，通过大力发展以邮轮服务和航运服务为特色
的旅游会展、物流配送、文化创意、商业商务等服务业，到２０１５年，成为远洋型国际邮轮、近岸型游艇和河湖型观光游船的集
散地。

瑑瑦 “二纵”，指共和新路高架、同济路高架—逸仙路高架；“两横”，指Ｇ１５０１、Ｓ２０－Ｓ６。

瑑瑧 “七纵”，指陆翔路—祁连山路、沪太路、潘泾路、富长路—康宁路、?川路—共和新路、江杨路、同济路—逸仙路；“七横”，指长
江西路、泰和路、宝安公路、友谊路、月罗路、罗北路、宝钱公路。

瑑瑨 “三隧”，指沿江通道、长江西路隧道、Ｓ２０隧道；“八桥”，指Ｓ２０桥、祁连山路桥、塘桥、康宁路桥、?川路桥、虎林路桥、江杨北
路桥、吴淞大桥。

瑑瑩 百场文艺演出，千场公益电影和万册图书下到农村和社区。

瑒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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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片区之间以道路、水系、林带为重要载体，设置构成“三纵三横”的六条绿色生态廊道，自南向北依次为外环、郊环防护景观

隔离带及宝山工业园区景观隔离带；自西向东依次为外环切线护城隔离带、绿心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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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指供居民健身游憩的社区公共绿地。

瑒瑡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瑒瑢 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瑒瑣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主动走访，机关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各级党代表、党员人大代表、党员政协委员定点接访。

瑒瑤 党的上级组织为基层组织服务，党的基层组织为党员服务，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都为群众服务。

瑒瑥 领导干部履行工作岗位的职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

瑒瑦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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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在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宝山区代区长　汪　泓

宝山区代区长汪泓作区政府工作报告 摄影／经瑞坤

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五年来，全区人民在市委、市政府和

区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积极巩固“三变样”①发展成果，

全面落实“四个更”②发展任务，办成一

批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先后

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区”、“全国科普示

范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全国平

安畅通县区”、“上海市文明城区”、“上

海市平安城区”、“上海市园林城区”等

荣誉称号③，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六

连冠，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科

学编制“十二五”规划，圆满完成开局之

年各项工作，为“十二五”发展奠定了扎

实基础，全面实现了区六届人大历次会

议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

（一）坚持调结构、促转型，经济实

力显著增强。坚决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

策，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坚持在发展中调整、

在转型中提升，努力形成

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融

合并进的良好态势。经

济总量整体翻番，质量效

益明显提升。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全区实现增加值 ７４５
亿元、区可用财力 １３５５
亿元④、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３５０亿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８０亿
元，分别是 ２００６年的 ２
倍、１９倍、１８倍和 ２２
倍。经济发展方式加快

转变，重点地区转型取得

突破。按照城市规划和

功能布局，编制实施结构

调整三年行动计划⑤，城

市转型和功能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依托重大功

能项目，加快重点地区转

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成

开港，上港十四区结构调

整实质性启动，南大地区

综合整治开发全面推进，吴淞工业区调

整转型取得突破，形成四大板块⑥、五大

地区⑦辐射带动整体转型的发展态势。

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结构比例趋于优化。

沿滨江带和 ３条轨道交通线⑧，建成上

海国际钢铁物流商务区、上海动漫衍生

产业园、上海智力产业园、上海国际节能

环保园等９个服务业集聚区，钢铁服务、
动漫衍生、电子商务、节能环保等现代服

务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占增加值比重

为５５７％，比 ２００６年提高 ４５个百分
点。制造业能级不断提升，发那科机器

人、汉虹精密机械等一批企业建成投产，

装备制造、电子电器等产业呈现良好发

展态 势，工 业 销 售 产 值 年 均 增 长

１２２％。依托企业和高校的综合优势，
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立一批市级

科技孵化基地、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企

业技术中心，支持企业实施国家、市科技

计划项目２８９项，推进产学研合作项目

１３３项，转化高新技术成果１６７项，高新
技术工业企业占全区工业产值比重达

２３８％。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２６８％。
现代农业集约发展，通过土地集约、农民

集中、政策集聚，建成５１个集体合作农
场和专业合作社，规模经营面积达 ３４
万亩，改造设施粮田１６万亩、设施菜田
７５７３亩，在全市率先实现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稳定。洋桥牌“宝农３４”优质稻米蝉联
三届全市评比金奖。政策措施逐步完

善，发展活力明显增强。安排３５亿元
财政引导资金，完善实施“１＋９”调结
构、促转型政策措施⑨。发挥金融杠杆

作用，推动组建融资性担保公司、村镇银

行等融资服务平台，小额贷款公司开业

总量居全市首位⑩。建立区中小企业发

展服务中心，大力扶持非公经济发展，连

续举办 ５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
坛”，推动海隆控股在香港成功上市瑏瑡。

我区荣获“全国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成绩显著地方政府”称号。林肯电气等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相继落户，宜家家居

等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到宝山投资。吸收合
同外资１２７亿美元，完成外贸出口１００
亿美元。２０１１年非公经济占增加值比
重为５２５％、比２００６年提高４５个百分
点，国有（集体）总资产达７９５５亿元、比
２００６年增长４０７％，区纳税百强企业缴
纳税收 ９３亿元、是 ２００６年的 ２２倍。
提前完成对口支援都江堰市向峨乡灾后

重建任务，援藏、援疆、援滇、援青等工作

有序推进。

（二）坚持重管理、抓建设，城乡面

貌显著改观。加强规划引领，落实管建

并举，注重生态环境先行、基础设施先

行，抓住上海世博会契机，大力推进城乡

协调发展，形成生态、生活、生产和谐发

展的新格局。规划体系更趋完善，引领

作用明显加强。“两规合一”继续深化，

区域控详规划覆盖率达 ６０％以上。土
地利用结构更趋优化，盘活存量土地

８５００余亩。规划管理服务效能明显提
高，重点地区、重大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耕地保护工作有效落实。生态质量不断

提高，区域环境明显改善。围绕建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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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地绿、岸洁、水清的生态环境，实施两

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健全“网格色标环

境管理”瑏瑢机制，实行农作物秸秆禁烧，

加强扬尘污染综合治理，区域降尘量下

降１５９个百分点。新增绿地 ８２２８公
顷，“一环五园”瑏瑣、一街镇一公园生态网

络系统基本形成，全区林木绿化率达

２３８％、人均公共绿地达 ２２２平方米，
分别高出全市平均水平３３个百分点和
９２平方米，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工作通过初步验收。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顾村公园（一期）等建成开放，

成为广大市民四季赏花、踏青休闲、观光

旅游的好去处。加强水环境治理和生态

修复，骨干河道整治率达 ７０％，河道保
洁实现全覆盖，水生态功能逐步恢复，水

域景观初步显现。城乡基础设施统筹建

设，综合服务功能明显提升。新建道路

３１４９公里，完成沪太路拓宽改建等工
程，镜泊湖路等大型社区配套道路主体

竣工，道路网络趋于完善。公共交通快

速发展，衔接城乡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达４６５公里，新建综合交通枢纽８个、
公交候车亭３２０座，新辟调整公交线路
６９条，公交线网密度达每平方公里１３
公里。在全市率先开通“社区巴士”瑏瑤、

“乡村巴士”瑏瑥和“穿梭巴士”瑏瑦，实现公

交“村村通”。敷设污水干管、二级管网

３００公里瑏瑧，完成８６１３户农村村庄改造，
实现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集

中处置，城镇污水纳管率达 ８５％、比
２００６年提高３５个百分点，全区人民期盼
已久的区域排水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城

市管理不断加强，总体保持有序运行。

扎实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深入推
进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城乡环境焕然一

新。推广“组团式保洁法”瑏瑨、“飞行保洁

法”瑏瑩等市容保洁新模式，完成“六路一

桥一区”瑐瑠市容景观亮化工程，户外广告

美观规范，渣土运输纳入监管，农村生活

垃圾实现集中收运处置。加强市政市容

联动管理，加大城市维护投入力度，保持

市容市貌整洁有序。完善城管执法机

制，城市网格化处置及时率、结案率分别

提高到９８８％和１００％。加强拆违控违
长效管理，３６９个村（居）委通过达标
验收。

（三）坚持办实事、惠民生，人民生

活水平显著提高。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细化落实“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瑐瑡，大

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完成一

系列实事工程和重大项目，城镇和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保持两位

数增长瑐瑢。就业工作全面加强，劳动关

系保持和谐。坚持自主就业、扶持创业

和就业援助相结合，加大就业服务和技

能培训力度，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

制，有效化解劳动纠纷。年均新增就业

岗位３万余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始终
控制在３万人以内，就业困难人员、“零
就业家庭”按时安置率保持 １００％。保
障体系日益完善，保障水平逐年提高。

新农保试点扎实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

障基本实现全覆盖，征地养老人员生活

费、老年农民养老金标准持续提高瑐瑣，

２２９４３名新征用地人员社会保障全部落
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

１００％瑐瑤。新型养老服务网络瑐瑥初步形

成，新建９个养老机构瑐瑦、１３个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２１个社区老年人助餐点，
新增养老床位３９９１张、居家养老服务对
象６９９５名，老年活动室实现村（居）委全
覆盖瑐瑧。“五助”帮困体系瑐瑨日益完善，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残疾人

服务工作扎实开展，在全市率先实现“阳

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全覆盖，成功创建

“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安居工

程惠及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结合城乡建设和发展，持续加大住房保

障力度。完成城镇居民动迁安置 １４５０
户、农村居民动迁安置８１７０户。廉租住
房制度实现“应保尽保”，新增租金补贴

家庭２１３８户、租金减免家庭２４７６户，筹
措廉租住房２５６套。罗店、顾村保障性
住房基地加快建设，４５７万平方米市属
保障性住房建设全面推进。首轮 ２４１７
户经济适用房受益家庭完成选房，第二

轮受理工作有序推进。１６６万平方米
公共租赁房启动建设。大场老镇建设基

本完成，１２９８户居民搬进新居。罗店老
镇建设启动，完成核心风貌区市政基础

设施（一期）工程。七牧场小区等一批

旧里成套改造、旧小区综合整治有序推

进，惠及居民家庭 ８９万户。完成 ６０３
万平方米老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受

益群众３５万余人。实施６７万户家庭
燃气内管改造，居民天然气管道气化率

达５２％、比 ２００６年提高 ２４个百分点。
新建、改建５６个标准化菜市场，一批商
业中心、便民服务网点建成开业。新建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３０个、村级社区事务
代理室９４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标
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教育卫生事业均

衡发展，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完成

９４所学校大修和 １９个“校安工程”项

目，新建、改建、扩建学校和幼儿园 ７０
所，城乡教育设施硬件水平整体提升。

深化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

范大学等高校合作，发挥优质教育资源

辐射功能，在全市率先组建６个城乡教
育联建体瑐瑩，基本形成资源共享、教学同

质、城乡对接、均衡发展的新型办学机

制，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瑑瑠。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取得成效，医疗惠民实事工

程扎实推进瑑瑡。华山医院北院主楼、大

场医院迁建工程结构封顶，宝山公共卫

生中心、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一期）等

建成投用，覆盖全区的“１５６０”瑑瑢就医圈
基本形成。在全市率先组建 ４个医疗
服务联合体瑑瑣，居民诊疗信息实现市、区

医院互联互通，市民电子健康档案动态

管理率达 ９８％。月浦、罗泾、顾村、庙
行、淞南、高境等６个镇成功创建为“国
家卫生镇”。科普事业蓬勃发展瑑瑤。人

口计生工作全面推进瑑瑥。文化体育设施

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建

成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宝山图书馆

（新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等公益性场馆，支持相关企业建成中国

工业设计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上

海陶瓷科技艺术馆，新增公益性场馆居

全市前列。实现农村有线电视“户户

通”、有线广播全覆盖，区、街镇和村

（居）委三级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完善。

大型现代沪剧《红叶魂》晋京展演瑑瑦，成

功举办第六届和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节、上海樱花节等文化和旅游

活动，“一地一品”瑑瑧等特色文化品牌建

设取得实效。体育设施加快建设，宝山

体育中心建成开放。新建社区公共运

动场３０个、农民健身家园 ７０个，城乡
健身设施不断完善。“百字”系列群众

体育活动瑑瑨广泛开展，我区被评为“全

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竞技体育

进入全市先进行列，为国家和上海输送

了一批优秀体育人才瑑瑩。精神文明创建

不断深入，月浦镇、淞南镇创建成为“全

国文明镇”，友谊路街道、淞南经济发展

公司获得“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一

批单位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

进称号，市级文明社区、文明镇创建实

现全覆盖。军民“三同”瑒瑠活动不断深

化，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双拥共建持

续深入，宝山民兵训练基地建成投用。

妇女儿童、红十字、慈善等工作取得新

进展。区档案馆创建成为国家二级馆。

民族、宗教、侨务、对台、史志等工作扎

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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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开幕 摄影／经瑞坤

　　（四）坚持强基层、固基础，社会保
持和谐稳定。始终把稳定放在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加强基层能

力、队伍和机制建设，积极探索社会管理

创新，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公共安全保障能

力显著提升。建立社会管理“大联动”

机制，初步建成情报研判与指挥一体化

平台，街镇综治工作中心、“六位一体”瑒瑡

综治警务室和“六联”瑒瑢机制实现全覆

盖。开展户籍人口居住地服务管理试

点，在全市首创来沪人员服务管理抄告

制度瑒瑣，率先实现“两个实有”瑒瑤管理全覆

盖。加强群防群治网络建设，充分发挥

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优势，进一步提升社

会面管控水平。持续开展“宝剑”系列

等专项整治行动，加强重点人群帮教管

理。探索大型社区服务管理新模式，推

进“一街镇一村居”社会管理创新综合

试点瑒瑥，顾村馨佳园居委会联合服务中

心、星星村农村社区化管理取得初步成

效。“难点村”瑒瑦治理工作基本完成。

“六五”普法扎实开展。严格落实安全

监管责任，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滚动实

施安全隐患排查，强化整改落实，未发生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瑒瑧。建立区消防安全

委员会，整合区域资源，完成７０个旧小
区消防公共设施改造。道路交通、生产

经营、地下空间等领域安全监管力度不

断加大，各类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整治。

成立区食品安全委员会，深入开展食品

安全大检查，持续加大无证无照经营综

合整治力度，实行农产品全程安全监控，

建成全市首个药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

加大矛盾预防化解力度，畅通社情民意

反映渠道。试点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

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修订基层单位和

社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妥善

处置一系列突发事件。建立区级调解工

作室、街镇调解中心、村（居）委调解员

三级网络，健全大调解工作体系，调解成

功率达 ９９％。落实领导包案、接访、下
访和区领导联系重点信访人等工作制

度，建立基层信访代理平台，开通网上信

访渠道，探索完善信访终结和律师第三

方参与等机制，一批社会矛盾得到有效

化解，重信重访化解率连续四年保持在

７７％以上、居全市前列瑒瑨。

（五）坚持优政务、提效能，政府自

身建设不断加强。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自觉践行执政为民，

切实加强依法行政，大力推进服务政府、

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

积极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全面完成新

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扎实推进“４＋３”
专项治理瑒瑩。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政

府信息２９万余条。健全部门、街镇、园
区和企业的沟通制度。重大项目跨部门

协作机制不断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继续深化，电子政务建设和网上协同办

事取得实效。我区荣获“２０１１年中国城
市信息化管理创新奖”。着力推进公共

财政体系建设。聚焦民生重点领域，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区、镇两级公共财政投

入１６１６亿元发展社会事业、６９５亿元
改善民生保障、７５５亿元加强城市维护
管理、２１１亿元实施基本建设项目。依
法实行预算外资金统一管理，部门预算

实现全覆盖。加强重点专项资金审计监

督，实行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跟踪审计。

厉行勤俭节约，规范“三公”经费瑓瑠管理。

健全政府采购监督机制，创新“采管分

离”模式。“镇财区管”瑓瑡、村级会计委托

代理实现全覆盖，农村集体“三资”瑓瑢网

络监管平台建成运行。财政预算公开力

度逐步加大。政府性债务处于可控范

围。始终坚持从严治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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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加强同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

沟通协商，高度重视司法监督、舆论监督

和社会公众监督。规范和加强行政执

法。持续加强行政监察。“万人百企评

机关”等政风行风测评活动深入开展。

五年来，区政府认真落实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代表议案的决议，确保取得实效；办

理人大代表书面意见７４６件、政协提案
９４１件，采纳解决率分别为 ７８３％和
８３４％，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办理结
果的满意率分别为９５％和９８％。

各位代表，过去的五年，是宝山经济

实力显著增强的五年，是城乡环境显著

变化的五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的五年，是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五年。

回顾共同走过的这五年，面对一系列复

杂局面的重大考验，在中共宝山区委的

坚强领导下，我们始终把统筹协调、科学

发展作为工作导向，坚定不移，创新实

践，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始终把融入

大局、乘势而上作为有效方法，坚持不

懈，开拓奋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城市

发展转型；始终把团结拼搏、凝聚人心作

为精神动力，坚韧不拔，攻坚克难，加快

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始终把民生优先、

以人为本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持之

以恒，改善民生，共建共享美好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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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发展史册中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在

此，我谨代表宝山区人民政府，向工作和

生活在宝山的全体人民，向给予政府工

作大力支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老

同志，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社会各界

人士，向企业、高校和驻区部队、武警官

兵，向关心和支持宝山发展的香港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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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

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致以最崇高

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

各位代表，我们深知，我们所面临的

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乘势而上、全面

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还面临不少

问题和挑战：一是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增

大，引领性大项目落地还不多，重大产业

集聚仍需加强，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快转

型提升的进程。二是破解难题、盘整资

源的力度还不够，政府投资、基础设施、

社会事业、地区经济的集聚辐射效应还

需放大，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宽改革创新

的视野。三是人口集聚规模迅速增大，

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城市安全运行

压力日益加大，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与

之相适应的人口综合调控和服务管理机

制，进一步增强消除和防范城市安全风

险的能力。四是顺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

对政府的更高期待，政府各个部门之间

跨前一步、协同推进的工作效率有待提

高，攻坚克难、共破难题的工作机制还需

完善，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本领还要增

强，在依法行政、规范管理和善于创新、

勇于突破的有机统一上，还要进一步解

放思想、大胆实践。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这些挑战和问题，以对人民、对事业、对

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更加奋发努力、勤

勉尽责地做好各项工作。

二、今后五年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今后五年，是宝山全面推进现代化

滨江新区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必须看

到，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十分严峻复

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各类风险还在

增加。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存在

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我们更要看

到，我国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

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

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上海作为改

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地区，拥有众多先发

优势和集聚效应。宝山作为全市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我们共同努力所

奠定的坚实基础，还有处于“上海城市南

北发展轴线”瑓瑣、列入“上海都市功能优

化区”瑓瑤所蕴含的重大机遇，更有“十二

五”良好开局的综合优势。只要我们直

面挑战、把握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创

新实践，就一定能在新起点上实现又好

又快发展。

按照区第六次党代会的总体部署，

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市委和市政府、区委精神，围绕“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和“十二五”规划，按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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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要

求，努力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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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总体目标，为全面提升城市化水平，加

快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而共同

奋斗。

“五个好”的总体要求和“建设‘示

范区、最佳实践区’，实现城乡一体化”

的总体目标，有机统一、相辅相成，是科

学发展观在宝山发展进程中一以贯之的

具体实践，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在

宝山各项工作中的细化落实，是宝山“三

变样”、“四个更”的延续拓展，是宝山

“十二五”发展蓝图的具体体现，必将成

为宝山人民在新一轮科学发展中的共同

行动。

根据区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

标，建议在全面落实“十二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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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增加值年均增长１０％
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

２０００亿元左右，区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
增长保持同步，第三产业占增加值比重

提高到６０％以上，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
年均下降４％左右。城镇和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保持两位数增

长。新增各类绿地不低于８００公顷，全
区林木绿化率达到 ２５５％左右。区域
降尘量继续下降，城镇污水纳管率达到

９０％，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９０％以
上。公共安全感指数保持在 ８０以上，
“平安社区”、“平安小区”、“平安单位”

创建达标率在９０％以上。
今后五年宝山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任务是：

（一）全力把经济发展好，着力推动

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协调优化，建设发

展方式转变的示范区、城市转型发展的

最佳实践区。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城市布局优化，以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城

市功能完善，以重点区域开发促进城市

全面提升，推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产业

与城市融合发展，增强区域综合经济实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的世博理念，努力在发展方式

转变、城市转型发展的相融并进上走在

全市前列。

加快推进五大地区转型发展，探索

走出一条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转型发展

协调融合的发展道路。加大滨江地区功

能开发力度。聚焦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加强功能和服务配套，加快建设“上海国

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深

化与上港集团战略合作，完成上港十四

区整体转型，辐射带动上港九区、十区结

构调整。高起点、高标准地规划实施岸

线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滨江效应沿长江、

黄浦江、?藻浜向腹地延伸，加快老码

头、老港区、老厂房、老堆场的结构调整，

带动沿江产业和城市形态功能整体转

型。积极推动吴淞工业区调整转型。加

快与滨江地区联动发展，深化市区联动、

区企联动、形态功能联动、沿江岸线和工

业区联动，加大与宝钢集团、中外运长航

集团、招商局集团、华谊集团等大企业合

作力度，先行突破成熟区域，分片组团滚

动开发瑓瑥，实现从环境整治到功能提升

的战略转型，加快形成创意研发、总部经

济、生产性服务业等功能融为一体的集

聚区。基本完成南大地区整治开发。全

面推进环境整治、生态建设和调整转型，

打通外环绿带和嘉宝生态走廊，构筑上

海北部生态保护圈。提升南大路、祁连

山路核心区域产业能级，加快完善公共

服务配套，辐射大场机场及周边区域调

整，带动外环线以南区域整体转型。加

快大型社区建设。推动建设顾村、罗店

大型社区，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完善商业

商务功能，辐射带动北部地区新市镇建

设和农民居住条件改善，努力形成以生

态宜居、文化旅游、休闲观光为特色，都

市繁华与田园风貌和谐相融，彰显勃勃

生机和旺盛活力的上海北部新城区。继

续实施老镇旧区改造。完善基础设施体

系，拓展服务业发展空间，提升社区综合

服务功能，完成大场、罗店老镇改造，推

动顾村、杨行老镇改造，推进直管公房成

套改造，加快吴淞、张庙地区旧区改造，

传承城市文脉，展现城市魅力。通过重

点地区转型发展，推动资源集聚优化，凸

显四大功能板块，东部加快形成融合邮

轮服务经济和滨江风貌于一体的功能，

西部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南部

优化提升现代都市功能，北部努力形成

产业发展集聚区和新市镇功能，进而东

西联动、南北呼应、互动融合、整体提升，

努力使宝山呈现经济繁荣、生态宜居、交

通便利、产城融合的崭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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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功能引领和载体带动，深化推

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提升服务业集聚

效应。重点发展邮轮服务、金融服务、节

能环保、设计研发、软件和信息服务等现

代服务业瑓瑦，深化商旅文体联动发展，推

进大场北中环商业中心、轨道交通１号
线北上海中央商务区等一批区域性商业

商务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创意产业园

等建设。增强先进制造业支撑功能。对

接国家和市重点项目，着力提升民用航

空、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能

级，大力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瑓瑧。完善工业园区综合功能，促

进园区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发展

现代农业。推进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瑓瑨，

实现农产品产加销衔接，提高农业产业

化水平。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管理，健全

农业科技创新机制，建设一批现代农业

特色生产基地瑓瑩，发展都市高效生态

农业。

创新经济发展环境和管理服务机

制，大力促进各类创新要素整合集聚。

完善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套措施，深化调

结构促转型等激励政策。加大招商引资

和引智力度，加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

心功能建设，深化对各类企业的综合服

务，营造更加公平开放的创新环境。加

大科技创新扶持力度，建设区域技术创

新体系瑔瑠，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

挥政府投资项目经济调节作用，拓展银

企合作平台，探索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

担保公司和村镇银行健康发展模式，创

新金融服务体系。按照“控制总量、用好

增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的目标，节约

集约使用土地资源，探索增量把关、存量

盘活的综合管理和开发利用机制。创新

税收征管和工商管理服务机制，维护市

场经济秩序。深化国有（集体）资产改

革、推动国有（集体）企业健康发展，大

力扶持非公经济发展，提高外资利用水

平，增强企业创新合力。完善合作交流

机制，完成对口支援任务，推动各方创新

协作。

（二）全力把民生保障好，推进公共

服务和基础设施均衡配置，率先基本实

现城乡一体化。坚持民生导向，通过政

策倾斜扶持、财政转移支付、资源整合集

约、服务均衡优化等多种途径，巩固提升

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社会管理一体

化发展成果，重点提高城乡民生保障、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全面落

实“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和实事项目，让城
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美好生活。

深化城乡统筹的投入机制，提高城

乡协调的综合保障水平。把促进城乡

充分就业作为民生之本。落实城乡联

动就业政策，完善覆盖城乡的就业促进

体系，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援助力

度，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

场，拓展城乡居民就业渠道。把提高城

乡居民收入作为民生之重。多渠道增

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

度，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完善农村集

体经济共享机制，扶持经济相对薄弱村

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完善城乡

综合保障作为民生之基。大力推进新

农保，严格落实征地保障政策，实施征

地养老的区级集中管理，提高农保退养

人员养老金待遇。加大救助力度，发挥

城乡三级救助网络作用，提高社会救助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统筹推进城乡老

龄事业发展，完善社区养老、居家养老、

机构养老协调发展的服务格局，保障和

丰富城乡老年人日常生活。有序推进

经济适用房供应，着力扩大廉租住房受

益面，积极筹措公共租赁房，加大村

（居）民动迁安置房建设力度，改善和提

高城乡住房保障水平。健全农产品产

销对接平台，完善菜市场和配套商业设

施，加强主副食品市场供应保障。做好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切实维护妇女儿

童、青少年、残疾人权益。

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城乡

均衡的公共服务能力。加大公共资源

统筹配置力度，加强社会事业人才队伍

建设，推动优质资源向北部地区和农村

倾斜，带动社会事业内涵式提升。着力

构建公平普惠的教育服务体系。坚持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义务教育均衡

优质发展，深化初、高中教育联建体建

设，完善城区重点中学与农村地区中学

联动办学机制，促进城区优质资源向农

村辐射。着力建设便捷优质的卫生服

务体系。优化医疗资源布局，依托华山

医院北院、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等优质

医疗资源，统筹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

辐射带动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同质

化发展，形成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新格

局瑔瑡。努力增加老年护理、康复医疗和

精神卫生服务，深化医疗惠民实事工

程瑔瑢。加快“国家卫生镇”创建全覆盖。

着力健全协同联建的科普和信息化服

务体系。加强协作联动，提升科普场

馆、科普教育基地服务管理水平，扩大

科普活动影响力。加快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努力建设

智慧城市。着力完善功能多元的体育

服务体系。健全城乡公共体育设施网

络，大力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协同加强

奥运后备人才基地建设，争创竞技体育

新成绩。着力优化人口计生服务体系。

实施优生促进工程，争创“全国人口计

生综合改革示范区”。积极支持红十

字、慈善事业发展。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体系，拓展城乡

融合的发展空间。发挥枢纽型、基础性

市政工程带动效应。推进“三纵三横”

快速道路网、“七纵七横”区域干线网和

“三隧八桥”越江跨河通道瑔瑣建设，改善

大型社区、老城区、农村地区道路网格，

加大农村桥梁改造力度，基本形成“路

网均衡、南北畅通、东西连贯、客货分

流”的交通体系。优化城乡公交设施配

套。坚持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推进轨道

交通站点、综合枢纽、公交线网的便利

化对接，基本形成多元化公共交通服务

体系瑔瑤。逐步提高公共停车泊位供给比

例，加快解决“停车难”问题。加强城乡

公用设施建设。整合地下管网，加强区

域供排水系统建设，完善市政公用设施

网络。

（三）全力把社会管理好，加强社会

管理创新和城市安全运行，保持社会和

谐有序。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坚持以人

为本、安全为先、管理为重，以基层基础

和机制创新为重点，巩固完善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

会管理格局，加强资源整合，强化源头

治理，保障城市运行，维护社会稳定，着

力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强化人口管理和社区管理，不断提

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加强人口流动

前瞻性研究，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房屋租

赁管理、居住证办理、劳务用工规范等工

作，建立健全有效管用的来沪人员服务

管理机制。推广“一街镇一村居”社会

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经验，深化“镇管社

区”机制创新，健全大型社区服务管理机

制。提高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

水平，推进村（居）委自治家园建设，做

好村（居）委换届选举工作。培育和规

范社会组织，吸引更多力量参与社区建

设和公益服务，推动社区共治机制建设。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侨务、对台、档案、

史志等工作。

改进和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着

力建设“平安宝山”。围绕道路交通、生

产经营、消防安全、食品药品等领域，加

大检查整治力度，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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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安全。提高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宣传

普及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知识和技能。

完善灾害天气、突发事件等监测预警和

应急处置体系，不断提高处置能力和水

平。完善校园安保长效机制。加强重点

人群帮教管理，预防和减少犯罪。深化

群防群治体系，加强社区警务建设，强化

“人防、物防、技防”联动协防，深入开展

“无刑案村（居）委”创建活动，健全社会

治安防控网络。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

为，深化社会治安顽症整治。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建立健

全常态长效机制。畅通民意反映和诉求

表达渠道，及时回应群众的意见、建议和

诉求，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减

少不稳定因素。深入推进“六五”普法，

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发挥大调解体系

作用，整合各方资源，形成依靠基层党政

组织、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共同

化解矛盾的格局，最大限度地防止矛盾

激化升级。规范信访工作秩序，加大初

信初访化解力度，深化领导干部下访、接

访工作，推行基层信访代理，完善第三方

参与机制，推广信访事项核查终结机制，

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四）全力把文化建设好，推进文化

繁荣发展和成果共建共享，提升城市人

文内涵。大力倡导公正、包容、责任、诚

信的价值取向，积极推进“文化强区”建

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整体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发展软

实力。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推动城乡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同步

提升。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上海城市精神。

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倡导人文关怀，

普及科学知识，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深化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大文明村镇、

文明社区（小区）和文明单位等创建力

度。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引导和鼓励市民参与各种形式的志愿服

务。深入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加强国防

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拓展军民双拥共

建内涵，推动军地融合式发展。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加快公共文化“五个中

心”瑔瑥建设，推动广电事业发展，提升文

化服务水平。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完善

文化配送服务网络，优化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功能，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

传承吴淞传统文化，加强文化遗产保护，

发展“一地一品”等特色文化，扩大上海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等文化品牌影响

力，拓展民间文化交流渠道。丰富优秀

文化产品创作，坚持开展文化下乡，深化

“百千万”瑔瑦文化惠民工程。

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

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积极发展动

漫衍生、创意设计、广告会展等文化创意

产业，加快培育知名企业和创意品牌，建

设创意产业服务平台和创意产业集聚

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统筹文化建设

和管理，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

文化事业。加强文化领军人才培养，壮

大人才队伍。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探索

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专业化运营管理

机制。

（五）全力把生态改善好，推进环境

保护和生态建设，提升城市宜居程度。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快建设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努力让生产生

活更加绿色低碳，让城市环境更加优美，

让共同家园更加宜居。

调整淘汰落后产能，推进重点领域

节能。积极推进低碳发展实践区和循环

经济试点，关停调整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和落后工艺。分类推进工业、建筑、交

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完善重点

单位能效管理。确保完成市下达的节能

减排任务。

强化污染源头控制，注重环境协同

治理。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降低污

染物排放总量和区域降尘量，基本达到

市中心城区环境质量主要指标。继续加

强河道整治和生态修复，重点推进骨干

河道环境综合治理，实现城乡河道水质

稳中有升。提高“网格色标环境管理”

水平，加大环境执法和综合治理力度。

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严格环保准入

制度，健全重大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

任追究制度。规范工业废弃物集中处

置，防范环境安全风险。

建设城乡生态环境，加强市容市貌

管理。巩固提升“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创建成果，加快实施大场生态公园等工

程，基本完成外环生态专项建设任务，形

成“一环、五园、六脉、多点”瑔瑧绿地系统。

提升顾村公园（二期）绿化品质，广泛开

展全民义务植树和绿化“认建认养”活

动，带动绿化管理和建设水平整体迈上

新台阶。坚持管建并举、重在管理，加强

规划执法和动态监察，大力推广世博城

市管理经验，加强智能化、网格化、精细

化管理，完善市容管理机制，推动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加强城管监察执法，规范交

通客运市场秩序，深化渣土运输专营制

度，加大拆违控违力度，全面完成农村自

然宅改造，整体提升城乡生态环境水平。

三、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围绕“两高一少一好”的政府建设

目标瑔瑨，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

行政、从严治政，全面加强服务政府、责

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努力

完成科学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

（一）加强政府服务管理，大力提高

行政效能。深化电子政务建设，全面推

进网上电子审批系统建设，加快行政审

批事项网上办理。优化审批方式，推行

“一门式”审批、并联审批和告知承诺。

推进部门受理窗口建设，扩大窗口直接

办理覆盖面。开展电子监察，加强预警

纠错，建立审批效能评估机制，完善批后

监管程序。建立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代

办服务机制，深化市民服务热线建设，规

范行政性收费和公共事业性收费。加强

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全面实施街镇财政

体制改革，持续加大保障性住房、教育、

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完善财政转

移支付机制，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衡保障水平。加大重点领域、重点部门、

重点资金的监督力度，实行支出绩效评

价制度，确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有序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二）营造透明政务环境，大力推进

政务公开。坚持行政权力始终在阳光下

运行。探索开放式决策机制，主动倾听

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意见建议。试

行食品生产销售、规划、房屋征收补偿、

环保等行政审批结果公开。建立行政执

法情况通报制度，定期公布相关监督检

查和执法情况。坚持方便群众知情、便

于群众监督的原则，有序实施区级部门

预决算和财政专项资金主动公开，推动

区镇财政专项资金联动公开。健全审计

公开运行机制，依法推进专项审计结果、

部门预算执行单项审计结果公开，提高

审计整改实效。规范政务公开内容，运

用信息公开新平台，及时准确发布政府

信息。健全政务服务机制，推进公共资

源和公共服务公开透明。

（三）加强制度规范建设，大力推进

依法行政。深入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

略，认真落实《行政强制法》和《上海市

依法行政“十二五”规划》，严格依法履

行和行使政府的行政职权。实施执法行

为规范手册制度，健全执法调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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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行政执法协调机制，强化属地管

理、条块联动、部门协同，增强执法合

力，提高联合执法实效。加强和规范行

政执法，提高依法行政的有效性和管控

率。推进政府法制机构建设，发挥法律

顾问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落实重大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

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

必经程序，健全评估反馈机制，加大责

任追究力度。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监

督管理。完善政府行政复议工作机制，

不断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量。

（四）加强勤政廉政优政建设，大力

推进从严治政。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

人民政府的立足之基。政府公务员要

始终坚持勤政爱民、廉政为民、优政惠

民。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建

设，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

业观，切实做到为地区发展用心用力、

为民谋利不遗余力、为基层和企业服务

竭尽全力。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推

广“制度加科技”机制，更加有效地从源

头上防治腐败。厉行勤俭节约，稳妥实

施机关公务用车改革，加快机关办公资

源整合。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和纠风工

作，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深入推进勤政廉政优政建设，必须

坚持从严治政，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

督。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都要自觉接

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

作监督，主动接受区政协的民主监督，

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

人士和人民团体的意见，高度重视司法

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着力

加强政府内部监督，强化“万人百企评

机关”等测评结果的综合运用，加大行

政效能监察力度，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

行力。

履行政府职责，推动科学发展，必

须造就一支法律意识强、业务水平高、

工作作风实、工作业绩好的公务员队

伍。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

领导干部，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

着眼群众的根本利益，设身处地为群众

着想，真心实意回应群众诉求，全心全

意为群众排忧解难，努力使决策和工作

符合群众愿望、为群众带来实惠。不断

增强新形势下做群众工作、为群众办事

的本领，深入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诚恳接受群众批

评，不断改进和加强政府工作。直面困

难和挑战，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敢于担

当，勇于创新，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

化水平。

四、今年主要工作安排

今年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

重要意义的一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新一届政府

落实“五个好”总体要求和“建设‘示范

区、最佳实践区’，实现城乡一体化”总

体目标的开局之年。我们要全力以赴

做好今年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的良好势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八大和市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根据宝山未来的发展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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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区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１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１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１２％，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 ４％。
新增就业岗位 ２６６万个，城镇登记失
业人数控制在 ３０１万人以内，扶持成
功创业６００人。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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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

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大产业投入。启动

五大城市综合体瑔瑩建设，加快南部地区

一批优势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推动一

批重点项目突破瓶颈，推进 ５５个单体
投资规模超亿元的产业项目建设。二

是加强招商引资，增强发展后劲。完善

招商政策和推进机制，加强区域交流合

作，改善区招商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环

境，依托和发挥市、区招商平台功能，力

争在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高质量

的大项目上取得新突破。三是坚持节

约集约，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水平。加大

存量盘活利用和土地储备出让力度，确

保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保持房地产业

健康稳定发展。四是集聚发展新兴产

业，深化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复旦

软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服务业集

聚区建设，启动宝钢文化中心改扩建等

２０个服务业项目，确保宝山万达广场等
１３个项目竣工投用。建成绿地正大缤
纷城等大型商业项目，举办上海樱花节

等系列活动，完善滨江、罗店和顾村三

大旅游集聚区综合功能。加快太平洋

机电等２９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推
进民用航空、重大装备、新材料、新能源

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发挥发那科机

器人项目集聚效应，推动顾村工业园转

型建设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加快富锦

工业小区结构调整，推进规划产业区块

外４０户工业企业调整，完成市政府下
达的 ２８户危化企业调整任务。建设
１６３０亩高水平粮田、３５０亩蔬菜大棚，
建成年产 ３０００吨优质稻米的产业基
地，发展１５个具有示范效应的农业专
业合作社。五是推动科技创新，增强区

域发展活力。推进 ３５个产学研项目，
创建一批科技小巨人企业，支持企业实

施国家、市科技计划项目。扶持非公经

济发展，加快中小企业培育上市。推进

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发展。

（二）加快重点地区调整转型。一

是着力深化滨江地区功能开发。加强

邮轮港运营管理，确保 ６０多艘次航班
靠泊安全顺利。探索“三游”瑖瑠经济联

动发展，优化滨江岸线和?藻浜沿线转

型规划，高品质启动建设一批功能和服

务配套项目瑖瑡，推进上港十四区转型项

目建设。推动罗泾港配套产业园建设。

二是积极启动吴淞工业区整体转型。

编制报批结构规划和控详规划，建成吴

淞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展示馆。

健全市、区联合推进机制，建立支持企

业转型的政策体系，深化和加强区企合

作，推进上海玻璃产业园等一批已转型

项目的建设开发，新启动若干成熟地块

的调整转型。三是全面推进南大地区

综合整治。基本完成一期范围内企业

和居（农）民动迁，启动２０户高污染、高
风险企业关停工作。推进上大一路等４
条道路建设，完成真南路等３条道路前
期工作，形成南大地区骨干路网雏形。

完成一期 ３０公顷绿化种植，启动二期
５０公顷外环生态绿地建设，建成外环基
础防护林带。实现动迁安置房一期２８
万平方米建设节点目标，启动二期前期

工作。四是协调推进“５＋２”保障性住
房基地瑖瑢建设管理。完成罗店大型社区

土地收储，确保１７３万平方米保障性住
房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新开工建设２１
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性住房，同步启动总

投资４２亿元的公建配套建设瑖瑣，先行实

施１至２个街坊级商业配套和社区服
务中心建设。及时接管顾村大型社区

物业、商业、道路等配套设施，同步建设

基地外围配套。协调加快高境胜通、庙

行共康、大场祁连等基地整体建设进

度。五是有序实施老镇旧区改造。实

质性启动吴淞西块、八棉二纺改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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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顾村老镇改造方案，完善杨行老镇改

造规划，确保完成大场和罗店老镇改造

年度任务。

（三）加快城乡民生事业统筹发展。

一是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体系。配合完

成Ｓ６等市级重大工程前期动迁，协调
启动Ｓ７、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等前期工作，
协同推进长江西路越江隧道建设。加

快宝安公路拓宽改造、富长路—康宁路

新建改建等一批区级重大工程建设。

集中启动大型社区和南大地区配套市

政建设，有序实施潘广路、宝嘉公路等

一批工程项目。新建宝安站等 ３个变
电站，改建长山污水泵站，推进１０万户
光纤建设改造等信息化建设项目。二

是推进城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大

区属动迁安置房建设力度，推进北部

１２００户农民动迁安置房建设。新增廉
租住房租金配租家庭２００户、实物配租
家庭５０户。做好首批经济适用房受益
家庭入住工作，推进第二批选房供应等

工作。在淞南镇等南部地区和宝山工

业园区，启动建设２万平方米公共租赁
房。三是落实一批惠及城乡居民的实

事项目。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援

助力度，扩大城乡居民就业渠道。推进

劳动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完善新农保制度，落实征地保障

政策，加强医保管理，有序推进“综保”、

“镇保”转“城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工作。加强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

建设，深入开展“七送”瑖瑤帮困送温暖活

动。启动庙行镇、高境镇敬老院建设，

完善为老服务机制，提升为老服务质

量。启动罗南新村等 ３个公交枢纽建
设，新辟“穿梭巴士”线路和公共自行车

租赁点，新建６０座公交候车亭，加快大
型社区公交配套。实施第二轮经济相

对薄弱村财政扶持政策。探索农业生

态补偿机制，落实“米袋子”、“菜篮子”

行政首长负责制。新建、改建５个标准
化菜市场。加快 ８座区级农村危桥改
造。完成 ２５７０户农村村庄改造瑖瑥。推

进罗店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工作。

（四）加快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一

是总结推广创新试点经验。健全顾村

大型社区管理新模式，优化馨佳园居委

会联合服务中心功能。探索罗店大型

社区管理新机制。深入推进顾村星星

村等农村社区化管理创新试点。完善

“镇管社区”管理模式。二是加强人口

综合服务管理。深入开展人口综合调

控前瞻性研究。健全社会管理“大联

动”、“大联勤”机制，强化“两个实有”

管理，增强户籍人员居住地服务管理能

力。建立社区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深化

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加强社区共

治和村（居）委自治机制建设。完成

２０１２年村（居）委换届选举。三是保障
城市运行安全。切实抓好生产安全、消

防安全、交通安全、燃气安全和地下空

间安全。发挥建设工程综合管理信息

系统作用，提高常态化监管水平。完善

区食品安全委员会综合协调机制，加大

资源整合力度，开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

专项行动。开通“宝山食品安全”微博，

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管理。

推进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百千万示范工

程”瑖瑦、餐饮食品安全规范化体系瑖瑧建

设。加强基本药物和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监管。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鼓

励调解组织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健全

大调解工作体系。加强信访问题滚动

排摸，积极预防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

努力化解社会突出矛盾和历史遗留问

题。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强化治安

复杂地区和社会面管控，严厉打击违法

犯罪行为，推进平安实事工程建设。充

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作用。认真

做好民族、宗教、侨务、对台等工作。

（五）加快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

一是大力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组

织开展国际民间艺术博物馆（博览馆）

交流等系列活动，推进“一地一品”等特

色文化建设，创排大型现代沪剧《红土

情》。完善宝山体育中心和图书馆运行

机制。积极发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平

台功能。推动大型社区的公共文化设

施建设，推进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陈列

改造等项目，完成月浦文化馆影剧院改

建工程。结合老码头、老厂房、老仓库、

老堆场等调整转型，大力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推动民间民俗文化活动产业化。

创新军民双拥共建机制，加强志愿者队

伍服务管理，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城市文明形象。二是促进教育均

衡优质发展。启动顾村青少年创新教

育和实践活动中心建设，实施虎林中学

等４０所学校改扩建工程。推进“校园
创新文化建设工程”。落实新一轮学前

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学校心理健康

三年行动计划、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

指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启动中等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行动计

划。积极争创“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三是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

快一钢医院向康复医院整体转型，调整

完善华山医院北院医疗联合体，推进罗

店医院改扩建工程，发挥上海美兰湖母

婴健康中心辐射作用，深化区域医疗卫

生资源联动整合，整体改善北部区域、

农村地区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推进

大型社区医疗资源配置，建成３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５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新增１５个家庭医生工作室，率先在高
境、吴淞、张庙地区实现家庭医生责任

制全覆盖。创建“全国慢性病防治工作

示范区”，推动健康城区建设。四是加

强人口计生管理。有序推进人口优生

促进工程，深化完善人口计生公共服务

体系。五是努力打造“体育强区”。创

建乒乓球“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

地”。举行区群众体育大会，继续开展

“百字”系列体育活动。举办中国女子

篮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亚洲男子排

球俱乐部赛、美兰湖高尔夫名人赛等大

型赛事。六是大力促进科普等事业发

展。实施“科普益民计划”，建设一批科

技创新屋、科技成果应用示范社区。推

动妇女儿童、红十字、慈善事业发展。

开展“档案服务进社区”等活动。

（六）加快提升城市宜居程度。一

是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加大节能减排

投入力度，加快“两高一低”瑖瑨企业调

整，支持企业节能技术改造，推广节能

减排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强化节能目

标责任考核，完成年度节能减排任务。

二是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实施第

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月浦盛

桥等重点区域的污染整治。推进南大

地区、罗店老镇水系治理。骨干河道整

治率提高到７２％。完成庙行排水系统
建设，推进罗店大型社区污水管网建

设，城镇污水纳管率提高到８７％。加快
顾村公园（二期）腾地工作，启动部分地

块建设。全年新增绿地１００公顷，同步
提高绿化品质和公园管理水平。三是

完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强化规划管

理和执法，完善城市布局和功能配置。

推广市容环境维护新机制，推进市级

“市容环境责任区达标街镇”创建工作。

整合城市建设管理信息资源，提高网格

化管理效率。加强城管队伍建设，优化

城管执法体系。推行拆违控违常态化

管理，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筑。深入开

展非法营运整治，维护交通客运市场

秩序。

（七）加快探索完善推进转型发展

的体制机制。一是深化研究“营业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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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增值税”试点瑖瑩配套政策，放大政策引

聚效应，加快资源盘整集聚，提高招商引

资实效。二是进一步完善调结构、促转

型政策体系，创新融资服务方式，强化政

策导向作用，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加快规

划产业区块外工业布局调整和向园区集

中，提升产业整体能级。三是根据市政

府新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集体土地

房屋征收补偿规定，建立健全征收补偿

工作机构，规范征收补偿程序，突破建设

发展瓶颈。四是探索“人才服务项目、项

目集聚人才”的新机制，增强区域创新能

力和活力。五是强化人口服务管理“部

门协调联动、条块综合调控”机制，有效

控制人口规模，努力实现人口、资源、环

境协调发展。六是深化政府管理体制和

机制创新，进一步破除思想障碍和传统

束缚，学好政策、用好政策，强化协调统

一、团队协作、共破瓶颈的有效机制，确

保重大布局、重要任务、重点项目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各位代表，全面推进现代化滨江新

区建设，是全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不懈

追求，是我们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和光

荣使命。经过历届区委、区政府和全区

人民的共同努力，宝山的发展又站在一

个新的起点，一幅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的美好画卷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惟有始终坚持解放思想、振奋精

神、勇于探索，始终坚持谦虚谨慎、戒骄

戒躁、努力工作，始终坚持情为民所系、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不辜负

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让我们在中共宝

山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发扬只争朝夕、

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追求卓

越的进取精神，满怀信心、阔步迈上新

的征程，坚定不移地朝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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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奋勇前进，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和市第十次党

代会胜利召开！

注释：

① 指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的“一年小变样、三年中变样、五年大变样”的奋斗目标。

② 指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

③ 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我区及街镇（园区）、有关部门荣获的市级及以上集体荣誉共６００余项。

④ 因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市、区财税体制进行了两轮调整，区地方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已发生很大变化，故采用可比性较强的区可

用财力数据。

⑤ 五年中，累计关停调整小化工等“五小企业”２５００余户，启动富锦工业小区等结构调整。

⑥ 指东部努力形成邮轮服务经济及配套产业；南部努力形成一批各具特色、错位发展、带动性强、效益显著的服务业集聚区；西

部努力形成居住生活、商业商务、生态绿化相融合的现代化城区；北部形成具有支撑型、引领性作用的产业基地。

⑦ 指滨江地区、吴淞工业区、大型社区、南大地区（及大场机场区域）、老镇旧区。

⑧ 指轨道交通１、３、７号线。

⑨ 五年中，区委、区政府相继出台了“１＋９”、“１∶９”等政策措施。其中，“１＋９”包括１个“加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若

干意见”，以及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金融服务、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农业产业化、人才发展和综合配套等９个“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２０１１年此项引导资金安排３５亿元。“１∶９”政策措施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根据中央、市委和市政府

关于扶持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进一步促进财力下沉、支持街镇发展经济的扶持政策，即对街镇区级税收的增收部分，按照区

和街镇１∶９的比例执行。

⑩ 全区目前已开业小额贷款公司９个，累计发放贷款超过２５亿元，受益企业超过１５００户（次）。

瑏瑡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位于宝山工业园区内的上海海隆石油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０１６２３ＨＫ”，募资额达１０４亿港元。

瑏瑢 指根据区域环境状况不同，进行网格化划分。按照各网格内的污染物排放强度、环境质量、环境功能和谐度等指标进行网格

污染指数评定，分别用黑、红、橙、黄、绿色表示，实行五色管理。该创新机制曾于２００８年获得我国环境保护工作领域最具影

响的社会性奖励“中华宝钢环境优秀奖”。

瑏瑣 “一环”指环区生态步道，“五园”指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庙行公园、顾村公园、罗泾白鹭公园、杨行白沙公园。

瑏瑤 ２００９年本区在全市率先辟通“社区巴士”，解决部分居民“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

瑏瑥 填补宝山北部地区农村交通空白，解决罗泾、罗店等农村地区居民出行问题。

瑏瑦 往来于轨道交通站点、公交站点和居民区之间的小型巴士，串联商业网点、医院、学校和社区服务中心等。

瑏瑧 五年中，完成２０２３万平方米居住小区和２３１５个企事业单位雨污水分流改造。

瑏瑨 区绿化市容局下属东晨公司推出的夜间大型机械作业、日间微型设备保洁的模式。

瑏瑩 按照责任区域，采用电动三轮车每１５分钟巡行一次，对道路进行保洁。

瑐瑠 指外环线宝山段、逸仙路—同济路、牡丹江路、友谊路、淞滨路、宝杨路、吴淞大桥、吴淞客运中心区域。

瑐瑡２００９年，区委提出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其中，“３５８”指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３年加快推进、５年形成格局、８

年基本实现”的节点目标；“６５０”指要着力实现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管理等６个方

面一体化，加快推进落实５０项主要指标和实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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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据统计调查数据，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１１年，本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分别为 １１８％、１０７％、１００％、１０５％和

１１２％，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分别为１１２％、１０４％、１０１％、１１１％和１２５％。

瑐瑣 ２０１１年我区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达到８６５元、老年农民最低月养老金标准达到３７０元，分别较五年前提高３４５元和

２３０元。

瑐瑤 ２０１１年底，我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达到每人每年１３５２元，居全市前列。

瑐瑥 指“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服务网络。

瑐瑦 其中，服务理念先进、服务设施齐全的罗店美兰金苑养老院、杨行敬老院等相继建成开业。

瑐瑧 ２０１１年底，全区共建有老年活动室４７１个，实现“一村一居一个老年活动室”。

瑐瑨 指具有宝山特色的“助困、助医、助老、助学、助残”帮困体系。

瑐瑩 指由优质高中学校、专业机构与农村初中学校建立的“一对一”联建协作关系，开展以资源共享、特色衔接、教师流动为主要

内容的城乡教育协作模式。

瑑瑠 全区中考、高考成绩逐年提高，２０１１年公办高中高考本科达线率创下７６９％的历史新高；“文体工程”、“阳光工程”等素质教

育成果显著，我区学生在市级及以上大赛中获得６６７项一等奖；全区近５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全部纳入义务教育

体系。

瑑瑡 如具有我区特色、深受群众欢迎的巡回医疗车，为困难妇女和退休妇女实施“两病”筛查等。

瑑瑢 指１５分钟可到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６０分钟可到达一家三级医院。

瑑瑣 指利用区域内二、三级医院技术力量，联合若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纵向整合优质资源，开展“六位一体”。

瑑瑤 城乡科普基础设施均衡发展，建成国家级、市级科普教育基地１５个，宽带网络实现区域全覆盖。

瑑瑥 我区被评为“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和“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区”。

瑑瑦 该剧由宝山沪剧团根据四川省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瑛同志生前先进事迹创排，并作为２０１１年国家文化部评定的全市

唯一的全国现代戏优秀展演剧目，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７日举行晋京首演，获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和首都各界观众的广泛好评。

瑑瑧 如杨行吹塑版画、月浦锣鼓、罗店龙船、罗泾十字挑花、顾村诗歌、大场书画、庙行秧歌、淞南摄影、高境布堆艺画、友谊剪纸、吴

淞十字绣、张庙排舞等特色文化。

瑑瑨 指“百企足球赛”、“百队乒乓球赛”、“百村篮球赛”等系列全民健身体育活动。

瑑瑩 如获第２９届夏季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刘子歌、获第１１届全运会金牌的运动员许昕等。

瑒瑠 指“同学创新理论、同树文明新风、同建和谐平安”。

瑒瑡 指集综治室、警务室、治保会、人民调解会、社区保安队伍、来沪人员管理服务站为一体。

瑒瑢 指治安联防、矛盾联调、工作联动、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管理联抓。

瑒瑣 指由社区综合协管员在采集信息过程中，及时发现各类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并实行抄告，由人口服务管理部门分流、相关职

能部门依法查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条包块管的工作责任制度。

瑒瑤 指实有人口、实有房屋。

瑒瑥 从２０１１年５月开始，全区共有６个村、７个居委会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

瑒瑦 指村委会未按时换届选举的村。

瑒瑧 五年来，全区生产安全死亡事故下降６１８％，交通事故下降３１５％。

瑒瑨 其中，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９年“群众初次来信来访和网上信访受理告知率、处理结果告知率、工作态度满意率、处理结果满意率”四

项指标我区综合评估得分全市最高；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１年初次信访事项办理的“按时转送交办率、受理告知率、按时办结率”三

项指标连续两年保持１００％；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年我区重信重访突出矛盾化解率分别为７７６％、７８８％、８０％、８９２％，均居全市

各区县前列。

瑒瑩 指中央提出的“深化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深化‘小金库’专项治理，开展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专项治

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等４项和市提出的“土地规划管理问题专项治理，乡镇财政性资金管理专项治理，收受礼金礼券购物

卡问题专项治理”等３项专项治理。

瑓瑠 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公务接待费。

瑓瑡 指依法对镇级财政实行预算统编、账户统设、收付统管、采购统办、票据统领。

瑓瑢 指农村集体资金、集体资产、集体资源。

瑓瑣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提升和塑造中心城南北发展轴线。该轴线北起宝山滨江，沿黄浦江向南，将塑造成为一条上海

中心城服务业集聚区和都市滨江风貌轴线。

瑓瑤 《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宝山是“都市功能优化区”，重点是“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现代化国际化水平，成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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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历史文脉、彰显城市魅力、发展服务经济的主要承载区”。

瑓瑥 目前已在初步总体规划中将吴淞工业区细分为?藻浜以南至长江西路、江杨南路沿线片区，外环线至?藻浜片区，上港九区、

十区以及中外运等储运企业片区，宝杨路以北片区，外环线以北江杨北路东侧片区，宝钢不锈钢片区，宝钢特钢片区等七大片

区，并深化具体实施方案及推进机制等。

瑓瑦 主要包括建设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上海智力产业园、复旦软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全市有影响的产业高地；形成一批服

务业集聚区；提升一批特色园区集聚效应等。

瑓瑧 主要包括支持１００户重点企业发展，滚动推进５０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等。

瑓瑨 主要是加强龙头企业和集体农场对接，培育农业经纪人、销售合作社等新型中介等。

瑓瑩 主要有１００００亩优质稻米生产基地、５０００亩特色绿叶菜基地、５００亩宝杨黄瓜生产基地等。

瑔瑠 指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为基础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瑔瑡 包括１家三级甲等医院（华山医院北院），２家三级乙等医院（第三人民医院、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４家专科医院（区精神卫

生中心、老年护理院、老年康复护理院、上海美兰湖母婴健康中心），５家区域医疗中心（市一宝山分院、华山医院宝山分院、大

场医院、罗店医院、中冶医院），２１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５５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瑔瑢 包括完善预约门诊和“一卡式”付费等服务机制，继续开展巡回医疗等一批便民惠民实事项目。

瑔瑣 “三纵”指共和新路高架、同济路高架－逸仙路高架、Ｓ７；“三横”指 Ｇ１５０１、Ｓ２０—Ｓ６、长江西路高架。“七纵”指陆翔路—祁连

山路、沪太路、潘泾路、富长路—康宁路、?川路—共和新路、江杨路、同济路—逸仙路；“七横”指长江西路、泰和路、宝安公

路、友谊路、月罗路、罗北路、宝钱公路。“三隧”指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长江西路越江隧道、Ｓ２０越江隧道；“八桥”指Ｓ２０桥、祁连

山路桥、塘桥、康宁路桥、?川路桥、虎林路桥、江杨北路桥、吴淞大桥。

瑔瑤 指以综合交通枢纽为核心、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主体、社区巴士和出租汽车为辅助、公共自行车为补充，方便快捷、绿

色低碳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瑔瑥 指宝山图书资源共享中心、宝山文化活动指导中心、宝山国际民间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宝山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宝山文化信

息资源中心。

瑔瑦 指百场文艺演出、千场公益电影、万册图书送到农村和社区。

瑔瑧 指在“一环五园”、一街镇一公园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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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供居民健身休憩的多点式社区公共绿地。

瑔瑨 指市政府提出的“全国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法治环境最好”建设目标。

瑔瑩 指顾村配套商品房基地拓展区地块、杨行商业商务综合体、宝杨路双庆路地块、淞南交运集团地块、庙行共和新路西侧商业商

务综合体等。

瑖瑠 指邮轮、游艇、游船。

瑖瑡 主要包括零点广场、滨江大道、临江商业商务中心、宝杨路交通枢纽等功能和服务配套项目。

瑖瑢 主要是高境胜通、庙行共康、大场祁连等５个市属保障性住房基地和顾村、罗店２个大型社区。

瑖瑣 主要包括１２所幼托、１１所学校、３２条市政道路等公建配套设施项目。

瑖瑤 指在“五助”帮困体系基础上，贴合群众需要所开展的“送关爱、送补助、送物资、送岗位、送服务、送保险和送医疗”帮困系列

活动。预计２０１２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区将投入各类帮困资金４１００余万元、受益困难群众约１３６万人（户）次。

瑖瑥 其中，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农村村庄改造１５７０户，规划建设用地五年内不动迁的自然宅农村村庄改造１０００户。

瑖瑦 年内确保我区２条街（区）、５０户餐饮单位通过市级验收，全面达到国家级示范标准。

瑖瑧 年内确保我区学校食堂和集体用餐单位配送达１００％、国家级示范街区餐饮单位达到５０％以上，全区５００户餐饮单位达到规

范化管理要求。

瑖瑨 指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

瑖瑩 指国家财政部、国税总局在上海先行开展的交通运输业、信息技术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等部分现代服务业领域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结构性减税试点，“十二五”期间将逐步推广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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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２０１１）
■编辑　吴思敏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宝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开幕 摄影／浦志根

!

月
１日　宝山区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

从７６５元／月提高至 ８６５元／月，这是宝
山区连续８年提升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
标准。

５日　在上海市侨务系统世博服务
总结表彰大会上，宝山区侨办等１０家单
位获“上海市侨务系统服务世博优秀集

体”称号。

８日　上海第四个万达广场———宝
山万达广场营销中心启幕典礼仪式在高

境镇举行。宝山万达广场总建筑面积

３０万平方米，毗邻地铁１号线，集商业
广场、产权旺铺、高档写字楼等业态于

一体。

１０日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开幕。中

共宝山区委书记吕民元到会祝贺并讲

话。区政协副主席周德勋代表六届区政

协常委会作关于提案工作报告。会议于

１３日闭幕。
１１日　宝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八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开幕。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到会祝贺。区长斯福

民代表宝山区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

作报告。会议于１４日闭幕。
同日　宝山寺举行开山５００周年移

地重建落成暨全堂佛像开光庆典活动。

新的宝山寺总建筑面积１２万平方米，
规模居沪上佛教寺院之首。中国佛教协

会、上海市佛教协会以及海内外知名寺

庙的高僧大德及各地信众５０００余人参
加庆典活动。

１７日　由解放日报、新闻晨报《地
产星空》主办的“２０１０年终大赏·沪上
楼市毕业典礼”举行，宝山大华集团获上

海地产企业大奖。

１８日　上海市２０１０年社区教育工
作总结与表彰大会召开，友谊路街道获

得由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社区教育专业委

员会授予的“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

称号。

２０日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
分院（吴淞医院）新外科大楼开工仪式

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宣布工

程开工。新外科大楼项目总建筑面积

１８４７０平方米。
２５日　由上海市经济与信息化委

员会组织举行的“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创意产
业集聚区工作总结会”举行。上海动漫

衍生产业园区获“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

２０１０年度公益组织奖”
２８日　上海市名牌推荐委员会公

布２０１０年度获得上海名牌产品称号名
单，宝山区有１８家企业获产品类上海名
牌、３家企业获服务类上海名牌。

本月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命名表
彰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上海市“五好乡镇
党委”、“五好村党组织”。大场镇党委

获“五好乡镇党委”称号，大场镇场南村

党总支、联西村党支部获“五好村党组

织”称号。

"

月
１６日 　 宝山区首个区级创业

园———庙行镇电子商务创业园揭牌，标

志着宝山区第一个区级创业场地完成试

运营并正式挂牌成立。

同日　区委书记吕民元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接待新疆喀什叶城县委书记李国

平一行，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

副区长朱永泉陪同。

１７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学
兵一行到淞南镇综治中心、顾村镇胡庄

村开展工作调研，并在衡山北郊宾馆举

行座谈会。

２２日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举行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
研讨班专题报告会，邀请市委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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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战作专题报告，区委

书记吕民元主持。

２７日　上海第２４届头脑奥林匹克
（简称“ＯＭ”）创新大赛在上大附中举
行，宝山区参赛队夺得６个主题１８个冠
军中的７个。

#

月
２日　宝山区启动实施新农保制

度，制订《关于宝山区农保企业及其从业

人员转为参加镇保处理意见》。

７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
明一行到宝山区调研部分村居委换届选

举工作。

１１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副部长李安东上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王洪光中将一行，到宝山参观宝山烈士

陵园和淞沪抗战纪念馆。

１２日　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一行
到宝山区调研涉农资金监管平台建设和

运行工作，在罗店镇天平村召开座谈会，

并实地察看卫斯嘉闻道园。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董君舒等陪同调研。

１４日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旗下
的豪华邮轮“海洋神话号”（ＬＥＧＥＮＤＯＦ
ＴＨＥＳＥＡＳ）载１５００余名中外游客，于早
晨６点３０分驶抵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这是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建成后迎来的

首艘邮轮。

同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红
光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

同日　副市长赵雯一行到宝山区调
研邮轮产业发展及旅游产业工作。

１８日　宝山区政府与上港集团签
署“共同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副市长艾宝俊出席签约

仪式。

同日　集日常监管、救助指挥、资源
调度、防污染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市首个

内河水上搜救中心———上海市内河水上

搜救中心宝山分中心正式揭牌运行。

２１日　宝山区首轮经济适用住房
申请受理工作在全区各街镇１２个申请
受理点全面启动，接受市民提出申请、提

交材料。

２３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一行
到宝山区就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情况开展工作调研，实地察

看绿地公园１８６０石库门风情、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并在宝莲会议中心举行座

谈会。

２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培
生参加在罗店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

办的“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国

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等出席论坛。本

次论坛着眼于城镇化与城镇发展的新情

况、新探索，围绕城镇化与中国经济的持

续增长、城镇化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

重大的政策问题与理论问题，进行了广

泛而深入的探讨。

同日　宝山区举办 ２０１１年“惠民
生、促就业”百企千岗民营企业招聘会，

共吸引 １４８家企业，提供岗位 ２４００余
个，有５１００余名求职者入场，收到有效
简历 ３２００余份，现场意向录用 １８００
余人。

２８日　北欧航标项目签约落户罗
店新镇。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丹麦驻

沪领事馆总领事何丽兰出席签约揭牌仪

式。“北欧航标”是丹麦驻沪领事馆在

世博会期间举办的一个多功能，充满趣

味性及启发性的实体商务平台。

２９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定
华率市人大农业农村委员会等相关部门

领导到宝山调研，先后视察宝山美兰金

苑养老院、罗店光明村蔬菜生产基地、罗

泾洋桥村等。

３０日　“２０１１上海樱花节”在上海
最大的郊野森林公园顾村公园举行，副

市长赵雯为樱花节揭幕。樱花节于４月
２０日结束，共吸引 ７０余万中外游客游
园赏花。

３１日　宝山区污染源普查动态更
新工作通过国家环境保护部核查。

本月　大场镇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
位”称号。

本月　经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
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对全市申报

参评２０１０年度学习型组织的的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进行评估，月浦镇、庙行镇被

评定为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
区达标单位。

本月　在上海市金融办、上海小贷
协会开展的“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小额贷款公
司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活动中，宝山区

银合小额贷款公司和富邦源小额贷款公

司分别获“综合实力奖”及“回报社会

奖”，东圣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张秋晨获

“行业新星奖”。

本月　由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共同

举办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验交

流会上，罗店镇被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

联合授予首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示

范点”称号。

$

月
２日　副市长沈骏一行到宝山区开

展工作调研，实地察看大型居住社区顾

村新选址１号基地，并在衡山北郊宾馆
召开专题会议。

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一
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实地察看绿

地公园１８６０石库门风情、顾村公园。
２２日　宝山区召开基层党组织党

务公开工作会议。根据会议部署，上半

年本区党务工作将在１４家单位先行试
点，下半年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展开。

同日　第４２个“世界地球日”，新航
宝山工作站在双城路转角绿地举行“绿

地认养及公益劳动基地”成立暨揭牌

仪式。

２３日至 ２４日　上海市第十一届
“同洲杯”国际城市儿童围棋邀请赛在

宝山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潘多体育

馆举行。来自新加坡、中国香港、美国纽

约等２４个城市约５００余名运动员参赛。
２８日　上海首个以玻璃为主题的

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在淞南镇落

成并试运行。副市长赵雯出席落成仪式

并为博物馆揭牌。百余位市民成为首批

观众参观玻璃博物馆。

%

月
５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

陪同沪、苏、浙人大领导一行到宝山区视

察工作，实地察看顾村绿地公园１８６０石
库门风情、顾村经济适用房和顾村公园。

７日　华山医院（北院）项目工程主
体结构正式封顶，标志着市政府实施“５
＋３＋１”医疗服务民生工程中，华山医院
（北院）率先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华山

医院（北院）是全市唯一一家建在生态

绿地中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１０日　以张大均执行长为团长的
国民党黄复兴黄国梁党部将军团一行

１０人到访宝山，参观淞沪抗战纪念馆。
张大均题字：“两岸一心，共建中华”。

１５日　宝山区举行“百万家庭低碳
行，垃圾分类要先行”活动启动仪式，倡

导市民从我做起进行垃圾分类。

１６日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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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到宝山区调研信访矛盾化解工作。

同日　宝山区举办首届高层次人才
网络招聘月活动，通过宝山人事人才网，

搭建吸引和集聚紧缺急需人才的网络招

聘平台。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１日，由宝山区政府、文汇报社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红色
之旅———杨正新‘情归故里’作品展”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 摄影／黄永庆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８日，首届上海民间艺术成果展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幕，展出改革
开放以来的上海民间艺术作品２００余件 摄影／黄永庆

１８日　宝山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９０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学党
史、知党情”专题报告会在区委党校举

行。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作

专题辅导报告。

同日　上海玻璃博物馆正式对市民
开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参加

开馆仪式。

２０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一行到宝山视察

工作，察看上海玻璃博物馆。

２５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
常务副主席厉无畏一行到宝山视察

工作。

２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
照一行到宝山区调研保障性住房建设情

况，实地察看顾村馨佳园小区经济适用

房建设周边配套设施，并在衡山北郊宾

馆召开座谈会。

２７日　在上海解放 ６２周年纪念
日，宝山区委宣传部、新民晚报、新民网

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举行纪念建

党９０周年“微游上海滩”宝山区首发
仪式。

３１日　由宝山区政府、文汇报社联
合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红色之旅———杨正新‘情归故里’作品

展”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

行。此次画展展出《启航》、《东方红》、

《巍巍井冈》等１９幅红色题材作品。
本月　《中国青年报》公布２０１０年

度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名单，上海市行知

中学团委是上海市唯一一家获全国“五

四”红旗团委的中学系统团组织。

&

月
５日　由罗店镇政府主办的“第八

届上海宝山罗店龙船文化节暨第五届上

海宝山罗店灯彩年会”在美兰湖畔开幕。

龙船节于７日结束。
８日　宝山区又一个由老厂房变身

而来的创意产业园北上海创意港一期竣

工开园。北上海创意港位于杨行镇泰和

路、泰联路口，前身为中钢（上海）集团

的闲置厂房，总占地逾６６７公顷。
同日　全市第一家由集体组织出资

组建的小额贷款公司庙行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开业，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同日　以“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推动
海洋事业发展”为主题的２０１１年世界海
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上海纪念大会在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举行。在活动仪式

上，吴淞中学被授予“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上海青少年科普基地”称号。

９日　宝山区首条穿梭巴士１２１１路
在淞南镇开通运营，解决淞南地区“最后

一公里”的出行难题。

１１日　副市长沈骏率市有关部门
领导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实地察看

沪通铁路规划线路周边情况，并在区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同日　全市第一个“绿色星期
六———社区资源回收日”宣传活动在宝

山三村举行。区妇联向小区居民发放

１０００张绿色账户卡，并在现场开展可回
收垃圾置换活动。

１３日　宝山本土培养出的第一家
民营上市公司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在香港上市。

１４日　由红色经典剧目、歌剧《江
姐》改编而来的主旋律大型现代沪剧

《红梅颂》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

举行首演式。

１５日　宝山区组织开展“千名老人
看宝山”活动，１４００名老人受邀参加宝

３２

大事记



山游。此次活动由市老年基金会宝山分

会、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分会等单位联合

主办，活动持续到２４日。
１８日　首届上海民间艺术成果展

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幕，

展出改革开放至今的上海民间艺术作品

２００百余件。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６日，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内的长江河口
科技馆广场开幕 摄影／经瑞坤

２７日　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市委
主委吴幼英到宝山区参加致公党宝山区

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

２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
党市委主委蔡达峰到宝山区参加民进宝

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

月
１日　“婉娥之乡沪剧社”成立暨

“丁婉娥陈列室”开馆仪式，在罗泾文化

活动分中心举行，旨在纪念沪剧界一代

宗师丁婉娥，传承弘扬地方戏曲文化。

６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雄
率市有关部门领导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

研，实地察看宝莲城商务区、吴淞口国际

邮轮码头、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

期、长江河口科技馆，并在宝莲会议中心

召开座谈会。

８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晓
渡一行到宝山区调研上海婚礼中心建设

情况。

同日　由杨行镇政府投资 １７亿
元，占地３万平方米建造的杨行镇敬老
院正式启用，这是全市乡镇创办养老机

构中投资额最多、功能最为齐全的养

老院。

１２日　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市委
主委蔡威到宝山区参加农工党宝山区第

七次代表大会。

１３日　市人大副主任、民盟市委主
委郑惠强到宝山区参加民盟宝山区第六

次代表大会。

１４日　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主
委周汉民到宝山区参加民建宝山区第六

次代表大会。

２２日　云南省迪庆州委书记张登
亮率领迪庆州党政代表团到宝山访问

考察。

２７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
一行到顾村镇羌家村，开展市人大代表

联系村（居）活动，并走访慰问困难

群众。

３０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希
一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实地察看

罗店北欧新镇、宝山寺、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

科技馆，并在宝莲会议中心召开座谈会。

本月　罗溪公园获评上海市四星级
公园，这是宝山区第一个四星级公园。

(

月
１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

一行到宝山区视察工作，实地察看宝山

寺、卫斯嘉闻道园、顾村镇绿地公园

１８６０石库门风情、顾村公园。
同日　中残联副理事长程凯一行到

宝山区视察自闭症康复训练中心，并就

“医教结合”工作进行调研。

４日　主题为“共和国将军心向党”
的百名将军书画宝山巡展在上海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书画展共展出

２１２位共和国将军的２１５幅书画作品。
１０日　宝山区第一个人才服务工

作站在淞南镇复旦软件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正式成立。

１３日　宝山区举办纪念“八一三”
淞沪抗战７４周年系列活动。
１５日　宝山区殡葬管理所开通“白

事热线”５６５６１１１１，热线２４小时全线开
通，为市民提供咨询服务。

１６日　陕西省延安市委副书记、市
长梁宏贤率延安党政代表团一行到宝山

区访问，参观罗店美兰湖新镇、罗店老

镇、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和长江河

口科技馆。

１８日　欧尚大卖场上海首个农超
对接项目“欧尚—上海宝山蔬菜农超对

接基地”在宝山区蔬菜现代化园艺场正

式揭牌。

２３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培
生一行到宝山区视察宗教工作，实地察

看宝山寺。

本月　在中国科技部发布的《关于
命名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县
（市、区）的决定》中，宝山区被评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区”，连
续两次获中国科普工作最高荣誉。

本月　位于牡丹江路双城路的永清
公园（永清苑）在上半年全市１４１个公园
的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中，以９１３１４分
名列全市第十位，被评为上海市民“最满

意的公园”之一。

)

月
２日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与上置集

团上置文化艺术基金会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暨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美兰湖创研基地

揭牌仪式在美兰湖国际中心举行。

８日　宝山区举行中小企业融资服
务卡发放仪式。服务卡针对中小企业融

资“短、小、频、急”的特点，把互联网信

息技术与融资专业服务相结合，提供常

年持续的融资服务。

９日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经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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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揭牌成立，这是继上师大附属罗店

中学和附属杨行中学后，上师大与宝山

区教育局联手创办的又一所附属学校，

标志着上师大在宝山区的附属学校实现

了从小学、初中、高中的“一贯制”。

２８日　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斯福民
任中共宝山区委书记，汪泓任中共宝山

区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吕民元不再担

任中共宝山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同日　注册资本１亿元的上海宝山
亚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这是宝山区成立的第９家小贷公司。

!*

月
３日　为期３天的２０１１上海美兰湖

音乐节开幕。来自各地的万名游客在宝

山罗店北欧新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广

场露天舞台共享一场听觉与视觉的盛

宴。作为２０１１上海旅游节宝山区活动
的重要内容，本届音乐节以“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大众参与”的办节模式，以音

乐为媒，着力打造宝山文化旅游品牌。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９日，宝山体育中心改造项目竣工 摄影／蔡　康

１５日 　 上海最大的邮轮始发
港———被誉为“东方之睛”的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开港。副市长沈骏宣布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开港。

１６日　以“文化，让宝山更和谐”为
主题的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内的长江河

口科技馆广场开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钟燕群宣布艺术节开幕，市政协副主

席周汉民授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旗。本届

艺术节为期７天，期间将举办特色文化
节中节、剧场广场天天演、欢乐联谊在校

园、生活体验进家庭、外国团队活动日、

多层面艺术展示等六大板块的中外文化

交流活动。

同日　由上海市教委、市体育局主
办的２０１１“曹燕华·振扬杯”上海市中
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在曹燕华乒乓球培

训学校举行，共有来自全市４７所中小学
及区县少体校的 ４６３名运动员参加
比赛。

１７日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二期向游人开放。公园二期工程在“自

然—生态—湿地—森林”的基础上，增添

“休闲—文化—军事—历史”的板块，设

计建设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贝壳剧场、

矿坑花园、木兰雅苑等系列景点。

１８日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正式
开馆，这是全国首家以河口科技为主题

的专业展馆，总建筑面积７７０７平方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宣布开馆。

同日　区域性公交线路宝山１９路
开通试运营，线路全长４４公里，方便宝
山城市工业园区北部新建住宅区居民到

轨道交通７号线的出行。
２７日　以“美丽在宝山，时尚美兰

湖”为主题的２０１１美兰湖环球时尚超级
模特大赛全球总决赛在上海美兰湖国际

会议中心举行，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

２５个国家及从中国总决赛中脱颖而出
的５６名优秀超模，竞逐“全球十大时尚
超模”。

同日　为期４天的２０１１美兰湖上
海名人赛在罗店北欧新镇美兰湖高尔夫

俱乐部举行，比赛为７２洞比杆赛，总奖
金５００万美金。
２８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学

兵一行到宝山调研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

作，实地察看顾村镇星星村、绿地公园

１８６０石库门风情、宝山寺、卫斯嘉闻道
园、顾村公园。

２９日　第八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
展论坛在罗店美兰湖举行，来自上海至

重庆长江沿岸城市钢铁流通服务业、造

船等相关机构的企业代表参加。本届论

坛的主题是：电商时代钢铁业电子商务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全国工商联副主

席、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王新奎

参加论坛，并作“中小企业面临的发展困

境和挑战”的演讲。

!!

月
２日　全区有２４１７人在宝山业余大

学参加第一批经济适用住房选房。

９日　宝山体育中心和宝山图书馆
改造项目竣工。改造项目总建筑面积

８１万平方米，由综合篮球馆、市民健身
馆、图书馆、市民文体广场组成。

１５日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正
式揭牌。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前身为

宝山区老年大学，创办于１９９２年。
１８日　上海复旦软件园高新技术

产业基地二期项目动工仪式在淞南镇举

行。基地二期项目占地６０００平方米，建
筑面积１７万平方米。
２３日　上海绿地集团在庙行镇绿

地风尚天地举行项目入驻商业企业签约

仪式，共同打造宝山大型商业项目———

绿地风尚天地。绿地风尚天地是集主题

品牌商业、准甲办公、ＳＯＨＵ为一体的区
域地标性商业商务综合体项目，总建筑

面积１２４万平方米。
同日　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

朱争平少将、警备区司令员彭水根少将

一行到宝山区民兵训练基地开展工作

调研。

２４日　月浦文化馆影剧院改扩建
工程正式启动。月浦文化馆影剧院建于

１９８６年，改造后总建筑面积达２２９０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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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集剧场、影院、会场于一体。

２５日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二期）
工程开工建设，副市长沈骏宣布工程开

工，区委书记斯福民为项目工程开工

剪彩。

２９日　在宝山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宝山区将“大中

华纱厂和华丰纱厂旧址”、“行知育才学

校旧址”等１１处文物新增为第三批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和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顾村大型居住社区项目馨佳园正式交接 摄影／王　翔

!"

月
２日　沪上首个融陶瓷科技互动展

示、陶瓷艺术欣赏、陶瓷艺术创作体验等

功能于一体的专题性科普场馆上海陶瓷

科技艺术馆落成开馆。该展馆总展示面

积１５００平方米，总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位于
逸仙路上海国际工业设计园区内。

５日　宝山区“１２·５”国际志愿者
日系列活动之“缘聚宝山———来沪务工

人员子女志愿服务项目”在月浦镇民办

惠民小学举行。该活动通过定期开展小

组活动、大型主题活动、专家讲座、校园

主题活动以及为困难学童家庭送温暖等

系列为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提供服务。

９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副市

长沈骏一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实

地察看上海玻璃博物馆、宝山体育中心

和图书馆、上港十四区、吴淞炮台湾湿地

森林公园二期、长江河口科技馆、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并召开座谈会。

１５日　宝山工业园区农民动迁安
置房在罗店大型居住区正式启动建设，

基地总占地面积１７２６公顷，总建筑面
积４２８万平方米。

同日　罗店医院、一钢医院改扩建
工程项目举行启动仪式。作为宝山北

部区域医疗中心，改扩建后的罗店医院

占地面积 ３３５公顷；改扩建后的一钢
医院整体转型为一所具有专业水准的

老年及伤残人员康复护理医院。

１６日　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丁薛祥等在上海人民武装学院

训练基地，观看宝山区应急处置示范

演练。

同日　滨江广场（又名长江壹号、
吴淞零点广场）开工奠基。项目融合吴

淞口国际邮轮查验单位陆上办公、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管理及国际邮轮

港服务配套等功能，同时作为市民休闲

活动场所，设置零点广场、休闲广场及

滨江广场等３个广场。
２０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次

代表大会在区委党校开幕。区委书记

斯福民代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

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加快转型发展，

深化城乡统筹，为全面推进现代化滨江

新区建设而共同奋斗》的报告。大会于

２３日闭幕，选举产生中共宝山区第六届
委员会、中共宝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２８日　历经５年开发、总建筑面积
１８０万平方米、可安居４５万余人口的宝
山顾村大型居住社区“上海馨佳园”项

目举行交接仪式，标志着顾村大型居住

社区开发建设重点将由工程建设向后续

管理转移。副市长沈骏参加竣工交接

仪式。

２９日　副市长姜平一行到宝山区
开展工作调研，实地察看月浦镇城镇居

民养老保险操作运行情况，并在月浦镇

社区服务中心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３１日　泰罗专线公交车更名为宝
山１６路，票价由原来最高５元的多级制
票价调整至单一制票价２元，原运营时
间、起迄站、走向、停靠站保持不变。

本月　月浦镇被中央文明委再次评
为全国文明村镇。

６２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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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普陀４区毗连，西与嘉定区交
界，西北隅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横贯中

部的?藻浜将全区分成南北两部，吴淞大

桥、江杨路大桥、?川路大桥、沪太路大桥

横跨其上。全境东西长１７５公里，南北
宽约２３０８公里，区域面积２９３７１平方
公里。

■地形地貌　区境为长江三角洲的冲积
平原，是在江流海潮共同作用下，以长江为

主的河流所带的泥沙不断淤积而成。西部

罗店、大场一线成陆于唐代之前，距今１４００
余年；高境、月浦一带于公元七世纪起形成

海岸线，北宋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前后全部
成陆。区境内为河口滨海平原，海拔在２８
米至４１米之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
缓坡状倾斜。地表土层深厚，蕴藏着丰富

的地下水资源，罗店、杨行、吴淞一线位于

古长江主流线上，含水层分布较广，顶板埋

深一般为１７０米至１８０米，中心部位含水
层厚约７０米，分５个含水层，第二、三层埋
深６０米至１６０米，有一定的开采价值。全
境滨江临海，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有长江

岸线２９公里，黄浦江岸线７公里。有河道
８３７条，总长７７０５４公里，其中，市管河道
１０条，长７９７９公里，区管河道１６条，长
１６３１３公里，镇管河道６６条，长１５４９４公
里，村级河道７４５条，长３７２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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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末，全区有耕地
４５５７４公顷，同口径比较，比上年减少
５３９％，平均每一农业人口占有００８９公
顷。土壤母质主要是长江带来的泥沙沉积

物，经长期耕作熟化而成，大部分为轻壤土

和中壤土，东半部沿江地区砂性较重，西半

部粘性增加，均适宜粮、棉、油、蔬菜、瓜果

等多种作物栽培。 （谭雪明）

■气候　
（一）２０１１年气候：气温偏高，高温

天数特多，降水比常年略偏少。

１气温：２０１１年年平均气温１６９℃，
比常年（１６０℃）偏高 ０９℃，为连续 １８
年气温偏高。３５℃或以上高温天数 １４
天，比常年（６２天）偏多７８天，比上年
（２５天）少１１天。极端最高气温３７４℃
（７月２日、７日），比上年低 ２０℃。极
端最低气温零下 ５３℃（１月 ３１日）。
２０１１年终霜日为３月１６日（常年３月
１８日），终冰日为３月２日；２０１１年初霜
日为１１月２６日（常年１１月２０日），初
冰日为１２月８日。
２降水：２０１１年总降水量 １００９１

毫米，比常年（１１２７３毫米）略偏少
１１８２毫米，降水日数 １１５天，比常年
（１２６１天）偏少 １１１天。２４小时降水
量≥５００毫米的暴雨天数２天，比常年
（２９天）偏少０９天，２４小时降水量≥
１０００毫米的大暴雨天数为１天。

汛期（６月 ～９月）：２０１１年汛期总
降水量７５３４毫米、降水日数 ６０天，较
常年（６１１２毫米、４８２天）分别偏多
１４２２毫米和１１８天，有２天暴雨（６月
１８日 １１４７毫米，７月 １４日 ５９０毫
米），其中 １天为大暴雨（６月 １８日
１１４７毫米）。入梅 ６月 １０日，比常年
（６月１７日）偏早７天；出梅６月２７日，
比常年（７月８日）偏早１１天；梅雨量为
２９１３毫米，比常年（１８４２毫米）多
（１０７１毫米）近六成。梅雨日１７天，比
常年（２１天）偏少４天。
３日照：２０１１年日照时数 １６６３７

小时，比常年（２００４７小时）偏少３４１０
小时（偏少１７％）。
４年相对湿度６９％，比常年（７８％）

偏低９个百分点。

（二）２０１１年各季节气候特点：
１冬季前期（１月 ～２月）气温偏

低，降水显著偏少，日照偏少。平均气温

３８℃，比常年（４７℃）偏低０９℃，各月
平均气温为１月１５℃、２月６０℃，分别
比常年偏低２７℃、偏高０９℃。极端最
低气温为零下５３℃（１月３１日）。降水
量２９２毫米，比常年（１０４１毫米）偏少
（７４９毫米）七成余。降水日数 １１天，
少于常年（１８８天）７８天；日照时数为
２３５６小时，比常年（２５７３小时）偏少
（２１７小时）近一成；平均相对湿度
６５％，比常年（７５５％）低 １０５个百分
点。一月多低温和结冰日。

冬季后期（１２月）气温偏低，降水偏
少，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６５℃，比常年
（６８℃）偏低０３℃。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２５℃（２５日）。入冬日（５日平均气温 ＜
１０℃）为１２月８日，比常年（１１月２３日）
偏晚 １５天。降水量 ２８３毫米，比常年
（３３１毫米）偏少（４８毫米）一成余。降
水日数６天，比常年（６５天）少０５天；
日照时数为１２６１小时，比常年（１５５１小
时）偏少２９小时；平均相对湿度６９％，比
常年（７３％）低４个百分点。多结冰天气。
２春季（３月～５月）：气温略偏高，

降水偏少，日照偏多。平均气温１５６℃，
比常年（１４１℃）偏高 １５℃，各月平均
气温为 ３月 ９３℃、４月 １６０℃、５月
２１６℃，分别比常年偏高０８℃、１８℃和
偏高２１℃。稳定入春日为３月２６日（５
天平均温度≥１００℃），比常年（４月 １
日）提早６天。终霜日３月１６日，比常
年（３月１８日）提早２天；入夏日（５天平
均温度≥２２０℃）为５月１４日，比常年
（６月１５日）提早３２天。降水量１１３７
毫米，比常年（２７３９毫米）偏少（１６０２
毫米）近六成；降水日数 ２２天，比常年
（３７２天）少１５２天；日照时数５５９２小
时，比常年（４８３４小时）偏多（７５８小
时）；平均相对湿度６０％，比常年（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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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１９个百分点，天气干燥，大气状况差。
３夏季（６月 ～８月）气温偏高，降

水显著偏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

２７４℃，比常年（２６３℃）偏高１１℃，月
平均气温为６月２４３℃、７月３００℃、８
月 ２７９℃，分别比常年偏高 ０７℃、
２３℃、０３℃。最高气温≥３５℃的天数
１４天，比常年（６２天）偏多，极端最高气
温 ３７４℃（７月 ２日、７日）。降水量
７２６４毫米，比常年（４９５３毫米）偏多
（２３１１毫米）近五成，其中６月１８日出
现一次大暴雨及７月１４日出现一次暴
雨天气。梅雨量为 ２９１３毫米，比常年
（１８４２毫米）多（１０７１毫米）近六成。
入梅比常年偏早，出梅比常年偏早，梅雨

期多强对流天气，有局部大风和短时强

降水出现。降水日数 ５３天，比常年
（３７４天）多１５６天；日照３４１７小时，
比常年（６０２５小时）少（２６０８小时）四
成余；平均相对湿度 ７７％，比常年
（８３％）低６个百分点。
４秋季（９月 ～１１月）气温持续偏

高，降水偏少，日照偏少。平均气温

２００℃，比常年（１８５℃）偏高 １５℃，月
平均气温为９月２４３℃、１０月１９１℃、１１
月 １６７℃，分 别 比 常 年 偏 高 ０５℃、
０３℃、３９℃。入秋日（５日平均气温≤
２２℃）为９月１９日，比常年（９月２３日）
偏早 ４天；降水量 １１１５毫米，比常年
（２２１０毫米）少（１０９５毫米）近五成；降
水日数 ２３天，比常年（２６２天）少 ３２
天；日照 ４０１１小时，比常年（５０６５小
时）偏少（１０５４小时）二成余；平均相对
湿度７２％，比常年（７７％）低５个百分点。

（三）２０１１年灾害性天气及影响：
１气温偏高，出现１４个高温日，造

成用水用电紧张。

２汛期基本没有受台风影响，但出
现过多次８～９级大风。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在维持，年度

地区延续气温持续升高、降水分布不均、

日照减少和灾害性天气频度及强度增大

等气候特点。 （高建芳）

建置与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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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至今闸北区天目路，西至与嘉定区

交界的界泾、杨泾，东南至黄浦江以东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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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初属苏南行政区，后隶江苏省。

１９５８年，全境划归上海市，同年横沙岛和
北郊区并入，境域向东向南延伸，东缘至

横沙岛东侧海岸，南缘至广中路、大连西

路和走马塘一线，以前划出的江湾、殷行、

吴淞和大场重归宝山，面积扩大为

４４３６４平方公里。１９６０年，划出吴淞镇
及?藻浜以南长江路两侧成立吴淞区。

１９６４年，吴淞区并入杨浦区。１９８０年以
后因宝钢建设需要，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宝

钢地区办事处基础上，重新成立吴淞区，

城厢镇和吴淞、淞南、庙行、月浦、盛桥等

乡的部分地区划归吴淞区。１９８４年，江
湾、五角场两镇和南部地区部分农村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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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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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区划　至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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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个（包括乡镇
散居数），村民委员会１０８个。

■人口　至２０１１年末，区户籍人口总数
为８９５１４４人，比上年增加 １２２９０人；常
住人口 １６９１６７９人，增加 ６８０８１人。户
籍人口中非农业人口８４４３６２人，农业人
口５０７８２人。年内户籍人口出生 ６４８４
人，人口出生率 ７２９‰，自然增长率
－０４７‰；常住人口出生１４８５４人，比上
年增加４８０人，出生率为８９６‰，自然增
长率４８０‰。年内死亡人口６９０２人，死

亡率７７６‰。人口密度３０４７人／平方公
里。年内结婚人数 ５９５４对，离婚人数
１６６２对。全区户籍人口以汉族为主，有
常住少数民族５０个、１７５００余人，其中户
籍少数民族４０个、８３００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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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宝钢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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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宝钢连续８年进入美国《财
富》杂志评选的世界 ５００强榜单，位列
２１２位，当选“全球最受赞赏的公司”。

■港口与物流　宝山位于长江入海口西
南侧，长江、黄浦江的汇合处，是上海北

部的水路枢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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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

概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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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设有吴淞（宝山）海关、吴

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吴淞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吴淞海事处、宝山海事处等口岸

管理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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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摄影／纪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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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杨路、沪太路、?川路

等。轨道交通１、３、７号线北延伸（宝山
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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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建设　宝山是传统工业基地，长
期以来形成以冶金、化工、建材和有色金

属加工等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上海市

重要工业基地———吴淞工业区内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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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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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内同类工业区

先进水平。２００３年被授予“上海市园林
城区”称号。近年来建成的大项绿化项

目有外环线绿带、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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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

五园”、“一街镇一公园”生态网络系统

基本建成。至年末，全区绿地面积４５７７
公顷，林木绿化率 ２４３％，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 ４２２％；公共绿地面积 １９１４公
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２２２平方米。

■历史文化和乡土文化　区内有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１家、市级纪念点７处、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５家、区级纪念点１处，区
级登记保护建筑１０处。宝山区自１９９５
年以来共举办７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群

众文化形成“一地一品”特色。宝山已建

立较完善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第一批有罗店龙船、罗店彩灯、月浦锣

鼓、罗泾十字挑花技艺、杨行吹塑纸版画，

第二批有大场江南丝竹、庙行丝竹、刘行

白切羊肉制作工艺、顾村民歌民谣。其

中，第一批的五个项目及第二批的大场江

南丝竹列入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

录，罗店镇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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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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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解放纪念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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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

设计博物馆等，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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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
２８日，上海玻璃博物馆落成揭牌，并于５
月１８日开馆。１０月１８日，长江河口科技
馆落成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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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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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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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一。华能石洞口二厂是国内第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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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洞口二厂因在国内首次成功引进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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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水厂，其中月浦水厂是长江沿
岸第一家实现生产污水“零排放”的自

来水厂。 （谭雪明）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１３３６５ １４．５

蔬菜 吨 ８４１３７ １４．９

水果 吨 ５６１７ －３３．９

生猪出栏 头 ３１４４１ －４．３

牛奶 吨 ３２４６０ －８．３

年末奶牛存栏 头 ８７５６ －４．０

水产品 吨 ３４０ －３８．３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综合经济　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发展
质量进一步提升。全年完成增加值

７４５７３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
长１２０％。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９７
亿元，增长 ２７９％；第二产业增加值
３２７６２亿元，增长９９％；第三产业增加
值４１５１５亿元，增长１３５％。三次产业
结构比０４：４３９：５５７，第三产业所占比
重比上年提高０７个百分点。非公经济
占全区增加值的比重由上年的 ５１９％
上升到 ５２５％。全年工商登记新设立
的企业７０６９户，比上年增长１４９％。其
中，内资企业（不含私营企业）４６户，下
降２０７％；外商投资企业 ８１户，增长
５５８％；私营企业６９４２户，增长１４９％。
新设 立 个 体 工 商 户 ３８９９户，增 长
２０３％。全年财政总收入２５８７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４２％。区地方财政收入
８５５２亿元，增长２１４％。其中，增值税
１０６１亿元，增长１２７％；营业税 ２８３３
亿元，增长２６３％；企业所得税１０４９亿
元，增长４９％；个人所得税４１１亿元，
增长 ２７４％。区地方财政支出 １３０９４
亿元，增长１４４％。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８３０亿元，增长９９％；公共安全支
出 ９４８亿元，增长 ８６％；教育支出
２５７０亿元，增长３３３％；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１４１２亿元，增长１３９％；城乡社
区事务支出 １７３７亿元，增长 １７０％。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６７６７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２５７％。其中基础建设投资
６０９亿元，下降 ３１７％。从产业投向
看，第二产业投资 ３６９５亿元，下降
１０３％；第三产业投资 ３３０３０亿元，增
长３１５％。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
资５２２３亿元，占１４２％；集体经济投资

１４９４亿元，占 ４１％；外商及港澳台经
济投资２１８９亿元，占６０％；私营经济
投资８０９６亿元，占２２０％。

■农业　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７６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８０％。其中，种植业产
值 ４２４亿元，增长 ４２６％；林业产值
０４６亿元，增长９８％；畜牧业产值２２５
亿元，增长１９１％；渔业产值０１０亿元，
下降４６１％。
　　至年末，全区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集体农场５１个，规模经营面积２２００公
顷，吸纳本地农民就业２１３５人，粮食生
产全部实现集体规模经营。“宝农３４”
大米３次蝉联上海优质稻米评比金奖。
全区２６个产品获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上
海田仔蔬果专业合作社通过市级蔬菜标

准园创建。全区农机总动力（不含排灌

机械）达到２２４万千瓦。

■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２６６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０％；工业
总产值１３３４４０亿元，增长１３３％，工业
销售产值１３３４８３亿元，增长１３９％，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１２０９３７亿元，增长 １６５％。规模以上
工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金属制品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五大行业实现销售产值７７１９７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６３８％。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６５７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工业企业经济
效益综合指数为 ２２３８３，比上年提高
６８个点。全年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业总
产值完成 ２５０９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２％，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２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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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８户，实现工业销售产值４３８５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７％，工业园区销
售产值占全区产值比重为３２９％，比上

年提高０６个百分点。投产企业单位土
地实现工业销售产值４０４３万元／亩，增
长１２０％。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６０９３亿
元，比上年增长５０％。区域内三级资质
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５３５４２亿元，增长８４％，其中在外省完
成产值３６８３５亿元，增长１１８％；房屋
建筑施工面积 ２５５２万平方米，增长
２２５％；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４２５万平方
米，下降３２％。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全年实现批发
和零售业增加值９０５１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２０％。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８２０６亿元，增长 １５６％。其中，批发
和零售业实现零售额３５７５５亿元，增长
１５８％；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２４５１
亿元，增长１３３％。电子商务等新型业
态发展迅速，实现零售额２２５２亿元，增
长 ９０２％。全区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２３８１２９亿元，增长 １５０％。市场成交
额５１１８８亿元，增长１６１％。
　　旅游产业实现新发展。年内成功举
办“２０１１首届上海樱花节”、“２０１１美兰
湖音乐节·音乐美兰湖”、“２０１１上海国
际钢雕艺术节”等活动。全年１３个主要
旅游景点接待游客４７１７４万人次，实现
营业收入 ４４９５０９万元，比上年增长
９７３％。３７家主要饭店（宾馆）实现营
业收入５７４亿元，增长２７％。全区３２
家旅行社组团出游２５２７万人次；接待
１６９１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６６２亿元，
增长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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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８４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６％。坚持“公交优
先”发展战略，优化地面公交线网和站点

布局，推进居住社区公交配套，改善群众

出行条件。年内新辟公交线路５条，调整
公交线路１０条，延长运营时间线路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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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公交候车亭６０个，设置７６０根新型
立杆式公交站牌，新建３个公交终点站。
至年末，区域性出租车企业２家，运行车
辆６７０辆，其中６２０辆出租车实施“油改
气”工程，从业人员１４２４人。有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３５０６户，运输车辆２９０万辆，
总吨位２９３３万吨。
　　至年末，全区有邮政支局２１个，邮政
所３９个。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４７５亿元，
比上年下降３１６％，发送函件１０３亿件，
国内特快专递５３２２万件，国际特快专递
０９３万件，报刊累计订销１５０亿份。

表２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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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７ １４９８８４ ８４ ３９４９８

　中学 ５６ ４００９３ ８ ４２１８

　　＃高中 ８ ６６８２ １ ４６４

　　 初中 ２７ １９３６１ ３ ２２３３

　　 完全中学 ５ ４８８７ １ ５７８

　　 九年制学校 １５ ８５３１ ２ ３８５

　　 十二年制学校 １ ５５８ １ ５５８

　小学 ７２ ６１７４０ １６ １４９０３

　幼儿园 １３９ ４２９８１ ５８ １８３３１

　职业教育 ３ ４７４４ ２ ２０４６

　其他教育 １７ ３２６ — —
■金融业　金融业较快发展。全年金融
业增加值 ５８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５％。至年末，全区有银行 ２０家，年
内新增村镇银行１家；本外币存款余额
１９８６００亿元，比年初新增１２４９６亿元，
增长６７％；贷款余额９６０７７亿元，比年
初新增１０８００亿元，增长１２７％。有小
额贷款公司９家，年末贷款余额７５９亿
元，比年初增长５２０％。

■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５９２４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２６３％。其
中，进 口 总 额 ２５３０亿 美 元，增 长
２６４％；出口总额 ３３９３亿美元，增长
２６３％。按贸易方式分，加工贸易出口
１８７６亿美元，增长３０２％；一般贸易出
口１４６６亿美元，增长２４５％。
　　全年批准外资项目１１７个，其中新批
８８个，增资２９个。合同外资总额２１６０７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６９％。引资项目
中，第二产业项目数 ２７个，合同外资
１１４８３万美元；第三产业项目数８９个，合
同外资９３２４万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实际
投资额１６９０８万美元，增长８３％。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按照统筹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注重基础设施先

行，注重社会公共事业先行，提升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年内，宝安公

路顾村段、镜泊湖路基本建成，潘泾路三

期完成 ９５％工作量。区体育中心和图
书馆工程竣工交付使用；大场医院、华山

医院北院、检察院、法院等项目建设顺利

推进；完成 ７０个小区消防公共设施改
造；完成张庙地区１２万户燃气内管改
造。拆除违法建筑３１６７万平方米。
　　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住房供应结
构得到优化。全年实现房地产业增加值

６２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９％。完成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２７４９１亿元，增长

５３５％；施工面积 １２７２９万平方米，增
长１７８％；竣工面积３２４３万平方米，增
长９９８％；商品房销售面积２７１２万平
方米，增 长 ５９２％；商 品 房 销 售 额
３６６５８亿元，增长４０２％。存量房交易
面积１１５４万平方米，下降２２６％；存量
房交易金额１５３４５亿元，下降７３％。

■信息化　推进信息化项目和基础设施
建设，全年电子政务领域信息化项目１９
项，投入专项资金１５００万元。完成通信
管线建设 １５４条路段 １２６３沟公里，完
成１０个村级公共服务中心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完成１８５个小区、２６万户光纤
建设和改造。有序发展公共通信产业。

至年末，全区固定电话用户４３３２万户，
其中住宅电话３０６８万户；互联网用户
３０８万户，宽带接入２７７万户，平均带
宽超过２兆；无线网络覆盖７１５个商务
楼宇和公共服务场所；基站８８６个；ＩＰＴＶ
用户８２万户。提升信息技术应用水
平。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３０８万人，发
放１６周岁以上社保卡２２６万张、学籍
卡２２６万张、敬老卡 ０８１万张。全年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主页访问量

２８３３５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３４％。政
府部门主动公开信息０３７万条；依申请
公开政府信息０１４万条；提供服务类信
息２５４万人次。

■教育和科学技术　至年末，全区有各
类学校 ２８７所，在校学生 １４９９万人。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城乡基础教育

均衡优质发展。年内新开办６所幼儿园
（含１所分园）和２所学校。与华东师范
大学签约合作共建“沪太路新农村发展

区”项目（三期），与上海师范大学合作

举办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经纬实验学校。

启动第三轮郊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委托

管理工作。

　　加大自主创新推进力度，完善科技
创新环境。年内列入国家、市级各类科

技计划项目４６项，获资金资助１４３５万
元。１个项目获市技术发明二等奖，４个
项目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列入市高新

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３３项。支持产学研
合作项目 ３４个，创新服务平台项目 ３
个，新建企业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１个。
全年专利申请量５１５９件，其中发明专利
１８８９件。专利授权量３３６６件，其中发明
专利 ７５１件。成功创建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
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区和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
年度全国科普示范城区。加强科普设施

建设，普及科学知识。上海长江河口科

技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至年末，全

区有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３家、市级专
题性科普场馆４家、市级科普教育基地
１１家。全年举办“万人科普培训”５７７
期，参加市民３１９万人次。

■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事业加快发
展。全年文艺演出下乡１００场；公益电
影放映５１６１场，观众５０万人次；文化资
源配送５９０次。成功举办第七届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来自１３个国家的文
艺团队近３００名民间艺术家参加，组织
各类活动１４０余场次。以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为主题，举办“百团百歌
百姓”红歌电视大赛等活动。大型现代

沪剧《红叶魂》参加２０１１年全国现代戏
优秀剧目展演，获“２０１１年全国现代戏
优秀剧目奖”。《红梅颂》巡演 ５０场。
区广播电视台被中国广电协会授予“全

国县级广播电视系统十佳电视台”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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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全区有区级文化馆２个，街镇公
共文化站（中心）１２个，区级图书馆 １
个，街镇图书馆１２个，娱乐经营场所３２０
家，影剧院 ６家，区有线电视分中心 ４
个，有线电视用户数达５０６万户。全年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５０９７小
时，其中自办节目２９２６小时；区电视台
公共节目播出时间５９９４小时，其中自办
节目１９９５小时。《宝山报》出版５０期。
　　加大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
群众就医条件。华山医院北院、大场医

院迁建工程结构封顶；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期医技病房楼竣工。依托４个医疗服
务联合体，提升全区整体医疗水平和居

民健康水平，市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

９１１％，建成４６个家庭医生工作室。户
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８２３岁。至年末，
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４０家，卫生技术人
员６３１８人，医院核定床位 ４５２３张。全
年门急诊 ９９５２６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３０％；入院９８４万人次，增长４８％；住
院手术２８９万人次，增长１９２％；健康
检查４１６７万人次，下降９４％。民营医
疗机构（不含诊所）卫生技术人员 ３１２
人，年门诊量８９０万人次。
　　竞技体育取得成果。宝山区培养、
输送的运动员许昕和队友在第５１届世
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男双冠军，射击运

动员莫俊杰和队友获２０１１年射击世界
飞碟锦标赛男子飞碟双多向团体冠军。

在上海市十项系列赛中，宝山区获青少

年组２３枚金牌、２３枚银牌和３１枚铜牌。
组队参加上海市第七届农民运动会，竞

技类项目获５个第一名，展示项目获 ４
个一等奖。加快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

系。成功举办“宝松杯”百企足球赛、

“罗泾杯”百村篮球赛、百队羽球赛等

“百字”系列活动；举办区首届群众体育

大会。全国第三次国民体质监测市民达

标率９７％。年内宝山体育中心全面竣
工，部分全民健身设施对外开放，新建５
个百姓健身房，５条百姓健身步道，１个
百姓游泳池。

■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至年末，
全区户籍人口８９５１４４人。其中，非农业
人口８４４３６２人。全年出生人口６４８４人，
出生率７２９‰；死亡人口６９０２人，死亡率
７７６‰；人口自然增长率－０４７‰。据上
海市统计局反馈，年末常住人口１９３５万
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７７９３万人。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激发创业活力，
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全年新增就业

岗位 ２８９６７个，实现非农就业 ６８９５人。
帮助成功创业６５４人，带动就业５８６０人，
开业贷款担保１１２笔４３０７万元。安置
就业困难人员１６９３人，安置“零就业家
庭”成员就业５２户，完成公益性岗位政府
托底安置２２８万人，对认定困难的１６名
高校毕业生全部推荐上岗。至年末，全区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２９５６７人。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据抽样调
查，全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９６０４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２％；人均消费
支出１９８１８元，增长７５％。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８１２１元，增长
１２５％；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２１１１元，增
长１２３％。平均每百户城区居民家庭耐
用消费品拥有量：家用汽车１５辆，空调
１９４台，电脑９０台，彩电１８０台，电冰箱
１００台。平均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耐用
消费品拥有量：家用汽车１１辆，空调１６５
台，电脑 ５５台，彩电 １７３台，电冰箱 ９９
台。至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１０４７２３
亿元，比 年 初 增 加 １０９５２亿 元，增
长１１７％。
　　住房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居民居
住条件进一步改善。全年竣工新建居住

区配套公建设施４８５６万平方米；拆除旧
住宅建筑面积４６６３万平方米，动迁居民
２７２４户；完成旧住房综合改造１２０４６万
平方米。全年新开工市属保障性住房

２６６万平方米，区属保障性住房８８万平
方米，筹措公共租赁房１０９６万平方米。
至年末，廉租住房受益家庭２７８０户，其中
年内新增２９５户；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家庭
１４３２户。居民住房成套率９９３％。
　　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至年末，
全区共办理镇保转城保３３９万人；外来
人员综保转城保１９８７万人。新农保参
保人员０５５万人，养老人员１３９万人。
新农保养老人员月平均养老金４８３元，其
中参保养老人员月养老金５５４元，老年农
民月养老金３７０元。落实新征用地人员
社会保障０５万人，落实历年遗留问题人
员社会保障４３人。区征地养老人员的月
生活费标准由７６５元提高到８６５元。至
年末，全区居民医保参保人数１３４３万
人；市民帮困参保人数１７４万人；参加农
村合作医疗保险４１５万人。
　　发展养老服务。至年末，有养老机
构３６家，床位 ７６７６张，收养人数 ４０９０
人。其中社会投资开办的 ２１家，床位
３８７１张。有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１３家，助老服务社１４家，为１１６万名老
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推进扶贫帮困。全年投入社会救助
资金２２２亿元，有２５２４５人享受城镇最
低生活保障，有１１７７人享受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年内安置残疾人就业２２９人，为
６２７名重残无业人员提供机构和居家养
护服务。１４所阳光家园吸纳６１８名残疾
人参加劳动就业、康复培训，２１９名农村
残疾人享受“新农保”政策。率先在全市

建立公办的宝山区自闭症康复训练中心，

２５名自闭症儿童享受专业及个性化的康
复服务。至年末，有１０１家福利企业，从
业人员５６９１人，其中残疾人１８９９人。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全年区级环境
保护总投入２２６８亿元，对九大领域共
２１８个项目实施推进。顾村镇、庙行镇
启动生态镇创建工作，完成４个村的生
态村创建。组织各类检查３３８４户次，立
案处理１１９家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１１１家。完成各类污染源环境监测１０９３
户次，对１２户严重超标企业实施限期治
理。全年关停并转企业 ５７户。全区区
控工业企业废水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

１４个，ＣＯＤ减排１６０３吨、ＮＨ３－Ｎ减排
１２３２吨；废气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 １０
个，ＳＯ２减排６１４５６吨、ＮＯｘ减排９６６６
吨。东 城 区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率

９４２％。年内完成潘泾一期、荻泾四期
等骨干河道综合治理，区域骨干河道治

理率达到７０％；完成吴淞工业园区南部
９公里污水管网和北部五镇１１６公里二
级管网敷设，完成１０７家企事业单位污
水纳管及１５３７万平方米小区的污水纳
管工作，城镇污水纳管率达到 ８５％；农
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３２８户，累计１１５
万户，实现农业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

集中处置全覆盖。新建绿地面积２４４公
顷，其中公共绿地６５公顷，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由上年的４２％提高到４２２％，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由上年的２２平方米提
高到２２２平方米。滨江绿带一期、生态
专项、罗泾港区沿海防护林等绿化项目

竣工。

　　安全生产事故持续下降。全年生产
安全死亡事故１３起，比上年下降３８１％，
死亡１３人；道路交通事故１５６起，下降
１７０％，造成１０３人死亡，财产损失８４６５
万元；火灾事故７２７起，增长２０４％，造成
３人死亡，财产损失７３２５２万元。
　　注：摘自《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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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是“十二五”开局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也是实现宝山“四
个更”（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

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目标的关

键年。区委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市委要

求，完成“十二五”开局年各项工作，为

宝山科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落实市委下达的各项目标任

务。做好重点地区转型，滨江发展带核

心功能区主体框架基本成型，宝山区“上

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

被纳入首批上海市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建成开港，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二期、长江河口科技馆建成开放，滨

江景观绿带基本建成；吴淞客运中心、星

月国际商务广场建成启用，临江商业商

务中心、零点广场、宝杨路码头交通枢纽

等配套项目加快推进，滨江地区逐步从

岸线生态修复、核心功能项目建设转入

沿江岸线整体调整、滨江效应向腹地延

伸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启动上港十四区

转型工作，编制完成控详规划，研究创新

土地供应新模式，探索成片大型国有企

业转型开发，成为全市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的成功试验。加快吴淞工业区调整转

型，与宝钢建立合作协调机制，启动实施

从全面调整到全面转型的规划研究、政

策梳理等前期工作。全面实施南大地区

综合整治开发工作，一期１７０公顷土地
生态绿化、市政道路和农民动迁配套房

建设加快推进，３０公顷绿地建设完成施
工设计，关停、动迁企业 ３９家，启动 ２０
家高风险、高污染企业关停工作，４条市
政道路进入报建阶段，２２万平方米动迁
配套房落实开发单位。推进大型社区建

设管理，带动北部地区城市功能和形态

提升。协调推进罗店大型社区建设，一

期６３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性住房建设进

展顺利，二期１１０万平方米全面开工，２１
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完成前期准备工

作，实现“当年规划、当年开工、当年全面

建设”的目标；顾村大型社区历时５年开
发、总建筑面积 １８０万平方米、可入住
４５万余人的“上海馨佳园”项目完成整
体交接并迎来入住高峰，开发建设重点

由工程建设向后续管理转移；完成市下

达的３０６万平方米保障房新开工任务，
为全市完成保障房建设任务奠定坚实基

础。推进老镇旧区改造，大场老镇改造

动迁工作基本完成；启动罗店老镇建设，

完成核心风貌区市政基础设施一期工

程；顾村老镇确定改造体制模式和运行

机制；杨行老镇完成规划编制；泗塘、海

滨等旧小区成套改造累计完成１６幢３１
万平方米，新开工成套改造８幢、“平改
坡”３幢２９万平方米，启动张庙一条街
综合整治，吴淞八棉二纺旧里改造完成

第一轮意见征询。推进重大实事项目，

把民生问题放在优先位置，组织实施好

城市管理、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等涉及群

众切身利益的市政府实事项目，将１０件
实事逐项分解细化成２３个小项，落实１４
家责任单位，制定目标责任制，并对项目

建设进行跟踪督查，２３个实事项目全面
完成。完成在１２个街镇６６条（段）道路
推行道路洁净工程、友谊路街道垃圾分

类试点等工作；新办５所幼儿园和３所
分园，引导社会力量举办１０所民办三级
幼儿园，缓解学前教育入园难问题；在

２０家标准化菜市场建立蔬菜流通追溯
系统，完成２１家集贸市场３０套自助公
平秤安装工作，确保群众食品安全和交

易公平；完成３条百姓健身步道和２家
社区活动中心健身设施建设。完成换届

选举工作，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开展区镇

村三级换届工作。坚决贯彻“５个严禁、
１７个不准和五个一律”要求，把严肃换
届纪律贯穿于换届工作、开展换届考察、

组织换届选举的全过程，及时把握干部

队伍思想动态，教育引导干部正确对待

进退留转，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作

风不散。指导完成村居党组织换届，重

点跟踪暂缓选举村和“难点村”的党组

织换届选举，指导培训各街镇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作，完成１１１个村党组织、２９０
个居民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完成镇

换届工作，加强对镇班子运作和配备情

况的研判，研究制订镇党政领导班子换

届工作意见，分批对各镇党政领导班子

进行调整。推进区换届工作，按照市委

要求，配合做好区领导班子换届考察工

作，完成市委考察组布置的有关工作任

务。完成代表和委员的推选工作，分析

研究确定区党代表选举工作的总体安

排，做好区、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有关工

作和政协委员提名协商工作，严把政治

关、能力关、程序关。

（二）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提升融

合并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

优化结构布局。全年完成７６个调整项
目，盘活存量土地近６０公顷。依托五大
重点地区转型发展，区域四大板块功能

逐步凸显：东部，以滨江地区为核心，形

成邮轮服务经济及配套产业；南部，以轨

道交通１、３、７号线为核心，形成一批各
具特色、错位发展、带动性强、效益显著

的服务业集聚区；西部，以大型社区为核

心，形成居住生活、商业商务、生态绿化

相融合的现代化城区；北部，以宝山工业

园区、罗泾港配套产业园区为核心，形成

具有支撑型、引领性作用的产业基地。

完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开展循环经济

试点区建设，分解落实节能降耗目标，推

广“节能五色管理法”，将管理对象由年

耗能１０００吨标煤以上扩大至年耗能５００
吨标煤以上企业，占全区规模以上企业

综合能耗量８５％以上。２０１家重点用能
单位中有１４６家实现综合能耗和万元产
值能耗“双下降”。对全区２６家重点用
能单位实施４０多个节能工程改造项目，

３３



节能１万吨标煤。全年工业综合能耗总
量７１万吨标煤，工业万元产值能耗下降
５％。促进经济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
提升，推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三次产业

比例调整为０３∶４４∶５５７。现代服务业
集聚发展，沿滨江带和３条轨道交通线，
一批老厂房、老仓库、老码头、老堆场改

建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软件信息、动漫

衍生、电子商务等特色服务业逐步聚点

成线、连线成面，成为转型发展的支柱产

业。加快推进载体项目，建成绿地北郊

商业广场一期等１０个项目，宜家家居等
１２个项目开工建设，绿地风尚天地等２０
个在建项目加快推进。航运大厦税收亿

元楼创建成功，１６家入驻企业实现税收
１０５６３万元，平均每平米实现税收１４万
元。优化商业布局，北中环地区列入“十

二五”期间上海商业建设各具特色的新

兴地标性商业之一。全区拥有上海智力

产业园、复旦软件园等９个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区，数量排名全市第二，建筑面积

８２４万平方米。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
上海智力产业园和上海呼叫中心产业基

地海宝园获“上海市品牌建设优秀园

区”称号，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和半岛

１９１９被认定为“上海市创意产业集聚
区”。提升制造业能级，装备制造、电子

电器等产业发展态势良好，高博通信二

期等一批先进制造业项目建成，马拉松

革新电气等一批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启

动建设。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围绕新

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引进１２
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总投资３５４亿
元，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６３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开展产、学、研
合作，３４个合作项目立项，组建钢之杰
院士工作站，新建创新服务平台１个，在
全市率先开展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认定

工作，年内新增４家，全区累计达１６家。
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完成集体合作农

场向农业专业合作社转型，全区共建立

５１个合作农场（合作社），农场职工人均
年收入１７万元；发挥规模经营、农机装
备等优势，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稳定。“三夏”期间，宝山区是全市区

县中唯一按时全面完成抢收抢种任务

的。完成区优质稻米产业化基地建设，

罗店镇天平食用菌产业化基地二期、月

浦特色水果基地等项目加快建设，洋桥

牌“宝农３４”大米连续第三年获上海市
优质稻米评比金奖。罗泾、罗店两镇成

功创建“上海市农机平安示范镇”。增

强区域发展活力，完善政策措施，营造多

元融合、持续协调的发展环境，为转型发

展提供充足后劲。提高经济管理能力，

安排３５亿元财政资金，完善并实施“１
＋９”等调结构、促转型政策措施，开通
“专项资金网上申报平台”，发挥财政资

金引导功能。规范政府投融资平台，政

府负债率处于全市最低水平。成立复旦

软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

扶持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电子政务建

设和网上协同办事，获“２０１１年中国城
市信息化管理创新奖”。完善金融服务

体系，基本形成鼓励金融发展和创新的

政策体系，制定实施金融业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成立首家村镇银行，稳妥推进小

额贷款公司发展，引导银行信贷投向产

业转型升级项目。全区２１家银行、１３家
证券公司、７家保险公司与 ９家小额贷
款公司、４家融资性担保公司、３家典当
行共同为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提

供优质金融服务，全年金融业实现增加

值５８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５％，对全
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８％。改善发
展环境，成功举办中国（上海）国际网络

购物大会、第八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

论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成功引进跨

国公司总部林肯电气，新增合同利用外

资２２亿美元。加快企业上市培育工
作，海隆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

功上市。优化外贸结构，完成进出口总

值５６５亿美元，其中出口总值 ３２５亿
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９％。推动商旅文联
动发展，罗店镇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示范点”。国资集资实现保值

增值，总资产达到７９５５亿元，监管实现
全覆盖。组建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

心，扶持非公经济发展，非公经济占增加

值比重达５２５％。推进合作交流工作，
对口支援节点目标按时完成。

（三）城乡建设和管理。提高生态

质量，深化和完善“网格色标环境管理”

机制，加强总量控制、污染减排等工作，

区域降尘量为８吨／月·平方公里，下降
８个百分点，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９０％
左右。顾村公园一期建成开放，二期动

迁等前期工作加快推进，成功举办“２０１１
上海樱花节”，接待游客超过７０万人次。
友谊公园改造竣工，罗溪公园获“上海市

四星级公园”称号，新增各类绿地２４４公
顷，“一环五园”、一街镇一公园生态网

络系统初步形成。全区林木绿化率达

２４３％、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２２２平方
米，分别高出全市平均水平３５个百分

点、９２平方米。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区”工作通过初步验收。加强水环境治

理和保护，完成潘泾一期和荻泾四期等

项目建设，潘泾二期和北泗塘水系沟通

工程等新建项目全面开工，界泾、杨泾等

界河整治项目启动，骨干河道综合整治

率达到７０％。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重大市政工程，长江西路越江隧道

工程居民动迁签约率达８５％，Ｓ６公路完
成单位动迁９６％，完成居民动迁 ８６％，
宝安公路顾村段、镜泊湖路基本建成，潘

泾路三期基本完成道路和桥梁工程，?

藻浜康宁路大桥开工建设，宝钱公路完

成拆迁工作，宝嘉公路（沪太路—Ｓ７段）
完成居民动迁，单位动迁完成６０％。优
化公共交通体系，研究制定顾村、罗店大

型社区公交基础设施配套方案，新辟调

整公交线路１５条，完成３处公交首末站
建设，启用宝杨路码头临时站点。推进

污水管网建设，完成吴淞工业区南部和

北部五镇总计２０６公里二级管网铺设、
１０７家企事业单位和１５３７万平方米小
区的污水纳管工作，城镇污水纳管率达

８５％，基本实现农业保护区内农村生活
污水集中处置全覆盖。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建立健全世博后城市管理长效机制，

加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推广道路

组团式保洁法、“飞行保洁法”，启动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工作。完善城管执

法机制，城市网格化管理处置及时率、结

案率分别提高到９８８％和１００％。加强
城市安全运行管理，推进“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创建工作，全面开展建筑市场

专项整治自查和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完

善拆违控违长效机制，组建违法建筑快

速查处综合执法队伍，３６９个村居通过
拆违控违达标验收，坚决遏制跨门经营、

乱倒渣土等行为。建筑业监管水平、物

业管理市民满意度不断提高。

（四）以民生改善为重点的社会事

业和社会保障。加快推进社会事业内涵

式发展，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群众享

有舒适便捷、均衡发展的现代城市生活。

发展教育卫生事业，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推进４个创新教育联合体工作，基本形
成资源共享、管理共建、教学同质、城乡

对接、均衡发展的新型办学机制。整体

提升城乡教育硬件水平，完成７所学校
改扩建工程和５个“校安工程”抗震加固
项目，新建、迁建学校和幼儿园８所。提
高教育质量，推进“名校长、名教师培养

工程”、“中小学生课外文体工程”、“阳

光体育”等素质教育，宝山区学生在第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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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届世界头脑奥林匹克决赛中获高中
组亚军、中学组第四名；全区公办高中高

考本科达线率７６８％，创历史新高。依
托４个医疗服务联合体，提升全区整体
医疗水平和居民健康水平。完善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华山医院北院、大场医院迁

建工程等结构封顶，中西医结合医院二

期医技病房楼竣工。协调推进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开展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革，

完善政府投入补偿机制，社区卫生服务

工作转入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的新模式，有效降低群众医疗费用。完

成“市民健康档案卫生信息化工程”试

点工作，居民诊疗信息实现市、区医院互

联互通，市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９１１％。落实家庭医生责任制，建成４６
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开展便民诊疗服务、

送医送药送健康等活动。淞南镇通过

“国家卫生镇”复评，罗店镇创建工作全

面启动。区本级财政用于科技投入占一

般预算支出比重达 ４５％，增加 ０９亿
元。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陶瓷科技艺

术馆、长江河口科技馆被命名为“上海市

专题性科普场馆”，中国工业设计博物

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被命

名为“上海市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庙行

镇、淞南镇、高境镇成功创建“上海市科

普示范镇”，宝山区获“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
度全国科普示范区”称号。开展以“创

新型城区建设”为主题的万人科普培训

活动，累计完成培训５７７期３１８９６人次。
加快体育设施建设，宝山体育中心建成

开放，完成２处社区公共运动场和５个
农民健身家园建设；“开展百字系列”群

众体育活动，成功举办宝山区第一届群

众体育大会，被评为“全国全民健身活动

先进单位”；成功举办美兰湖高尔夫名人

赛，成为宝山体育新名片。开展人口计

生工 作，流 动 人 口 计 划 生 育 率 达

９０７％，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达９９５％，
被评为“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

革示范区”，推进“全国人口计生综合改

革示范区”争创工作；大场镇通过“全国

人口计生依法行政示范镇”评估验收，在

全市率先成立镇级“人口和家庭服务发

展中心”，首创政府支持、民非运作的家

庭计划指导服务模式。完善文化设施，

建成宝山图书馆（新馆）、５个新农村文
化活动分中心，改造月浦文化馆影剧院。

开展文化下乡活动，组织演出７０场，文
化资源配送３００余场，放映电影４６００余
场。组织文化创作，编演大型现代沪剧

《红叶魂》代表上海赴京公演，获“全国

现代戏优秀剧目奖”，《红梅颂》演出５０
场。成功举办第七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并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项目”。建设“一地一品”等特

色文化品牌，罗店镇成功创建“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罗泾镇创建成为“上海

市民间艺术之乡”。开展精神文明创建，

友谊路街道居民袁双凤事迹入选市精神

文明十佳好人好事，淞南镇成功创建为

“全国文明镇”，友谊路街道获“全国文

明单位”称号，一批单位获全国精神文明

创建工作先进称号，市级文明社区、文明

镇创建实现全覆盖。加大民生保障力

度，提高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联度，

使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人民生

活在更高基础上的持续提高。全区民生

投入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达５５％，比上
年提高５个百分点，增加４８亿元；新增
就业岗位２８９９０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控制在３万人以内；农村新征用地人员
１００％纳入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完成
全覆盖，做到“应保尽保”。坚持自主就

业、扶持创业和就业援助相结合，加大就

业服务和技能培训力度，加强劳动力市

场监管，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有

效化解劳动纠纷。就业困难人员、“零就

业家庭”按时安置率保持１００％，实现非
农就业６８９５人，帮助成功创业 ６５４人，
带动就业５８６０人。开展就业政策“进高
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的

“五进”活动。启动区首个创业实训基

地—月浦镇创业实训基地，为探索创业

服务新模式提供样本。完善保障和救助

体系，完成综保转城保 １９８７０２人，占总
人数的 ９６６％；完成镇保转城保 ３３８７４
人，占总人数的９８８％。推进新农保制
度试点工作，实现新农保制度全覆盖。

妥善处理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征地落实

保障率达１００％，推进征地养老人员区、
镇集中管理；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标准达

到１３５２元，居全市前列，应参合率和应
保尽保率保持１００％。完善“一口上下”
救助机制，区社会救助中心、街镇社会救

助事务所、居（村）委会救助协理员三级

社会救助网络基本建立。完成顾村敬老

院、大场祁连敬老院改扩建工程和杨行

敬老院新建项目，吴淞街道淞青老人助

餐点对外开放，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

４４０名。推进安居工程，廉租住房制度
实现“应保尽保”，新增租金补贴家庭

２９５户、租金减免家庭２４７６户，筹措廉租
住房２５６套。首轮 ２４１７户经济适用房
受益家庭通过审核，２０９０户完成选房，

第二轮受理工作有序推进。１６６万平
方米公共租赁房启动建设，区属８８万平
方米动迁安置房开工建设。落实农村村

庄改造五年行动计划，完成９个村２１４３
户农户的村庄改造。一批社区商业中

心、便民服务网点建成开业，６个标准化
菜市场和改造项目全面完成，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

（五）社会管理。社会保持和谐稳

定，社会治安形势总体稳定可控，全区刑

案总量比上年下降０７％，１１０报警总量
下降３５％，公众安全感指数为 ８５６６，
列全市第７位，区和１２个街镇均达到上
海市“平安城区”、“平安社区”申报标

准。全区信访总量下降４８％，信访积案
清理、第一批进京重复访交办件化解率

均达到１００％。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达
到市下达控制指标的 ５２％，区域亿元
ＧＤＰ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为 ００１７％。
完善区、街镇、村居三级管理体制，初步

建成情报研判与指挥一体化平台，街镇

综治中心和“六位一体”（综治、警务、治

保、信访和人民调解、社区保安和治安防

范志愿者、来沪人员服务管理）综治警务

室“六联”（治安联防、矛盾联调、工作联

动、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社会管理联抓）

机制实现全覆盖。开展重点地区排查，

开展“宝剑”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提升社

会面防控水平。建立健全群防群治网

络，扩大“红袖章”队伍，推进“三必”（陌

生人必问、可疑者必查、来访者必带）工

作法，提高群众自治管理积极性。打造

平安宝山，充实基层“六无”（无“八类”

刑事案件、新发现吸毒人员和邪教非法

活动，无越级集访和非正常上访，无房屋

租赁“群租”现象，无无证照食品生产加

工点、餐饮店和废旧金属收购站，无安全

伤亡事故，无新的违法建筑产生）平安创

建活动内容，开展“无刑案村居委”创建

活动，加强反邪教工作和重点人群帮教

管理。开展“六五”普法活动，提升公共

安全保障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滚动实施安全隐患排查，强化整改落

实，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成立区

消防安全委员会，整合区域资源，完成

７０个旧小区消防公共设施改造，加大道
路交通、生产经营、地下空间等领域安全

监管力度，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加大无

证无照经营综合整治力度，成立食品安

全委员会，开展食品安全大检查，维护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群体性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妥善处置“４·２０”集卡司机集
聚事件。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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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评估机制，建立健全大调解体系，全

面实施医患纠纷、交通事故等矛盾纠纷

化解委托人民调解联动制度。落实领导

包案、接访、下访和区领导联系重点信访

人等制度，建立基层信访代理工作平台，

畅通网上信访渠道，探索完善信访终结

和律师第三方参与等机制，一批信访积

案和社会矛盾成功化解。

（六）党的建设。围绕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组织开展“学党史、知
党情”专题报告会、优秀共产党员典型事

迹宣讲和图片展、优秀群文节目展演、

“百团百歌百姓”红歌大赛、拍摄“红色

记忆”专题宣传片等系列活动。发挥东

方讲坛、社区学校等平台作用，推进党的

创新理论进基层、进社区。加强新闻宣

传和舆情应对工作，组织内宣、外宣和网

宣，有序有效推出主题、典型和成就报

道，营造并保持良好的舆论氛围。加强

党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严格执

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和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督制度，深化干

部人事制度改革，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提

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推进农村、社区、

“两新”组织、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建工

作，完善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发挥村居

党组织书记、主任“排头兵”作用，开展

党支部书记教育培训，推进“公推直

选”，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

和战斗力。开展党代表集中联系社区、

党代表接待日活动，推进镇党代会常任

制试点，增强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参与

党内监督作用。落实区“十二五”人才

发展规划，完善人才工作机制，加强对优

秀人才的吸引、凝聚和服务工作，营造良

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深化党风廉政建

设，加大对中央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开展“４＋
３”（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程建设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小金库”专项

治理和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

专项治理，规划土地管理问题专项治理、

乡镇财政性资金管理不规范等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规

收送礼金礼券购物卡问题专项治理）专

项治理工作，建立“宝山区纠风监督平

台”，落实干部重大事项报告、经济责任

审计等制度。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开展

“百位书记话廉政”和岗位廉政教育活

动，推进“滨江清风”廉政文化品牌建

设。严格落实党内监督各项制度，开展

巡察和派驻纪检组工作，逐步健全权力

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运用“制度加科

技”，健全预防腐败制度和机制。推进基

层党组织党务公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

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加强

办信查案工作，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

震慑力。推进区委常委会自身建设和民

主政治建设，完善地方党委工作机制，召

开区委五届十四次、十五次、十六次全会

和区第六次党代会、区委六届一次全会，

定期召开常委会，研究、讨论、部署工作。

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常委会议事

规则和“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人

事任免、重大项目、大额度资金使用）集

体决策制度，提高议事质量和决策效率。

开展联系基层、蹲点调研等工作，发挥党

员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配合市委

巡视组和市政府审计、检查等工作，抓好

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坚持和完善党委

中心组学习制度，提高学习针对性和有

效性，区委中心组提升“十二五”发展规

划编制水平的学习成果，被评为“上海市

中心组学习实践创新成果”。支持区人

大、区政府和区政协党组开展工作，组织

建立社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服务机

构，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

正行使司法权。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加强对统战工作领导，开展“滨江统战

情”系列主题活动，深化“上海市党外代

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开展第三批

挂职锻炼工作。加强和改进工商联工

作，开展民族、宗教、侨务、港澳台、新阶

层工作。制定实施进一步加强党管武装

工作的意见，推动高标准“窗口”部队建

设，提升民兵预备役遂行多样化任务能

力，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推

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按章程履行职责，

推进老干部、保密、档案、红十字、社会组

织、社会慈善等工作。

（七）特色工作。初步显现城乡一

体发展格局，细化落实“３５８、６５０”统筹城
乡一体化指标体系，组织实施一系列民

生保障实事工程，累计完成交通出行、社

会管理、教育卫生等方面３９个重大实事
项目，全年民生投入７２亿多元，占公共
财政支出５５％。完善支农惠农政策，启
动新一轮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活动，加

大对经济相对薄弱村的扶持力度，缩小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２０１１年农村居民收
入增幅超出城镇居民１３个百分点。轨
道交通７号线区域内站点全线开通，１、
３、７号线贯通全区，宝山和中心城区实
现全面对接。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城乡道路通达水平，改善北部地区

农民的生活居住环境。统筹城乡社会事

业发展，优化教育、医疗等资源布局，完

善区、街镇和村居文化和体育设施，辐射

带动城乡公共服务能力同质发展。整合

区、街镇、村居三级管理力量，完善社会

问题发现、处置和反馈机制。推进社会

管理创新，聚焦社会管理焦点、难点问

题，推进“一街镇一村居”社会管理创新

综合试点工作，探索“镇管社区”、大型

社区服务管理新模式。组建顾村馨佳园

居委会联合服务中心，建立社区“大联

动”机制，搭建“五融”（思想融通、组织

融入、生活融合、文化融汇、感情融洽）服

务平台，推行精细化网格化管理，开展一

门式便民综合服务，动员社区居民和社

区单位共建共享。顾村镇星星村探索符

合宝山城乡接合部地区特点的社会综合

管理新模式，建立“社区管理工作委员

会”，采取“一站式”服务、外来人员与村

民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实行封闭式管理

的农村社区化管理模式，得到市委、市政

府的肯定。开展上海市户籍“人户分

离”人员居住地管理试点工作，推进实有

人口信息质量管理专项行动，确保实有

房屋登记信息准确率达到 １００％、实有
人口信息登记准确率达到 ９５％。加强
人口流动前瞻性研究，结合产业结构调

整、房屋租赁管理、居住证办理等工作，

探索建立有效管用的来沪人员服务管理

机制。推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利用各

自优势，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中发挥作用。夯实基层基础，

围绕“攻坚克难转方式，强基固本促和

谐”的主题，以“坚持‘三深入’，推进‘三

争先’，实现‘三促进’”为载体（坚持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矛盾，积极推动

党员争当先锋模范、党组织争创先进组

织、单位争做先进集体，努力实现促进和

谐、促进稳定、促进发展的目标），开展创

先争优活动，做好领导点评、公开承诺和

在职党员主动到村居党组织联系、报到

等工作；表彰、宣传一批“两优一先”先

进典型，弘扬“排头兵”精神，形成“比、

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开展“组团

式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改进和完善联系

群众的方式方法，探索建立以党组织为

核心，基层政府行政组织和基层群众团

体、自治组织管理相结合的服务群众格

局。以“红帆工程”建设为总抓手，做好

非公企业的梳理排查和流动党员的排

摸，推进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组建指

导组和督查组，加强组织协调，“难点

村”治理工作基本完成。推进农村基层

规范化管理，完善农村集体“资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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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监管体系，在全市率先实现涉农资

金网上监管全覆盖。 （葛　蕾）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区第六次党代会上参加投票 摄影／浦志根

区党代会与区委全会
■区委五届十四次全会　７月１８日，在
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会议

主题是：全面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九届十五次全

会提出的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实力更

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社会

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和区委五届十三

次全会的工作部署，回顾总结上半年工

作，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动员全区党

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振奋精神、团结拼

搏，开拓进取、扎实工作，统筹兼顾抓推

进、以人为本抓管理、齐心协力抓落实，

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胜利实

现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目标、确

保“十二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而不懈

努力。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传达

市委九届十五次全会精神，并就区委常

委会工作报告作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斯福民讲话。全会表决通过《关于递

补刘发林同志为区委委员的决定》以及

全会决议。

■区委五届十五次全会　９月５日，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主

题是：酝酿讨论并表决通过《关于召开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六次代表

大会的决议（草案）》。区委书记吕民

元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

亚平作《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

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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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代表大会

的决议》。

■区委五届十六次全会　１２月７日，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主题

是：审议区委向区第六次党代会提交的

报告（讨论稿），讨论区纪委向区第六次

党代会提交的工作报告（送审稿），通报

全区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通报市

委关于六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

员候选人建议名单的批复情况，决定关

于召开区第六次党代会的时间和日程。

区委书记斯福民代表区委常委会，就区

第六次党代会的主要任务、内容、开法、

要求，以及区委向区第六次党代会提交

的报告（讨论稿）的形成过程作说明；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汪泓主持会议；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章俊荪就区纪委向区第六

次党代会提交的工作报告（送审稿）的

形成过程作说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盛亚平通报市委关于六届区委委员、候

补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的批

复情况，并作关于全区党费收缴、使用和

管理情况报告的说明。全会表决通过区

委向区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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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第六次党代会　１２月 ２０日 ～２３
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

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精神，

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和“十二五”

规划，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再接再厉，乘

势而上，为全面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

设而共同奋斗。１２月２０日，举行第一次
全体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希

到会祝贺；区委书记斯福民作《加快转型

发展、深化城乡统筹，为全面推进现代化

滨江新区建设而共同奋斗》的报告；区委

副书记、代区长汪泓主持会议。１２月２２
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区委书记斯

福民主持会议。大会表决通过《大会选

举办法》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１２
月２３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区委书
记斯福民主持会议。大会选举产生新一

届区委委员３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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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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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秘书长袁鹰宣布斯福民为

区委六届一次全会总召集人，章俊荪为

六届区纪委一次全会总召集人，并通报

代表提案审议和立案的情况。

■区委六届一次全会　１２月２３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斯福民主持

会议。全会选举斯福民为区委书记，汪

泓、袁鹰为区委副书记，斯福民、汪泓、袁

鹰、夏雨、章俊荪、周德勋、盛亚平、胡晓

春、曹锡康、钟杰、杜松全为区委常委。

区委书记斯福民代表新一届区委常委

会，作“四个带头”（带头坚持科学发展

观，带头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带头维护

团结，带头廉洁从政）的表态，介绍２０１２
年区委常委会工作要点的主要内容，提

出关于２０１２年工作的总体思考。
（葛　蕾）

重要会议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第三
批党外干部挂职工作会议　１月 ４日，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吴捷、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

德勋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

亚平宣读挂职方案。会上，挂职干部、接

收单位、选派单位和民主党派市委代表

发言。

■政法综治工作大会　１月３０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

吕民元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斯福民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陆学明作区政法综治工作报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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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长杨杰宣读表彰决

定。会上，主席台领导为获奖单位和个

人颁奖，月浦镇、吴淞街道、区公安分局、

区工商分局作交流发言。

■区委保密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
２０１１年保密工作会议　３月３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回顾总

结２０１０年保密工作，具体部署 ２０１１年
工作。区领导陆学明、钟杰出席会议。

■治安辅助力量总结表彰大会　３月１５
日，在区公安分局大礼堂召开。会议回

顾总结２０１０年度治安辅助力量工作，具
体部署２０１１年度工作。区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陆学明，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

长杨杰出席会议。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９日，宝山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 摄影／浦志根

■档案工作会议　３月１７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表彰区“参

与世博、服务世博”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并部署２０１１年档案工作。市
档案局副局长杨永和、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盛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区

商务委、杨行镇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交流

发言。

■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工作会议　３月
２９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总结 ２０１０年人口管理工作，部署
２０１１年工作任务。区委副书记陆学明、
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长杨杰、副区长钟

杰出席会议。会上，高境镇、月浦派出所

作交流发言。

■老干部工作会议　３月３０日，在区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贯彻全国

老干部局长会议精神，回顾总结２０１０年
老干部工作，部署２０１１年工作。区委常
委、副区长丁大恒主持会议，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上，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局、高境镇作交

流发言。

■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工作会议　４月
２２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区委书记、区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吕民元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

纪委书记、区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章俊荪传达中央、市会议精神，并部

署２０１１年党务公开工作，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区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盛亚平主持会议。会上，月浦镇党

委、区教育局党委、友谊路街道宝山八村

党总支作交流发言。

■信访工作会议　４月２９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吕民

元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陆学明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长杨

杰作工作机制说明，副区长钟杰部署相

关工作。会上，各街镇、园区主要领导

签订《２０１１年度信访工作目标责任
书》。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５月２４日，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

书记、区文明委主任吕民元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文明委第一

副主任斯福民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区文明委常务副主任袁鹰宣读

《区委、区政府关于命名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度宝山区文明小区、文明村、文明单位的

决定》。会上，主席台领导为获得文明称

号的先进单位颁奖，罗泾镇、友谊路街

道、大场镇大华四村康华苑小区、月浦镇

茂盛村作交流发言。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　６
月２９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
召开。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持会议，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宣读《中

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命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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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主

席台领导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月浦

镇党委、上海宝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党

支部、淞南镇党委副书记王丽燕作交流

发言。

■换届工作会议　７月 １日，在区委党
校报告厅召开。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持

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宣读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并部署换届

选举有关工作。会后，组织集中收听、收

看中共中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
年大会实况直播。

■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交

流会　７月２２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区处级单位中

心组学习情况，进一步推进全区学习型

党组织建设工作。区委书记吕民元、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鹰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上，友谊路街道、淞南镇、教育局

等５家单位作交流发言。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４周年军
政座谈会　７月２８日，在区委党校会议
中心大礼堂召开。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彭

水根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书记吕

民元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斯福民主持会议。

■离退休干部区情通报会　８月３０日，
在区文化馆影剧院召开。区委书记吕民

元向离退休干部通报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主持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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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管理、促进和谐稳定工作推
进大会　９月２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大礼堂召开。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区社

会管理工作，部署下阶段工作。区委书

记吕民元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钟杰

主持会议。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两部警

示教育片，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宝林七

村、顾村镇星星村等单位作交流发言。

■区委常委民主生活会　９月２８日，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上，与

会人员围绕“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

念，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主

题，密切联系个人思想、工作实际，总结

回顾工作，查找存在不足，深刻剖析原

因，明确改进目标。区委书记吕民元主

持会议。市委办公厅、市纪委和市委组

织部有关人员应邀列席会议。

■全面推进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工作
会议　１０月１３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区党务公开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党务公开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章俊荪总结党务公

开试点工作，并部署下一阶段全面推进

党务公开工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区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盛亚

平主持会议。会上，月浦镇党委、仁和

医院党总支、北翼商业街党支部作交流

发言。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１０月 １１日，在
区委党校报告厅召开。会议主要传达市

委关于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调整的决

定，传达学习中央、市委、市政府近期有

关重要会议精神，并部署第四季度工作。

区委书记斯福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

副书记、代区长汪泓讲话。 （葛　蕾）

重要活动
■中央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３月１２
日，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一行到宝山区

调研涉农资金监管平台建设和运行工

作，在罗店镇天平村召开座谈会，并实地

察看卫斯嘉闻道园。市委常委、纪委书

记董君舒，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章俊

荪陪同。

５月１９日，中央第四地方巡视组组
长张文岳一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

实地察看罗店美兰金苑养老院、顾村保

障性住房基地、顾村公园。市政府秘书

长姜平，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陪同。

５月２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一行到宝山

区视察，实地察看上海玻璃博物馆。

５月 ２５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
中央常务副主席厉无畏一行到宝山区视

察。区领导吕民元、周德勋陪同。

６月１６日，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陈
刚一行到宝山区专题调研上海市和宝山

区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市公务员局局

长应雪云陪同，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

丁大恒会见国家公务员局调研组一行。

８月４日，全国绿化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秘书长、国家林业局造林绿化管理

司司长王祝雄一行到宝山区检查全国绿

化模范城区创建工作，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并实地察看城区

绿化、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

口科技馆、道路绿化、防护林带、生态片

林、河道绿化、顾村公园。区领导吕民

元、连正华参加座谈并陪同检查。

■市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２月 １７
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兵一行到

宝山区淞南镇综治中心、顾村镇胡庄村

开展调研，并在衡山北郊宾馆举行座谈

会。区领导吕民元、陆学明、杨杰、钟杰

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１０月２８日，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学兵一行到宝山区

调研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实地察看

顾村镇星星村、绿地公园１８６０石库门风
情、宝山寺、卫斯嘉闻道园、顾村公园。

区领导斯福民、杨杰陪同。

３月７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
志明一行到宝山区调研部分村居委换届

选举工作。区领导吕民元、丁大恒陪同。

３月 １４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沈红光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区领导

吕民元、斯福民、盛亚平、朱永泉陪同。

３月１４日，副市长赵雯一行到宝山
区调研邮轮产业发展及旅游产业工作。

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夏雨陪同。３月
３０日，副市长赵雯参加在顾村公园举行
的２０１１上海樱花节开幕式，并为樱花节
揭幕。４月２８日，副市长赵雯为上海玻
璃博物馆落成揭牌。

３月 ２３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
一行到宝山区就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情况开展调研，实地察看绿

地公园１８６０石库门风情、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并在宝莲会议中心举行座谈会。

市政府秘书长姜平，区领导吕民元、夏

雨、连正华陪同视察并参加座谈。１２月

９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副市长沈
骏一行到宝山区开展调研，实地察看上

海玻璃博物馆、宝山体育中心和图书馆、

上港十四区、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二期、长江河口科技馆、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秘书长洪浩、

副秘书长尹弘，区领导斯福民、吕民元、

汪泓、夏雨、钟杰、陶夏芳、连正华、秦文

波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

３月２６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培生参加在罗店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的“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

８月２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培生
一行到宝山区视察宗教工作，实地察看

宝山寺，了解宗教活动开展及场所管理

等方面情况。区领导吕民元、周德勋、周

明珠、朱永泉陪同。

４月２日，副市长沈骏一行到宝山
区开展调研，实地察看大型居住社区顾

村新选址１号基地，并在衡山北郊宾馆
召开专题会议。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

连正华陪同。６月１１日，副市长沈骏率
市有关部门领导到宝山区开展调研，实

地察看沪通铁路规划线路周边情况，并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市政府副秘书长尹弘，区领导吕民元、斯

福民、钟杰、连正华陪同视察并参加座

谈。１０月１５日，副市长沈骏到宝山参加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

港仪式，并宣布邮轮港开港。１１月 ２５
日，副市长沈骏参加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二期）开工典礼，并宣布工程开工。１２
月２８日，副市长沈骏参加顾村大型居住
社区“上海馨佳园”项目竣工交接仪式。

４月６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
耕一行到宝山区开展调研，实地察看绿

地公园１８６０石库门风情、顾村公园。区
领导吕民元、沈秋余陪同。

５月５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
延照陪同沪苏浙人大领导一行到宝山区

视察工作，实地察看顾村绿地公园１８６０
石库门风情、顾村经济适用房和顾村公

园。区领导吕民元、沈秋余陪同。５月
１８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到宝
山参加上海玻璃博物馆开馆仪式。５月
２６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一行
到宝山区调研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实

地察看顾村馨佳园小区周边配套设施建

设情况，并在衡山北郊宾馆召开座谈会。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姚明宝，区领导吕

民元、沈秋余、杨卫国、连正华陪同视察

并参加座谈。８月 １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胡延照一行到宝山视察工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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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察看宝山寺、卫斯嘉闻道园、顾村镇绿

地公园１８６０石库门风情、顾村公园。区
委书记吕民元陪同。１０月１８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参加上海长江河口

科技馆开馆仪式，并宣布科技馆开馆。

５月 １６日，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丁薛祥到宝山区调研信访矛盾化解工

作。市信访办主任张示明，区领导吕民

元、钟杰参加座谈会。

５月３０日，市政协副主席姜睴到宝
山区视察工作。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

夏雨、连正华陪同。

６月 ２７日，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
市委主委吴幼英到宝山区参加致公党宝

山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区委书记

吕民元会见吴幼英一行。

６月 ２８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进党市委主委蔡达峰到宝山区参加民

进宝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区委书记吕

民元会见蔡达峰一行。

７月６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
雄率市有关部门领导到宝山区开展调

研，实地察看宝莲城商务区、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

长江河口科技馆，并在宝莲会议中心召

开座谈会。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丁大

恒、夏雨、朱永泉、连正华陪同视察并参

加座谈。

７月８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
晓渡一行到宝山区调研上海婚礼中心建

设情况。区领导夏雨陪同。

７月 １２日，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
市委主委蔡威到宝山区参加农工党宝山

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区委书记吕民元会

见蔡威一行。

７月 １３日，市人大副主任、民盟市
委主委郑惠强到宝山区参加民盟宝山区

第六次代表大会。区委书记吕民元会见

郑惠强一行。

７月 １４日，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
委主委周汉民到宝山区参加民建宝山区

第六次代表大会。区委书记吕民元会见

周汉民一行。

７月 ３０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李希一行到宝山区开展调研，实地察看

罗店北欧新镇、宝山寺、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

科技馆，并在宝莲会议中心召开座谈会。

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盛亚平陪同视察

并参加座谈。

１０月 １６日，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广场，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钟燕群参加第七届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仪式，并宣布艺术

节开幕，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授上海国

际艺术节节旗。

１０月２９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市
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王新奎参加

在宝山区举办的２０１１第八届长江口民
营经济发展论坛，并作“中小企业面临的

发展困境和挑战”的演讲。

１１月２３日，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
政治委员朱争平少将，警备区司令员彭

水根少将一行到宝山民兵训练基地开展

调研。区领导斯福民、汪泓、丁大恒、周

德勋、胡晓春陪同。

１２月１６日，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丁薛祥等在上海人民武装学

院训练基地，观看宝山区应急处置示范

演练。

１２月 ２９日，副市长姜平一行到宝
山区开展调研，实地察看月浦镇城镇居

民养老保险操作运行情况，并在月浦镇

社区受理服务中心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伟、区领导斯福民、汪

泓、周德勋陪同调研并参加座谈。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１月２８日，区委
书记吕民元到罗店镇联合村，就创先争

优工作开展调研。

２月１０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暨

区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会议。区委

书记吕民元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陆学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鹰、

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章俊荪、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盛亚平等参加会议并就《宝

山区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意

见》等文件进行讨论。

３月１６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
礼堂，召开区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动

员大会。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持会议，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部署工作。

会上，区级机关党工委等５家单位作交
流发言。

■市委巡视宝山工作　２月２８日，在区
委党校报告厅，召开２０１１年市委巡视组
进驻宝山区巡视动员会。区委书记吕民

元主持会议并讲话。同日，在区委党校

多功能厅，召开巡视专题汇报会。市委

第五巡视组组长周箴主持会议，区委书

记吕民元代表区委、区政府汇报２００９年
以来宝山区工作情况和上次巡视整改落

实情况。

５月１１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市委第五巡视组巡视宝山区情

况反馈会。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

讲话，巡视组组长周箴代表市委第五巡

视组作巡视反馈。区领导斯福民、沈秋

余、陆学明、袁鹰、丁大恒、夏雨、章俊荪、

盛亚平、杨杰、李原、朱永泉、钟杰、连正

华、崔卫中出席会议。

■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系
列活动　５月１８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大礼堂，举行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学党史、
知党情”专题报告会，邀请原中央党史研

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作专

题报告。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鹰主持

会议。

６月１４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
礼堂，举行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大型现代沪
剧《红梅颂》首演式。区领导袁鹰、丁大

恒、章俊荪、周明珠、王兆钢出席。

６月３０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
礼堂，举行颂歌献给党—宝山区庆祝建

党９０周年歌咏大会。区委书记吕民元
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袁鹰主持会议。

■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３月１４日，在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皇家加勒比海洋

神话号母港首航仪式。市交通港口局局

长孙建平、市旅游局局长道书明、上海海

事局局长徐国毅，区领导吕民元、沈秋

余、康大华、连正华出席仪式，区委副书

记、区长斯福民致辞，区委常委、副区长

夏雨主持仪式。

３月３０日，举行太平洋机电项目开
工典礼仪式。区领导吕民元、丁大恒，上

海电气集团董事长徐建国出席仪式。

５月１８日，举行上海玻璃博物馆开
馆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

市政府副秘书长肖桂玉，区委常委、副区

长夏雨出席仪式。

１０月１５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举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开港仪式。副市长沈骏宣布邮轮港开

港，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陈爱

平、市政府副秘书长尹弘应邀出席仪式。

区委书记斯福民致辞，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汪泓主持开港仪式，区领导沈秋余、康

大华、夏雨、连正华出席仪式。

１０月１７日，举行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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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园二期开园仪式。上海警备区副司

令员谢德志，区领导斯福民、沈秋余、康

大华、袁鹰、胡晓春、连正华出席活动，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汪泓致辞，副区长连正

华主持仪式。

１０月 １８日，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广场，举行上海

长江河口科技馆开馆仪式。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胡延照宣布科技馆开馆，区委

副书记、代区长汪泓致欢迎词，副区长李

原主持仪式，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区领导

斯福民、沈秋余、康大华、连正华出席

仪式。

１１月９日，在宝山体育中心文体广
场，举行宝山体育中心改造项目竣工仪

式。市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毓毅致

贺词，区委书记斯福民宣布项目竣工，区

委副书记、代区长汪泓讲话，副区长李原

主持仪式，区领导沈秋余、康大华，市体

育局副巡视员严家栋出席仪式。

１１月２５日，在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举行罗店大型居住社区（二期）开工典

礼。副市长沈骏宣布工程开工，区委书

记斯福民为工程开工剪彩，区委副书记、

代区长汪泓介绍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基本

情况，市政府副秘书长尹弘致词，副区长

连正华主持仪式，区领导沈秋余、康大华

出席仪式。

１２月１５日，在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举行宝山工业园区部分农民动迁安置房

建设启动仪式。区委书记斯福民宣布项

目启动，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汪泓致辞，

副区长连正华主持仪式。同日，在罗店

医院，举行罗店医院、一钢医院改扩建工

程项目启动仪式。区委书记斯福民宣布

项目启动，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汪泓讲

话，副区长陶夏芳主持仪式。

１２月２８日，在顾村馨佳园，举行顾
村大型居住社区“上海馨佳园”项目竣

工交接仪式。副市长沈骏、市政府副秘

书长尹弘应邀出席，区领导斯福民、汪

泓、张静、康大华、连正华出席仪式，地产

集团副总裁陈晓平主持仪式。随后，在

衡山北郊宾馆，举行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上海馨佳园”项目竣工表彰大会。区

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地产集

团副总裁陈晓平宣读表彰决定，副区长

连正华主持会议。

■举行上海大学与宝山区２０１１年新春
团拜会　１月２５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
楼，举行上海大学与宝山区２０１１年新春
团拜会。区领导吕民元、康大华、袁鹰、

顾亦兵、李原出席团拜会。

■举办２０１１年春节团拜会　１月２６日，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２０１１
年宝山区春节团拜会。区委书记吕民元

致新春贺词，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

持会议，宝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永祥代表部市属企业讲话，上海警备区

参谋长叶志胜少将代表部队讲话。

■举行宝山—宝钢迎春座谈会　１月２７
日，在衡山北郊宾馆，举行宝山—宝钢迎

春座谈会。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

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介绍宝山区情

况，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何文波、副总经

理赵昆介绍宝钢基本经营状况。

■举办区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
　２月２２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
堂，举行专题报告会，邀请市委副秘书

长、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战作报告。区委

书记吕民元主持报告会。２月２４日，区
领导吕民元、斯福民、沈秋余、康大华等

率全体学员赴嘉定区学习考察。在嘉定

区领导金建中、孙继伟、陈士维、吴辰、曹

一丁的陪同下，先后考察嘉定新城城市

规划展示馆、轨交１１号线嘉定新城站综
合开发项目、远香舫一期动迁配套商品

房建设情况、菲亚特动力科技上海研发

中心、山特维克矿山工程机械（中国）有

限公司、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２
月２５日上午，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行
２０１１年度绩效考核工作会议。区委副
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会议并布置有关

工作，并与学员共同观看专题片。随后，

在区委党校报告厅，集中组织收看市党

政负责干部电视电话会议。下午，在区

委党校报告厅，举行结业仪式。区委书

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斯福民布置２０１１年政府工作，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宣读表彰决定，

主席台领导为考核优秀单位颁奖。会

上，各街镇、园区签订《２０１１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责任书》。

■举办“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
　３月２６日，在罗店镇美兰湖国际会议
中心，举办“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

坛。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

农办主任陈锡文、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

伟民、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中共

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国土资源

部总规划师胡存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总规划师唐凯、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北京天

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北京大学国

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培生、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

主任周波，区领导吕民元、康大华、夏雨，

上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建等出

席论坛。

■举办２０１１上海樱花节　３月３０日至
４月２０日，由宝山区政府主办的２０１１上
海樱花节在顾村公园举行，东方网和宝

山区政府门户网同时开通网上樱花节。

３月３０日，举行开幕式。副市长赵雯为
樱花节揭幕，市旅游局局长道书明、市绿

化市容局副局长崔丽萍，区领导吕民元、

沈秋余、康大华、夏雨出席活动，并向首

批１０位游客赠送樱花节纪念品。期间，
举办六大主题活动和七项配套活动。六

大主题活动为“赏”万株樱花、“摄”樱像

记忆、“画”樱姿百态、“会”樱花情韵、

“咏”樱之花语、“评”赏樱十景；七项配

套活动为“访”民间艺术、“品”风味美

食、“购”特色物品、“探”外环林带、“赛”

运动健身、“秀”浪漫婚纱、“玩”儿童乐

园。整合、联动旅游资源，开发沪太路赏

花一日游线路，与春秋、锦江等全市 ６０
家旅行社和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的各个分

站合作销售樱花节门票。樱花节期间，

顾村公园共接待中外游客７０５万人次，
日均客流量保持在３２万人次。清明节
期间，公园出现日入园１０万人以上大客
流。４月２５日，举行２０１１上海樱花节闭
幕式。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出席活动。

６月１６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２０１１上海樱花节总结表彰会。
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会议并为申通集团

授锦旗，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区政协主席康大

华、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长杨杰出席会

议，并为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发奖牌和证

书，副区长钟杰主持会议。会上，区公安

分局等４家单位作交流发言。

■举办第三届上海市宝山区优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　４月
２８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第三届上海市宝山区优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区委书记吕

民元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

民宣读表彰决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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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勋主持会议，市工商联副主席金亮

应邀出席会议。会上，２１名在宝山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重

要贡献的非公经济人士受到表彰。

■举行“微游上海滩”宝山首发启动仪
式　５月２６日，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举行“微游上海滩”宝山首发启动

仪式。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仪式，新民

晚报党委书记吴芝麟、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袁鹰分别致辞。

■举行２０１１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
宣传日上海纪念大会　６月 ８日，在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举行２０１１年世
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上海纪念大

会。市政府副秘书长尹弘宣布大会开

幕，市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嘉毅主持

会议，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局长张惠荣，

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袁鹰、副区长连正华出席大会。区委副

书记、区长斯福民致辞，国家海洋局东海

分局党委书记刘刻福作纪念活动讲话，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福林向吴淞

中学授旗。大会并为上海海洋保护志愿

者授旗。

■举办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１０月 １６日，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开幕式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广场举行。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市政协副主席周

汉民，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董伟，国际民间

艺术组织主席卡门·帕迪拉，国际民间

艺术组织副主席伊廷等领导出席。开幕

式由本届艺术节组委会主任、宝山区人

民政府副区长李原主持。本届组委会主

席、中共宝山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汪泓致

欢迎词，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主席卡门·

帕迪拉致开幕式贺辞。市政协副主席周

汉民和中共宝山区委书记斯福民分别向

宝山市民代表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节

旗和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节旗，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宣布“第七届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开幕

式演出共分“宝山古韵”、“五洲风情”、

“滨江魅力”３个乐章。艺术节自１０月
１５日至 ２２日进行，共有来自包括中国
在内的１３个国家的１３支文艺团队，近
３００名民间艺术家参加；全区３０００余名
志愿者，在各个岗位上为艺术节服务；１０
个街镇、８０多户家庭接待国际友人；２０
所学校承办“缤纷校园”活动；６个街镇

组织举办各具特色的“节中节”活动。

活动包括开（闭）幕式、升旗仪式、校园

联谊、外团活动日、家庭一日游、街镇节

中节、剧场、广场演出、艺术展览等在内

共举办活动 １４０余场（次）。１０月 ２２
日，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宝

钢之夜”闭幕式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广场举行。活动评出优秀组织

奖、音乐舞蹈优秀表演奖、保障服务奖、

品牌活动奖、艺术节开创奖，并向１０户
家庭代表颁发纪念证书、６名志愿者代
表颁发“志愿者荣誉证书”。１２月，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通过上海市“全国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评审，并上报国

家文化部。

■举办第八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１０月 ２９日，在上海衡山金仓永华大
酒店举办２０１１第八届长江口民营经济
发展论坛。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工商联

党组书记季晓东，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汪

泓分别致辞，商务部信息化司副司长聂

林海作主题演讲，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市

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王新奎作“中

小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和挑战”的演讲，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主持论坛

开幕式。

■召开街镇、园区、部分委办局座谈会　
１１月４日、１７日、３０日，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分别召开街镇、园区党政主要

领导、部分委办局主要领导座谈会。会

上，与会人员就“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和建设“两个区”的要求，以及各单位

２０１２年的工作思路打算和重要任务、重
点工作交流发言。区委书记斯福民主持

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汪泓等

出席会议并讲话。

■召开２０１１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
干部实绩考核集中述职会　１２月８日，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２０１１年
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实绩考核集

中述职会。区领导斯福民、汪泓、沈秋

余、张静、康大华、丁大恒等出席各考核

组考评。

■举办应急处置示范演练　１２月 １６
日，在上海人民武装学院训练基地，举办

宝山区应急处置示范演练。市委副书记

殷一璀，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祥，市委副秘

书长姚海同，区领导斯福民、汪泓、张静、

康大华、丁大恒、钟杰以及各区县有关领

导应邀出席活动。

■开展调研　２月９日，区领导吕民元、
斯福民、沈秋余、康大华、陆学明、连正华

率区有关部门，到罗店镇调研保障房基

地建设工作。同日，区领导吕民元、陆学

明、丁大恒、盛亚平、钟杰率区有关部门，

到杨行镇专题研究“难点村”有关工作。

３月８日、１０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举行区委、区政府集中调研，专

题听取各街镇、园区和委办局的发展思

路和开局工作情况。区委书记吕民元主

持会议。

３月２９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副区长
连正华一行到高境镇调研，实地查看宝

山万达商业广场、北上海科技金融中心、

中设集团上海中心等项目情况。

４月８日至６月２３日，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带队到街镇、园区开展调研，召

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各单位经济发展、民

生改善、社会管理、党的建设等工作

情况。

４月１８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副巡
视员崔卫中率区有关部门到南大地区实

地调研综合整治进展情况，实地察看南

大整治一期、上海盛禄食品公司分公司。

随后，在南大整治指挥部会议室召开专

题会议。

５月 ９日，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
李原、连正华、崔卫中率区有关部门领导

实地察看区体育中心建设工程进展情

况。随后，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区体育中心项目建设、

运营管理和招商等有关工作。

６月２３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到月浦
镇沈家桥村调研，了解村党组织关于市

区镇三级党组织换届、庆祝建党 ９０周
年、创先争优、党务公开等方面工作

情况。

７月２１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到罗泾
镇新苗村调研，了解群众普遍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和相关意见建议。

８月４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到区委老干部局

开展调研。

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月２日，区委书记斯
福民前往区委相关单位、部门开展调研，

了解工作推进情况、班子自身建设情况

及第四季度工作打算。区领导袁鹰、章

俊荪、周德勋、盛亚平、钟杰参加。

１０月１１日～１３日、１７日、２１日，区
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汪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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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税务分局、发改委、建交委、财政局开

展工作调研。区领导夏雨、朱永泉、连正

华参加。 （葛　蕾）

纪检
■概况　年内，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

重预防的方针，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

穿于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有序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一是提

高服务保障科学发展水平。围绕科学发

展主题，紧贴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切

实履行监督检查职能。二是开展“４＋
３”（中央规定４项：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
题，“小金库”，公务用车问题，庆典、研

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上海规定 ３
项：乡镇财政管理突出问题，农村土地违

规使用问题，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礼

卡礼券问题）专项治理。按照中央、市委

的统一要求和部署，开展“４＋３”专项治
理，逐步形成长效机制。三是深化对领

导干部的教育监督。以党员领导干部为

重点，突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和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主题实践，增

强教育的针对性和监督的实效性。四是

加大办信查案工作力度。以发挥惩治和

治本功能为重点，加强办信查案工作，建

立案件、信访工作机制，深化协作配合。

五是拓展“制度加科技”防治腐败领域。

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逐步形成“制度加科技”防治腐败的理念

和措施。六是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

设。以提高“对党的事业忠诚度、人民群

众满意度、岗位职责胜任度”为重点，进

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加强换届纪律保障　２０１１年是集中
换届年，６月，区委制定下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换届纪律规定学习宣传教育和纪

律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强换届纪律

专题教育，开展“严肃换届纪律保证风清

气正”宣传图片展，并在区内报刊和电视

台刊播有关换届纪律的规定和要求。加

强换届选举期间信访举报工作，建立工

作机制，成立换届信访举报件专项调查

组，按“三个１００％”即１００％受理、１００％
报领导审批、１００％调查核实和“三个优
先”即优先受理、优先办理和优先回复的

原则，发挥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对换届工

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开展“４＋３”专项治理工作　深化工
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会同有

关职能部门对全区１２７个在建工程项目
进行检查；开展“小金库”和领导干部违

规收受礼金礼卡礼券专项治理，全区党

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全年共上缴礼金礼

卡礼券１４９万余元，并对专项治理中发
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严肃查处；开展公务

用车问题专项治理，推进公务用车改革；

开展庆典、研讨会、论坛等过多过滥问题

专项治理，认真做好统计和梳理工作；开

展农村土地违规使用问题专项治理，对

１７宗新增和５２宗存量违法用地发出整
改通知书６份、告知书６份；开展乡镇财
政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对全区街镇

（园区）财政性资金运行情况进行专项

检查。

■开展“四个一百”反腐倡廉宣教活动
　深化“滨江清风”廉政宣教工作，举办
“百位书记话廉政”活动，组织全区基层

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支部书记等近百名

党员干部，围绕“忠诚、敬业、道德、廉

洁”主题，以人物访谈、主题交流等形式，

制作专题电视节目在宝山电视台《市民

话宝山》栏目中播出；组织“百场廉戏送

下乡”活动，会同区文广局、宝山沪剧团

等，共同创编含有廉政元素的折子戏、歌

舞等节目送廉戏下乡；开展“百名科长大

培训”活动，结合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

建设中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

风险预警防控，对全区近百名在“三公”

（公权力大、公众关注度大、公益性强）

部门重点岗位的科长，进行岗位廉政教

育培训；推进沪剧《红叶魂》百场演出，６
月份《红叶魂》作为上海代表剧目参加

由文化部组织的２０１１年全国现代戏优
秀剧目展演活动，同时创排廉政沪剧《红

梅颂》，在全区进行公演。

■实行党务公开　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精

神和市党务公开工作会议要求，成立区

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四规

范”、“三满意”即内容规范、程序规范、

时间规范、管理规范，达到党员满意、群

众满意、社会满意的工作目标和要求，于

４月和１０月份，两次召开全区党的基层
组织党务公开工作会议，部署推进全区

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并要求按

照“调研准备、动员部署、先行试点、全面

开展”的步骤，由点到面，自下而上，有序

推进。至年末，全区２５００余个基层党组
织全面实行党务公开工作。

■办信查案工作　坚持以发挥惩治和治
本功能为重点，加强办信查案工作。全

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全年共立案３５件，
结案２９件，严肃查办农村集体土地动拆
迁、土地租赁安置等领域侵害群众利益

的案件和某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工程建设

过程中收受贿赂等案件；党纪处分 ２１
人，政纪处分８人，其中１２人受到司法
机关处理。注重预防，针对信访反映比

较集中并经查实的典型性、倾向性问题，

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整改意见，督促整

改；针对涉诉涉法类信访矛盾比较突出

的情况，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研究并予

以化解。 （卢雅琴）

组织
■概况　２０１１年，组织部门围绕全市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主线和宝山“四

个更”（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

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奋斗目

标，突出做好换届这一中心工作，重点推

进创先争优活动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统筹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

设、落实人才发展规划和组织部门自身

建设等各项工作，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

水平，为全区“十二五”发展开好局、起

好步提供坚强组织保证。（１）加强领导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全年共出台干部

调整方案２０批，涉及５８个党政机关处
级领导班子的干部２２２人次。其中，提
拔任职４３人，交流任职１１３人次，改任
非领导职务２７人，试用期干部正式任职
２０人，军队转业干部安置７人，群团组织
换届８人，干部辞职１人，免职３人。统
筹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按照分层分

类培训原则，举办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

习研讨班、党性修养培训班、处级干部专

题培训班、党政干部外向型培训班，近

５００人次处级干部参加培训。选调局、
处级干部 ３７人次参加市级培训，组织
１６１４名干部参加 ２０１１年度在线学习。
加强干部日常监督管理，配合市委巡视

组开展巡视工作，对２００９年以来区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进行总结和自查，区委两

年中提拔的７７名处级干部的程序及办
件材料全部符合规定。组织实施区委选

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地方党委

常委会每年向全委会报告工作时，要专

题报告年度干部选拔工作情况，并在一

定范围内接受对本级党委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和新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民主评

议）工作，评议结果在全市处于第一档

（共分五档）。指导区内４８家处级单位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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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一报告两评议”工作，对评议中群

众满意度偏低的单位进行检查指导，督

促整改。部署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工作，协助完成２６名市管领导干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完成５５０名处级
干部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开展会议投

票推荐和个别访谈推荐工作，区内共有

６８个处级单位的２３１９名干部参与处级
领导岗位不定向民主推荐，４３个处级单
位的６５９名干部群众参与个别谈话推
荐；结合２０１１年度实绩考核，开展新一
轮处级非领导职务民主推荐工作。完成

第八批援滇干部、驻哈尔滨办事处干部

的选派工作，制订新一轮援疆专业技术

人才选派方案。关心干部的身体健康，

组织开展干部疗休养 ２３９人次和体检
４３３人次。（２）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
员队伍建设。举办由各街镇、园区分管

书记参加的基层党建工作研讨班，开展

基层党建工作专题调研。以村级党组织

换届为契机，举办村党组织书记、主任培

训班，共有１８０名村党组织书记、主任参
与培训。指导开展区域化党建工作，建

立和完善单位党组织主动联系所在社

区、服务社区建设和管理的长效机制，推

动社区与地铁、物业、城管执法党建联建

活动。以“红帆工程”建设为总抓手，做

好非公企业的梳理排查和流动党员的排

摸，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启

动新一轮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活动，全

区共有３３个委办局与２０个行政村签订
共建协议，落实帮扶资金２２４万元，帮助
建设场所 ２２００平方米，落实慰问资金
３６８３万元。开展市、区党代表接待日
和集中联系社区活动，梳理和汇总党代

表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协调街镇和相关

委办局承办处理，跟踪了解办理和答复

情况，共收到党代表反馈的问题和意见

４４７条，办理和答复３２９条。（３）统筹抓
好各路人才队伍建设。落实区人才工作

会议精神，牵头抓好区“十二五”人才发

展规划的任务分解落实；围绕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推进实施中央、市

“千人计划”，有３人分别入选第六批中
央“千人计划”、第一批上海“千人计划”

和上海市“领军人才”；研究制定《宝山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

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宝山区优秀人才

租房资助实施办法》，加强对优秀人才的

吸引和凝聚。通过走访慰问、组织培训、

专家疗休养等形式，做好对人才的服务

工作。（４）加强组工信息工作。全年共
编辑出版《上海宝山组织工作》４期、《上

海宝山人才工作》４期、《红帆港》６期；
加强组工业务数据库建设和文书档案工

作，开展“大组工网”（二期）建设。

■指导完成村（居）党组织换届工作　
研究制定《关于认真做好宝山区村（居

民区）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意

见》和相关实施细则。３月 ２２日，召开
全区各镇、街道、园区党委（党工委）分

管书记、组织科长工作会议，对相关工作

进行专门部署；先后到１２个街镇进行走
访调研，重点跟踪５个暂缓选举村和３２
个难点村的党组织换届选举。至年末，

在全区应换届的１１１个村党组织、２９０个
居民区党组织中，完成换届的村党组织

１１０个、居民区党组织２８９个。

■完成镇换届工作　上半年，通过听取
意见、开展谈心谈话、处级党政正职和副

职后备干部集中调整、处级领导岗位不

定向民主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等方式，

做好镇换届准备工作。对镇班子运作和

配备情况进行分析研判，研究起草镇党

政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意见，向区委提出

相关建议；协同区纪委，组成 ３个考核
组，完成镇党政领导班子换届考核；组成

５个考察组，对全区４０家单位的５０名人
选进行镇换届拟提拔人选差额考察。下

半年，开展相关人事安排工作，分四批对

各镇党政正职、党委副书记、班子其他副

职、人大主席进行调整；研究制定《关于

２０１１镇党代表大会选举工作若干意
见》，指导完成各镇党委换届选举工作。

■推进区换届工作　按照中共上海市委
要求，配合开展区领导班子换届考察工

作，完成市委考察组布置的相关工作任

务；分析研究确定区党代表选举工作总

体安排，研究起草召开区第六次党代会

决议（草案）及其说明，开展新一届区

“两委”委员人选推荐工作，举办区党代

表选举工作培训会，做好区党代会期间

组织组相关工作，保障大会选举任务顺

利完成；完成区、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有

关工作，对依法提名和协商确定代表候

选人工作开展培训，把握代表候选人政

治素质；同时，开展政协委员的协商推荐

工作。

■严肃换届纪律　通过区内媒体刊播、
短信平台发送、图片巡展等形式，把换届

纪律要求公之于众；组织全区处级党员

领导干部和组工干部对相关纪律要求进

行学习；加强换届工作监督，与区纪委共

同制订《关于进一步做好换届纪律规定

学习宣传教育和纪律保障工作的实施意

见》，组织全区６４１名处级干部和镇领导
班子成员签订《严格遵守换届纪律承诺

书》；在镇换届考核、镇党代会期间组织

开展换届风气测评，会同区纪委对各镇

严肃换届纪律工作情况进行督察。同

时，通过召开集体谈心会、组织各镇召开

专题组织生活会等形式，把握干部队伍

思想动态，引导干部正确对待进退留转。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在全区范围
统筹开展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职

位竞争性选拔工作，共推出事业单位副

处级领导职位、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科

级领导职位、区属企业经营管理者职位

等共３３个，经笔试、民主测评、面试、差
额考察、差额票决和公示等程序，任用２
名事业单位副处级领导干部和１５名企
事业单位科级领导干部。探索差额选拔

干部工作，在干部调配、后备干部调整和

新提拔干部选拔中，探索实行差额酝酿、

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坚持好中选优、优

中选强，完善选人用人工作机制。

■推进全区创先争优活动　起草《宝山
区进一步深化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意

见》，组织召开全区进一步深化创先争优

活动大会，提出全年工作重点和任务，明

确活动具体措施。指导全区各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开展公开承诺，共有２２９５
个基层党组织、５６４４４名党员参与。组
织开展在职党员主动到居民区（村）党

组织联系、报到工作，报到率达在职党员

数的９４％以上。在全区窗口单位和服
务行业开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

对全区４９家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创先
争优践行承诺情况进行暗访。组织基层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开展向文建明、杨善

洲学习活动。依托区创先争优活动简

报、工作提示和宝山党建网等平台，推广

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活动的好经验、好

做法。全年编发简报２３期、工作提示１２
期，发布活动信息２７３条；组织拍摄反映
市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

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事迹的电教片。

■组织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
　开展全国、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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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区优秀党员志愿者的推荐评选

工作，做好全区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大会有

４４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关事宜的协调、落实工作。通过在《宝山

报》和宝山党建网上开辟专栏以及制作

展板巡展等形式，开展“相聚在党旗

下———宝山区基层党组织创先争优优秀

党建成果集中展示”活动。在全区党员

中开展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

识”为主题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指导

各级党组织以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日、

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队等

活动，全年组织开展３次大型党员志愿
者服务日活动，参加活动的党员志愿者

８２５０８人次，接受服务２５７２１１人次。

■开展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活动　上半
年，以友谊路街道和庙行镇为试点，开展

“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试点工作。１１
月３日，召开全区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
工作推进会，对全区进一步开展组团式

联系服务群众有关工作进行布署。指导

各街镇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单位联系服

务群众特色工作，改进和完善联系群众

的方式方法，探索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

基层政府行政组织和基层群众团体、自

治组织管理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格局。

（陈　诗）

２０１１年８月４日，区委宣传部、区政协办、区文广局联合举办“共和国将军心向党”———百名将
军书画宝山巡展 区委宣传部／提供

宣传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宣传思想工作按
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

创新的总要求，聚焦“十二五”发展开好

局、起好步，主动服务于建设“示范区”

和“最佳实践区”，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
主题活动，加大精神文明创建力度，加快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职能作用。（１）理论武装。以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重点，抓好中

心组学习。成立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

作协调小组，制订下发《进一步推进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实施意见》，召开推进交流

会，总结７家单位的典型做法。组织学
习秘书培训，邀请市委宣传部和市金融

系统相关部门领导作专题辅导。全年组

织区委中心组各类学习活动２０余次，编
辑２２期《区委中心组学习参考资料》。
区委中心组通过深入学习研讨提升“十

二五”规划编制水平的学习成果，被评为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党委（党组）中心组学
习实践创新成果”。区委中心组《实行

带动互动联动，推进学习上水平出成效》

的经验总结，在全市中心组学习交流会

议上作交流。建立处级单位中心组学习

季度情况通报制度。组织举办《学党史、

知党情》、《五星红旗在地球两极飘扬》

专题报告会以及当前国际形势热点问题

报告会，约１６００人次参与。协调落实全
区处级单位参加中宣部主办的“全国党

建知识竞赛”活动。组织访谈基层干部

群众近２００人次，宝山区获２０１１年度上
海市舆情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开展

有关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征文活动，向

市思研会推荐上报４篇征文。开展世博
会思想政治工作典型案例征文活动，有

３篇征文入选市思研会编撰的《世博思
想政治工作成果荟萃》一书。推荐上海

万事红燃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宝

山钢材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申报上海

市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组织协调全

区１５个东方讲坛举办点举办讲座 １１０
场，１６万余人次听讲。与区妇联联合
举办巾帼大讲堂，邀请作家、妇女问题专

家林华为全区近百名机关女干部作《漫

谈现代女性的素养和魅力》讲座。组织

协调开展市第十届科普活动周宝山区域

活动，与上海中医药大学联合举办“科学

认识中医，相伴健康生活”现场咨询会。

（２）社会宣传。组织１０００余名干部群众
参观《辉煌“十一五”》大型图片展。举

办“创新驱动，转型发展———２０１１学习
贯彻‘两会’精神专题图展”巡展活动，

吸引全区２万余名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
参观。组织 １０００余名党员群众参观上
海世博会纪念展。组织开展“人大代表

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上海市区

县、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专题巡

展活动，约１０５万名群众观展。全年下
发２３５万余本形势任务宣传资料，《杨
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影视音像

作品９００余套，“十二五”规划、《上海市
区县、乡镇人大换届选举》等宣传画

５０００余套。协调组织第七届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

举、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大型邮轮首航

和开港仪式等重大活动的环境宣传。协

助开展第１４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和全民国防宣传日活动。（３）新闻宣
传。全年组织召开新闻务虚会１４次，新
闻宣传工作联席会议２３次，新闻发布会
和通气会１４次。协调落实常规报道任
务３００余项和区“两会”、区第六次党代
会等重要采访报道工作２００余项。接待
５０余家中外媒体记者１６００余人次。在
中央和市新闻媒体组织刊播报道 ２９７０
多篇（条、幅），其中在平面媒体头版和

广电媒体主要时段刊播报道 ２９１篇
（条），平面媒体专版和广电专题报道８０
个。全年在市以上媒体报道总量是上年

的３倍多。区内各媒体刊发新闻 ５６８２
条。组织制作电视专题片《２０１１，我们扬
帆起航》，在区党政“一把手”学习研讨

班和基层单位播放。协助中央和市主要

新闻单位记者开展“走转改”活动。落

实全区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应对、舆论监

督整改反馈和各采访点媒体接待等工作

制度，全年组织成功应对突发事件和负

面舆情８０多起，指导各基层单位开展舆
情应对 ７０余次。编报新闻舆情专报 ３
期，协同区政府网站编报《网络舆情专

报》７期。（４）文明创建。５月２４日，召
开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表彰

２８０家市级和５１９家区级文明创建先进
集体。月浦镇和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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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全国文明镇、文明单位称号，淞南

镇、友谊路街道办事处被评为全国文明

镇、文明单位。围绕争创全国双拥模范

城“六连冠”，动员４８１个军民共建对子，
开展“百连百区同创共建”活动，组织文

化进军营系列活动，向官兵赠送图书，举

办专场文艺慰问演出，组织举办连队歌

队指挥和篮球裁判员培训班。围绕争创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在各街镇开展“创建

和谐文明家园”主题活动。深化区校共

建，与上海大学结成２０个共建对子。组
织“万名市民思想道德培训”，开展“好

心人节”活动。友谊路街道上报的《爱

管“闲事”的好阿婆———记友谊路街道

宝钢七村老党员袁双凤》入选上海市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开展纪

念“八一三”淞沪抗战７４周年活动。每
月组织“交通安全宣传日”和文明交通

路口创建活动。推进志愿者工作，开展

社区服务、交通文明等一系列志愿服务

活动。深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协

调各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强化

网吧管理、取缔非法出版物和加强校园

周边环境管理，开展社会文化环境专项

整治。组织开展“宝山区万名青少年清

明节祭悼活动”。加强暑期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工作，推荐开展１７０余项暑期活
动项目。推进学习型城区创建工作，发

挥社区学校、东方社区信息苑、“东方讲

坛”举办点等市民学习阵地的作用，开展

面向市民的各类教育培训，实现居民年

培训率７０％的目标。全区４个镇、２个
街道成为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组织达标

单位。

３０集《红色记忆》系列电视专题片光盘 摄影／经瑞坤

■开展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系列活动　５
月１８日，举行全区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活
动启动仪式，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

主任、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作题为“学党

史、知党情”的专题报告。与区委组织部

共同举办“吹响先锋号———我身边的好

党员”先进事迹图片巡展，３万余名党员
干部群众参观。组织 １２场“吹响先锋
号———我身边的好党员”先进事迹巡回

演讲，讲述４名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和
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

例。开展“吹响先锋号———身边的感

动”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干部群众在

东方网“身边的感动”专题网页推荐１００
余位身边好党员群众的感人故事。协调

参加上海市第七届“阳光·大地”优秀

歌曲展演活动，大场镇大华合唱团获优

胜奖，宝山区委获“优秀组织奖”。协调

举办历时３个多月的宝山区“百团百歌
百姓”红歌大赛活动，２０９支团队 １５００
名党员群众报名参赛。组织 ３０００余名
党员干部群众参观上海市“我们共产党

人”大型主题展，在“红色空间”演出区

举办３场红色故事会，演绎身边好党员
的先进事迹，吸引３０００余名党员群众观
看。宝山沪剧团编创排演的《红梅颂》，

在部分区县和区内各单位巡演４６场，观
众达３６万余人。《宝山报》开设《吹响
先锋号》和《身边的感动》栏目，集中报道

１２０余篇先进典型事迹。区广播电视台
推出１００余档《党史上的今天》和２０余档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筹划制作３０
集《红色记忆》系列电视专题片，集中展

示宝山革命遗址和宝山历史上有影响的

党员英模故事。区政府门户网站通过专

页，开展主题系列报道，并与新民网共同

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
“微游上海滩”宝山区首发启动仪式。

■组织开展群众性宣讲活动　按照“全
年规划、季度实施、突出重点、坚持经常”

的做法，加强基层宣讲员培训，集中开展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和“十二五”规划群众性宣讲活动。

全年组织开展１８０余场学习贯彻十七届
五中全会精神宣讲、１２０余场“十二五”
发展规划宣讲和１５０余场学习贯彻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受教育党员干部

和群众４５０００余人次。宝山区开展学习
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

群众性宣讲经验，被市委宣传部作为全

市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的典型上报中

宣部，中宣部组织《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对宝山区集中开展

形势政策宣传的做法，进行采访报道。

友谊路街道宣讲团长顾维安积极投身群

众性宣讲活动的先进事迹，在全市主要

媒体《走近他们》栏目刊发报道。市委

宣传部主管的《宣传文化工作简报》和

市思研会《新视界》杂志的“专题报道”

栏目予以转发。 （严海港）

统战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统一战线围绕区
委、区政府提出的建设“示范区”、“实践

区”总体目标，紧扣“保持特色、保持品

牌、保持合力，服务转型、服务民生、服务

和谐”的工作思路，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

员树立“同心”理念、围绕“同向”目标、

实践“同行”行动，为推进宝山滨江新区

建设作出新的贡献。（１）坚持和完善多
党合作制度。推进各民主党派区级组织

换届（升格）工作。全区６个党派区委换
届，致公党支部升格为总支，７月中旬，
完成各民主党派换届（升格）工作。推

进区政协换届人事安排工作，协助区委

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和３次区情通
报会，牵头举办４次统战系统学习报告
会，邀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周忠菲，全国人大代表、民

建市委专职副主委张兆安和复旦大学教

６４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日，区政协、区委统战部、民革宝山区委举办“滨江统战情”———宝山区各界人士
迎国庆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名人书画展 区政协／提供

授葛剑雄等专家作主题报告。完善上海

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工作。开展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以“思

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

同心同行”的目标要求为重点，在街镇、

党派和统战团体开展“助推发展”、“重

温历史”、“促进和谐”等系列活动。（２）
推进民族宗教工作。推进上海市民族团

结进步社区、镇创建工作，做好上海市清

真行业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选推荐工

作。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能力，指导

区民族联做好换届工作，做好清真行业

管理工作。完成宝山寺移地重建落成暨

全堂佛像开光庆典活动，完成春节期间

佛教寺庙安全工作。完成宝山区４５０余
名信徒赴佘山朝圣相关工作。排查整改

乱建寺庙、教堂和露天宗教造像现象。

做好天主教吴淞活动点和基督教宝山聚

会点的搬迁工作。完成宗教教职人员的

认定备案和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管“两

个专项”工作。推进宗教场所消防安全

工作。开展“民族和宗教法制宣传周”

活动，创办《宝山区民族宗教工作》简

讯。走访慰问 ５１４户少数民族困难家
庭。出具少数民族证明 ５０余份。妥善
处置２名新疆维族同胞交通死亡事件。
（３）推进非公经济人士工作。举办第八
届“长江口民营经济论坛”。做好区工

商联及街镇商会换届工作，召开第七次

区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

届执委会。开展非公经济发展情况调

研。邀请区领导和有关部门作“十二

五”规划纲要解读报告。召开民营企业

家恳谈会，举办“宝山区金融扶持政策对

口协商会议”和“劳动力资源与产业结

构调整的关系”座谈会等。加强非公代

表人士队伍建设，组织开展对非公代表

人士及其企业的综合评价工作。召开第

三届区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表彰大会。举办百企千岗民营企业招

聘会，提供岗位２４００余个。开展结对帮
扶“感恩行动”，温州商会、萧山商会捐

助扶贫和教育事业。区工商联获 ２０１１
年上海市光彩事业组织奖。（４）推进对
台侨务工作。举办“相聚宝山、携手发

展”海上沙龙活动和台侨商“看宝山、促

发展”活动。接待世界各地侨领、侨团

１００余人参观宝山。化解涉台涉侨纠纷
３０余起，为台侨资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加强对台交流交往，接待中国台湾桃园

县１０余个参访团共 １００余人次来访。
做好宝山区６个团组对台交流工作。全
面摸清在宝山的台胞、台企和台生的基

本情况。区台办被评为上海对台工作

（调研）先进单位。举行纪念建党９０周
年侨台界“同心同向”文艺汇演、纪念辛

亥革命 １００周年征文演讲比赛。举办
“台侨法宣传月”主题活动，接待咨询近

万人。组织“侨界人士看宝山”、“千名

老人看宝山”、“庆国庆、迎重阳”活动。

走访慰问台侨界困难群体。开展“特色

侨之家”展示活动。举办基层台侨干部

业务培训班。组织基本侨情调查工作，

区侨办、区侨联被评为市基本侨情调查

优秀组织奖。完成区台联会换届工作。

定期召开台侨社团联情联谊活动，组织

海联会成员赴常州学习考察，组织欧美

同学会开展“走进学校”系列活动。接

待来自２０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作家
到宝山采风，组织华裔青少年夏令营活

动。（５）统战信息宣传工作。开展“滨江
统战情”系列主题活动，组织“同心同行”

统战人士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演讲大赛、“同
心同德手足情”民宗界歌舞演出活动等

六大系列活动。开展统战理论调研工作，

形成４２项课题成果。其中，《建立宝山党
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和

实现方法研究》被列为市委统战部重点

联系课题，并获市一等奖。中央统战部

《中国统一战线》２０１１年第三期用４个版
面刊登《倾力打造：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

职锻炼基地———专访中共上海市宝山区

委书记吕民元》一文。在中央、市级等媒

体登载宝山统战信息、文章１０００余篇。
编辑出版《２０１１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
集》。开展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工作。举

办党派区委（总支）班子培训班、台侨干

部培训班、九三学社区委、致公党宝山支

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训班、统

战干部和社工培训班等７个班次，培训人
数３２０余人。区侨联获市统战工作先进
集体，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发林等３
人获市统战工作先进个人。

■支持协助民主党派换届　年内，宝山
区有６个民主党派区委换届，致公党支
部升格为总支。中共宝山区委支持协助

各民主党派开展换届工作，区委办向全

区中共组织转发区委统战部《关于协助

本区各民主党派组织做好２０１１年换届
工作的意见》。至７月１４日，宝山区各
民主党派代表大会全部结束，产生各民

主党派新一届领导班子。新一届班子中

有硕士１５人、博士３人，和上一届相比
高学历人数更多，年纪更轻。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工作
　启动第三批挂职干部工作，开展挂职
干部入区培训，召开挂职干部工作务虚

会。组织３次双月学习报告会，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吴捷出席会议并提出相关工

作要求。４月，区委统战部组织到北京
学习考察，拜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

中央主席陈昌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黄

跃金等领导，汇报挂职基地各方面工作。

挂职基地工作在市委统战部党外代表人

士工作推进会上作交流发言。挂职基地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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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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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班

６期
（１８５人）

宝山区统战干部培训班 ５．１８ １ ３０

宝山区统战社工培训班 ５．１８ １ ３０

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 ８．１１ １ ５０

民主党派负责人培训班 ８．１１ １ ２０

民主党派专职干部培训班 １１．７ １ ２０

新社会阶层人士培训班 １１．２１ １ ３５

与党派和有关部门

联合办班

８期
（４２０人）

宝山区台侨工作培训班 ３．１６ １ ８５

九三学社践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培训班 ５．１６ １ １００

民进区委暑期干部学习班 ７．２８ １ ３０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第一期党员学习班 ９．２ １ ２５

农工党宝山区委党员骨干学习班 ９．２３ １ ５０

民盟区委骨干学习班 １０．２０ １ ３５

民革区委骨干学习班 １１．４ １ ３５

民建区委骨干学习班 １１．１８ １ ６０

总计 １４ ６０５

搭建新的平台，开展“走进交大”、“走进

锦江”等系列活动。１０月，组织挂职干
部赴革命圣地井冈山学习考察。

（徐　晔）

■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２０１１年，共举
办各类培训班 １４期，培训学员 ６０５人
次，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培训任务。其

中，举办主体班６期，培训１８５人次；与
民主党派和有关部门联合办班８期，培
训４２０人次。年内工作主要特点：（１）教
育培训工作做到围绕中心，突出重点。

在培训对象上，以培训各民主党派人士，

尤其是党外代表人士为重点，增进政治

认同，凝聚广泛共识；培训统战系统机关

干部、基层统战干部和统战社工，提升统

战干部履行岗位职责的能力和水平；培

训各社区台胞台属、侨眷、民族联等统战

对象，扩大统战工作影响，夯实基层统战

工作基础。在培训内容上，开展同心同

行主题教育活动；开展贯彻落实《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
发展纲要》精神和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教育培训；围

绕党派工作需要，提升新任党派领导班

子成员的履职能力；围绕社区统战工作

的需求，提高基层统战干部的业务能力；

围绕新社会阶层的需求，开阔新阶层人

士的思路视野。（２）统战理论研究工作

做到服务大局，深入调研。全年共征集

论文１９０篇，精选５０篇，编辑出版《２０１１
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新开“同心

同行、党派换届”等专栏。论文集采用彩

页印刷，配有作者照片，提高可读性和可

看性。部分优秀成果在“宝山区统战理

论调研暨信息宣传工作会议”上进行交

流，在宝山统战网、《宝山统战》杂志上

进行刊登。与区委统战部联合开展关于

宝山统战社工队伍建设情况的调研，形

成调研报告《宝山区统战社工队伍建设

现状及对策思考》，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
统战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三等

奖。（３）基层分院工作做到加强指导，
托展功能。一年召开２次基层分院工作
例会，定期下基层走访，下发《社院基层

分院活动登记表》，加强对基层教育培训

工作的指导。全年各基层分院共举办各

类培训班和报告会１００余场次，培训近
万人次，累计完成论文３０余篇。与统战
相关部门以及基层分院联合举办报告

会、座谈会，发挥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

功能。 （王程吉）

政策研究
■概况　２０１１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围绕
落实“十二五规划”等区委、区政府的中

心任务，开展决策咨询和信息交流。全

年完成宝山区提升制造业能级研究、宝

山区城市转型发展研究、宝山人口增长

与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配置的关系研

究、宝山提升城市化质量和水平研究等

１０余个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咨询课
题。完成涉及街镇特色产业发展、撤制

村队案例分析、城乡一体化瓶颈破解、机

关职能部门考核等专题调研５０余个，形
成相关专题材料４０余万字。组织对各
街镇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季度跟踪，并从

宏观政策层面和具体操作上提出建议；

对加快推进宝山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

“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推进与执行情况进
行系统性评估；对集体企业厂房和集体

土地出租管理进行调研。拓展绩效考核

评价体系，科学制订标准。针对“十二

五”开局之年的工作特点，着眼两个示范

区建设新的战略目标，围绕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指标权重突出重点的指导思想，

在指标体系设计、计分方法等方面进行

研究。完成的《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和“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和《宝山

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与思考》分别被评为

上海市２０１１年度区（县）委（政策）研究
室调研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

■开展“十二五”规划相关问题研究　
开展关于宝山建设两个示范区相关问题

研究。以“３５８、６５０”城乡一体化指标体
系为基础，立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探

８４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重大研究课题

课　题　名　称 合　作　单　位

宝山区提升制造业能级相关问题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宝山区城市转型发展最佳实践区相关问题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宝山区经济发展转变示范区建设指标体系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

街镇服务业特色产业发展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宝山区撤制村队集体资产处置典型案例调查及对策研究 上海椽笔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宝山人口增长与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配置的关系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宝山提升城市化质量和水平相关问题研究 同济大学

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瓶颈问题研究
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党群处
（上海市法治研究会）

区级机关职能部门绩效考核问题研究 复旦大学

宝山发展功能新区研究课题 区人大

索加快推动宝山区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示范区和城市转型发展最佳实践

区的具体内涵、实现的基本途径和具体

的政策支撑。完成关于宝山成为中心城

区拓展区后如何提高城市化质量水平的

研究。明确宝山在“十二五”期间城市

化建设的基本方向、推进重点。就宝山

“十二五”期间提升先进制造业能级问

题，明确制造业提升能级基本目标与路

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方向、聚集区域、

发展重点等。就宝山现代服务业发展提

出主攻方向和发展层次，以及重点建设

六大集聚区的具体建议。

■开展决策咨询活动　组织开展邮轮经
济发展相关问题的一系列课题研讨活

动，形成《宝山国际邮轮港的发展思路和

建议》等系列材料。开展宝山推进城乡

一体化过程中若干瓶颈问题研讨活动。

通过分析解剖纯农业村的情况，梳理在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体

制和政策瓶颈，并就此提出突破这些瓶

颈的政策建议。开展宝山教育、文化、卫

生资源配置与人口增长间的关系研讨活

动。就宝山社会事业资源配置与人口增

长的关系，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对宝山“十二五”期间的资源、人

口配比进行预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

■开展重、热、难点问题研究　在社会管
理方面，重点研究顾村大型社区管理模

式，并就区大型社区管理问题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在农村经济方面，重点解剖

撤制村队和集体资产管理的一些实例，

并且从维护政策的原则性和连续性出

发，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考量，提出管理

对策与操作规范建议。在发展服务经济

方面，通过对街镇服务业特色产业发展

的总结，梳理街镇特色产业发展的可资

利用经验，同时研究在体制机制等方面

的有关政策。 （王　晏）

党校
■概况　２０１１，中共宝山区委党校（以下
简称区委党校）以“改革创新”抓教学、

“聚焦战略”抓科研、“科学规范”抓管

理、“学风建设”抓队伍，各项工作稳步

推进。（１）教学培训。完成处级党政
“一把手”学习研讨班、党性修养班、处

级干部专题班等３６个主体班２５１０人次
的培训，区委党校教师主体班授课平均

评优率为９５％，“天平村和谐党群关系”
现场教学专题片获中央党校颁发的

２０１１年度远程教学征集资源优秀奖。
相关教学案例入选“新华网”和“理论

网”的《全国基层党建理论创新案例

库》。（２）科研工作。申请成立上海市
委党校城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宝山城区发

展研究室。年内公开发表论文２４篇，其
中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８篇；课题立项１２
项，其中市级课题６项，区委党校进入市
委党校系统课题立项总数前２名。《开
拓》杂志编辑出版 ６期，发表文章 １０５
篇，宣传报道６家单位。（３）管理服务。
年内共接待各类会议和培训班 ８８０场
次，其中大中型会议１６０场。食堂对外
接待６２家单位２万余人次用餐。（４）队
伍建设。区委党校现有教职工３６人，其
中专业技术人员１９人，具有硕士及以上

学历教师 １６人，占整个教师队伍的
８４％。年内有２名教师晋升讲师，１名教
师晋升副教授，３名青年干部补充至中
层队伍，２名教师到区滨江办、区发改委
参加挂职锻炼。区委党校获“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０年区文明单位”称号。

■课程开发　打造基础优势课程，年内
围绕干部党性教育与能力素质等重点，

设置教学模块，确保专题课总量在６０个
以上，课程更新率达到１５％。推进基层
调研基地建设。结合友谊路、顾村镇等

基层调研基地，开设社区管理创新、镇管

大型社区、滨江带开发、淞沪历史等新课

１３讲，凸显课程本土特色。推广教学新
方法，使用研讨式、案例式、互动式、情景

模拟等教学新方法的课程占总体课程比

例达到１／４。

■承接浦东新区主体班教学　４月 ２０
日，浦东新区中青班到区委党校，由党校

教师带领到宝山天平村等地，开展“宝山

服务经济的新探索”以及“天平村和谐

党群关系”的现场教学。

■承办青海果洛州青年干部培训班　与
区合作交流办合作，６月７日至６月２１
日、６月２２日至７月６日，对宝山对口支
援地区青海果洛州的６８名新进机关和事
业单位人员以及当地的领导干部进行两

期培训，学校教师授课３２讲中有２６讲评
优率为１００％，平均评优率达到９５６％。

■服务基层　年内围绕党的十七届五中
全会精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宝山

９４

党　校



“十二五”规划等主题，组织宣讲教师深

入基层宣讲８３场，听众８８００余人次，分
别是上年的２４倍和１８倍。紧扣纪念
建党 ９０周年主题，开展“送课上门”服
务，深入街镇、社区、军营授课百余次。

■《开拓》杂志凸显城乡综合理论期刊

风格　按照“前瞻、前沿、前线”的杂志
定位，打造高端理论栏目，做强区县实践

精品栏目，年内推出“纪念建党 ９０周
年”、“学习‘七一’讲话”、“创先争优在

基层”、“走近‘十二五’”等主题专栏，集

政策导向、理论深度和基层实践“三位一

体”。

■研究论文获奖　区委党校论文《服务：
非公企业党组织功能定位的逻辑起点》

被中央统战部内参转载，《党员在居住地

发挥作用的探索研究》获上海市思想政

治工作研究会论文三等奖，《完善巡查机

制加强党内监督的思考》获区监察学会

理论研讨优秀论文。 （郭昭如）

表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序号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参加人数

１ ２月２２日 区政法委预防办社工站（组）长培训班 ３０

２ ２月２３日 云南红河州党政干部培训班（浦东党校） ４２

３ ２月２４～２５日 ２０１１年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１３５

４ ２月～１２月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双月培训班

５ ３月２１～２７日 宝山区建交委系统新任科级干部培训班 ４２

６ ３月２１～２４日 宝山区机关工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４７

７ ３月２３～２５日 宝山区文广局青年干部培训班 ５４

８ ４月１１～５月１３日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党性修养培训班 ３７

９ ４月１３～１５日 庙行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５

１０ ４月１３～１５日 杨行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４５

１１ ４月２０日 浦东新区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浦东党校） ５４

１２ ４月２０～２２日 党校第十一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６６

１３ ４月２２～２３日 区处级干部人文修养专题培训班 １０８

１４ ４月２２～２７日 区计生协会秘书长和人口计生干部培训班 ４５

１５ ５月６－７日 区处级干部突发事件处置及应急管理能力专题培训班 ３９

１６ ５月６日 宝山区公务员局面试官培训班 ３０

１７ ５月１３～１４日 区处级干部群众工作专题培训班 ８４

１８ ５月１８～２０日 党校第十二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４０

１９ ５月２０～２１日 区处级干部身心保健专题培训班 ６３

２０ ５月２５～２７日 宝山公安分局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８

２１ ５月２５～２７日 顾村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３

２２ ５月２５～２７日 宝山区第四期优秀女青年干部培训班 ６９

２３ ６月７～１７日 宝山区庙行镇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３４

２４ ６月７～２１日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新进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培训班
（第一期）

３４

２５ ６月８～１０日 高境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８

２６ ６月２１日 宝山区家庭计划指导员培训班 １９５

２７ ６月２２日～７月６日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新进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培训班
（第二期）

３４

２８ ６月２８日 四川省攀枝花市县级领导干部政治理论轮训班 ４６

２９ ７月５日～１２月１１日 宝山区第七期青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 ４５

３０ ７月２７～２９日 宝山区农村基层干部专题培训班 １５０

３１ ９月５～７日 宝山区卫生局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６１

３２ ９月１３～１４日 宝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４３

３３ ９月１６日 四川省攀枝花市县级领导干部政治理论轮训班 ６０

３４ １０月１１～１３日 宝山区杨行镇居民区书记培训班 ２７

３５ １０月２４～３０日 宝山区新任公务员入区培训班 ８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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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工作
■概况　至２０１１年末，供给关系在宝山
区的离休干部有３１６人（其中易地安置
到外省市５人）；外省市易地安置在宝山
区的离休干部有２７人；年内去世３０人
（其中外省市易地安置本区的离休干部

２人）。

■落实政治待遇　组织老同志学习党的
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和胡锦涛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区委书记吕民元向全区离休干部

和部分退休干部通报区情；对离退休干

部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出

指导性意见，加强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

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组织老干部学习杨

善洲先进事迹；组织离退休干部参加市

里举办的形势报告会，并通过分发报告

会录像的办法，拓宽报告会的收听、收视

面；为老同志订阅有关报刊杂志；组织开

展老同志“看改革成果、看经济发展、看

社会进步”的“三看”活动，让老同志亲

身感受经济社会新变化；动员、鼓励老同

志参加区老干部大学的课程学习；投入

４０万元对老干部中心活动室进行整修，
并更新、添置部分设施；依托媒体，加强

对老干部和老干部工作的宣传；组织老

同志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创建

和谐社区以及关心教育下一代工作中发

挥作用。

■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　“七
一”前，对离休干部普遍进行走访慰问，

并颁发市委组织部和市委老干部局制作

的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纪念章；组织开展老
干部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征文活动，编印征
文集《老党员新风采》，收录１８篇征文；
区委老干部局与区关工委联合组织离退

休干部赴社区、学校开展巡回演讲活动；

开展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的评选、推荐工作，表彰一批市、区老干

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６月２２
日至７月１５日，举办纪念建党９０周年
老干部书画摄影展，展出作品２１３幅；６
月２５日，组队参加全市离退休干部歌咏
大会；６月２８日，召开宝山区老干部纪
念建党９０周年座谈会，近５０人参加。

区委书记吕民元（左一）走访慰问老干部 区老干部局／提供

■落实生活待遇　按照规定，做好调整
已故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标准、离休干部护工费用补贴标准和高

龄离休干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专项补贴

标准等工作；落实好外省市易地安置上

海市离休干部医疗照顾政策；配合区卫

生局，加强对市一医院宝山分院和曙光

医院宝山分院方便离休干部就医工作的

指导、督查；做好离休干部年度体检工

作，为有特殊需求离休干部安排上门体

检，并安排医疗咨询；坚持高温必访、重

大节庆必访、老干部有特殊情况必访等

“三个必访”工作，机关干部共走访慰问

老同志近３００人次；坚持财政支持机制，
区财政帮困专户资金拿出３１２９万元，
补贴自付医药费数额较大和家庭特殊困

难的离休干部；依托区法律顾问团和宝

山公证处为居住在区域内的老同志提供

法律服务；做好企业老干部的服务管理

工作；利用社区资源做好离退休干部服

务工作；在区民政局和区财政局支持下，

完善高龄离休干部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关心照顾好易地安置离休干部的生活，

对全区易地安置外省市离休干部进行走

访慰问。 （张　震）

区级机关党工委
■概况　至年末，区级机关党工委有下
属机关党委 ３个，直属机关党总支 １６
个，直属机关党支部２３个，中共党员总
数２２０６名。年内组建区滨江委机关党
支部１个，６个机关党组织通过“公推直
选”方式进行调整。全年共发展预备党

员１３名，党员转正１７名。

■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区级机关党工委
以“在单位里争当先进，在居住地争做表

率”的“双在双争”活动为载体，推进创

先争优活动。１４６８名在职党员自愿向
党组织申报“双在双争”示范员，参与率

达９７８％。机关党工委下发工作要求和
《“双在双争”活动工作记录手册》，明确

工作步骤，指导各机关党组织推进落实

各项活动任务。重点以“机关在职党员

社区表现情况反馈表”为抓手，通过实地

走访或其他有效形式深入社区了解在职

机关党员的表现情况，并根据了解的情

况与每一位党员开展交流谈心，对党员

个人争创情况进行点评，帮助党员查找

个人不足，提高机关党员干部服务群众

的意识和水平。在“两优一先”评选中，

区级机关系统共评选出优秀党组织和党

员２４名（个），其中，区６１０办李丽芳被
评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区财政局机

关党总支等７家机关党组织被评为区先
进基层党组织，１０名党员被评为区优秀
共产党员，６名党员干部被评为区优秀
党务工作者。

■机关党组织建设　以通报的形式加强
对各机关党组织落实“三会一课”制度

和每月固定组织生活情况的监督，要求

各机关党组织同时上报文字说明和配发

固定组织生活日图片，并将相应内容在

机关党建网页上刊登。结合中共建党

９０周年宣传主题和学习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举办机关党组织

书记学习“七一”讲话学习研讨班和青

年党员理论轮训班，邀请市委党校老师

做专题辅导，通过配发图书、专题讲座、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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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７日，区级机关党工委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文艺汇演 摄影／经瑞坤

知识竞赛、座谈讨论等形式组织开展党

史理论教育；举办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

训班，４３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为期五天
的培训。做好区人大代表机关选举工作

组的工作，协调指导５个选区的选举事
务，通过严格执行法定程序，选举产生６
名区人大代表。完成区级机关出席区六

次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任务，召开区级机

关党工委党代表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

式产生３７名区级机关出席区六次党代
会的代表。

■机关作风建设　开展党务公开工作，
１１月１８日下发《关于落实区级机关基
层党组织党务公开工作的通知》，４２家
区级机关单位的党组织结合单位实际，

制订、上报包含党务公开目录、程序、形

式和时限等内容的具体工作方案。组织

近百名机关党员志愿者深入居民区、文

化广场等社会场所，发挥专业优势开展

各种形式的便民服务。１０名党员志愿
者被评为区优秀党员志愿者，获区委组

织部表彰。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观看沪剧

《红梅颂》和红色电影参展影片，开展换

届纪律学习宣传，营造风清气正的机关

廉政文化环境。配合市级机关纪工委开

展“改进工作作风，服务‘四个确保’访

谈活动”，组织召开市级机关作风评议座

谈会。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区级机关
扩大结对帮扶工作覆盖面，１６家单位的

党组织与罗泾镇、罗店镇等１１个经济薄
弱村结对，助推薄弱村经济发展。各机

关党组织以组织座谈、交流、现场办公、

技术支持等形式开展共建活动，为基层

解难事、办实事。机关党工委下属４２个
基层党组织开展与居民区的党组织和居

民区的困难家庭“双结对”活动，各机关

党组织年内看望困难群众２３５人，慰问
总金额１７万余元。举办区级机关纪念
建党９０周年文艺汇演，共有１３个优秀
节目参演，４００余名机关党员干部观看
演出。

■机关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做好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年度市、区两级文明单位的预
报工作，有８家单位申报市级文明单位，
４家单位申报区级文明单位。组织机关
职工开展“一日捐”募捐活动，募得捐款

４万余元。

■学习型机关建设工作　开展以“读书
心得评选、读书品牌项目申报、读书伴我

成长演讲比赛”为内容的读书系列活动，

形成具有宝山特色的机关读书品牌。结

合“十二五”开局年工作，抓好机关党员

干部形势任务教育，区委常委、副区长夏

雨和区发改委主任陆继纲为机关干部分

别作“调结构促转型”和“区‘十二五’规

划解读”的专题辅导报告；组织１００名机
关党员参加“当前国际形势热点问题”

报告会。４月，开通“宝山机关党建网”，
加强机关党建信息工作。围绕“创先争

优活动实效性研究”、“机关学习型党组

织建设”、“以青年干部为重点加强干部

队伍建设”３个课题开展党建调研，从２４
篇调研论文中筛选６篇参加全市机关党
建研究成果评选，其中《机关青年思想政

治工作有效途径探析》获市级机关党建

研究会二等奖。

■机关群团工作　３月１９日 ～４月 １０
日，区级机关工会举办以“健康宝山、活

力机关”为主题的机关运动会，１１６０人
次报名参加乒乓球等１０个项目的比赛，
参加人数占区级机关干部职工总数的

５０％以上。与区级机关团工委联合举办
“读书伴我成长”系列活动，形成良好的

机关读书氛围。组织机关女同志妇科体

检，继续做好机关干部职工续保医保补

充保险。组织机关女干部参加 ３场以
“拓宽视野、调适心理、提高素质”为主

题的学习会；组织机关团员青年与吴淞

海事处团委和杨行敬老院联谊，编印团

员青年《学习翻页》４期。区机管局团支
部获团市委“青年志愿者先进集体”

称号。 （胡　敏）

区社会工作党委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落实“建立组织、发挥作用”的

目标要求，以推进“十二五”规划开局之

年为契机，以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为动力，
以深化创先争优活动为重点，推进“红

帆工程”建设，提升“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水平。至年末，全区新经济组织有

１７７８５家（不包括个体工商户），从业人
员２３万余人；建立园区党工委３个，街
镇综合党委１２个，党组织８６７个（其中
关系隶属宝山区的党组织 ６２３个）；党
员１２４５６人（其中关系隶属宝山区的党
员６３９９名）；新社会组织 ４５２个，其中
社会团体 １３９家，建立党总支 ２个，独
立党支部４个，联合党支部４５个，临时
党支部６个，党小组１５个，由业务主管
部门委派党建联络员 ４６名；民办非企
业单位３１３家，建立党支部３１个，联合
党支部１１个，由属地党委派遣党建联
络员１５２名。

■深化创先争优活动　围绕市委提出的
“创新转型谋发展，服务群众促和谐”和

区委提出的“攻坚克难转方式，强基固本

促和谐”创先争优活动主题，坚持以“扬

起‘红帆’争先锋，推动发展创一流”为

实践载体，深化“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党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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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创先争优活动。年初统一制作创先争

优活动承诺书，发放到“两新”组织党组

织和党员，并利用公开栏、网站公示等方

式向群众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做到承

诺、示诺、践诺、评诺相衔接。全区“两

新”组织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承诺分别达

到１００％和 ９８％。各园区党工委、街镇
综合党委每半年开展一次点评，肯定成

绩、指出不足、提出努力方向。各“两

新”组织党组织结合创先争优活动领导

点评，开展群众评议工作，调动群众参与

创先争优活动的积极性，努力做到上级

党组织认可、所在“两新”组织肯定、党

员和职工群众满意。据统计，接受群众

评议的“两新”组织党组织为５５８个，占
９２％，评议结果满意率达到 ９０％的有
５２５个；接受群众评议的党员数为 ５５４３
人，占 ９６％。坚持信息报送制度，各园
区党工委、街镇综合党委每周上报一个

典型事例、每月上报一篇工作信息，宣传

推广“两新”组织创先争优活动进展情

况、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全年共收到典

型事例和工作信息３９９篇。各“两新”组
织党组织从自身特点出发，通过创先争

优活动解决实际问题，全年共提出合理

化建议１１７３条，开展技术革新 １７７个，
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开展技术革新带来的

经济效益２１３７万元，完成急、难、险、重
任务 ９８０件，为群众和社会做好事
２０２９件。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３日，区“两新”组织纪念建党９０周年表彰会召开 区社工党委／提供
■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活动　全区“两
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活动。区委组织部、区社
会工作党委在全区“两新”组织中开展

创评“五好”（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

工作机制好、发展业绩好、群众反映好）

党组织、“六强六突出”（党员意识强，表

率作用突出；敬业意识强，岗位奉献突

出；主人意识强，创新能力突出；业务技

术强，骨干作用突出；带头意识强，凝心

聚力突出；责任意识强，服务企业突出）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

“红帆之友”活动，共评选出 ２７个“两
新”组织“五好”党组织，１６名“六强六突
出”优秀共产党员，１６名优秀党务工作
者，１０名优秀“红帆之友”。６月９日，区
社会工作党委协同区委组织部与福建省

宁德市委组织部联合主办“相聚在党旗

下———共建和谐社区，共促科学发展”基

层党建论坛。６月 ２３日，召开宝山区
“两新”组织纪念建党９０周年表彰会，对
评选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授予荣誉称

号、颁发证书。同时，区社会工作党委组

织开展“两新”组织党建成果展，编辑

《红帆港》特刊《扬起红帆争先锋，推动

发展创一流———宝山区“两新”组织“三

优一先”风采》，宣传先进事迹。全区

“两新”组织党组织积极开展以“学党

史、增信念”为主要内容的理想信念专题

教育，通过党史课件征集、党史知识竞

赛、党史宣讲、党建论坛、远程教育课堂

直播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党史、党的知

识和党的基本理论。组织党员、入党积

极分子参加市委组织部、市委党史研究

室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网上党史知识竞赛活动；
参加“上海‘两新’组织‘学党史、增信

念’网上感言征文”活动，共收到征文７４
篇，其中有９篇被市社会工作党委录用
在《上海“两新”组织建党９０周年征文
感言》中。组织开展庆“七一”文艺才艺

展示活动。各园区党工委、街镇综合党

委引导“两新”组织党组织结对社区困

难群众，组织党员开展“党员一日捐、七

一献爱心”活动，共慰问困难党员和员工

１８００余人。

■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　围绕《上
海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三年行动计

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的要求，把推进组
织“两新”党建工作覆盖贯穿全年工作

始终。结合经济普查、工商年检和下发

“告企业书”、“非公企业党员登记表”等

形式，建立动态排查、跟踪和月报、季报

制，做好企业、党员的排摸、梳理。建立

企业党组织覆盖工作季度通报制，加大

覆盖工作的督查和指导力度，全年新排

摸出流动党员及隐性党员１３４７名。指
导各园区党工委、街镇综合党委采用体

外组建、联合组建、挂靠组建等多种方

式，创新党组织设置，并加大发展党员工

作力度，全区共新建“两新”组织党组织

３６个，新发展党员１３０名。发挥“两新”
领域工会的组建优势和功能优势，推进

“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工作。至年

末，宝山区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企业

２３５２个，覆盖率为２２９０％，党员占从业
人员总数的 ５２７％。引导和推进“两
新”组织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制定下发

《关于开展宝山区“两新”组织廉洁文化

示范点创建活动的通知》，倡导廉洁文化

进企业。在指导上海舜枫龙国际物流有

限公司党支部开展党务公开试点工作的

基础上，制定《关于在全区“两新”组织

党组织中实行党务公开的实施方案》，全

面推进“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务公开

工作。

■加强组织资源体系建设　坚持区“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例会制

度，落实园区党工委、街镇综合党委与

“两新”组织党组织定点联系制度。坚

持党群联动机制，落实“组建联动、队伍

联建、活动联抓、信息联通、成效联考”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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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６月９日，举办基层党建论坛 区社工党委／提供

群联动工作措施。坚持基层综合党委

季度工作会议和支部书记季度工作例

会制度，落实“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定期

通报制度，坚持工作月报制和社区专职

党群工作者例会制。实行街镇、园区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年度考核测评，制

定《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定期通报主要内容》。加强基层综合

党委专职副书记和“两新”组织党支部

书记队伍建设，召开综合党委专职副书

记例会，组织开展“两新”组织党支部书

记培训。加强社区专职党群工作者队

伍的教育、培训和管理，通过开展“亮工

作职责、亮完成任务、亮存在问题、亮努

力方向”测评考核，提高做好“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的能力和素质。加强以党

建工作联络员、党建工作指导员为骨干

的“红帆员”队伍建设，发挥党建工作志

愿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坚持“两新”组

织党组织上缴党费全额下拨机制，全年

向基层“两新”组织党组织下拨党费４１
万余元，逐步解决“两新”组织党组织活

动经费保障问题。依托街镇党员服务

中心、党员“红帆”志愿服务队等，为

“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党员提供多层次

全方位的服务。推进网络阵地建设，完

善“两新”组织综合服务平台，及时对综

合服务平台的信息进行更新，全年共上

传信息３３５６篇。扩大支部网站建设的
覆盖面，指导基层支部网站建设，全年

新建立支部网站 ３５１家。协同区体育
局举办“宝山区第三届‘宝松杯’百企

足球联赛”，组织１６支队伍参赛。继续
办好《红帆港》专刊，丰富“爱我宝山”、

“深度报道”、“红帆工程”、“群英荟萃”

等特色栏目，扩大“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影响力。加强对“两新”领域基层党建

难点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完成《宝山区

镇属社区管理和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探

索》、《关于推进宝山区社会工作人才队

伍建设的思考》课题调研，指导基层综

合党委完成课题调研１３篇，其中《关于
推进宝山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

思考》获市“两新”组织党建优秀调研

课题评选三等奖。 （于炉忠）

保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保密工作以贯彻
落实《上海市保密工作暂行规定》为抓

手，强化保密宣传教育培训工作，健全保

密管理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提高保

密技术防范水平，加强保密干部队伍建

设，全年没有发生失泄密事件和重大违

规事件。宝山区保密管理工作在全市各

区县２０１１年度保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
中被评为优秀。年内采取集中培训和以

会代训的形式，组织召开区委保密委员

会成员、各单位保密领导小组组长、保密

联络员、保密协作组骨干会议４次，机要
员和网管员集训２次，定密培训１期，受
训保密干部和重点涉密人员 ４００余人
次。区保密局到基层开展保密教育 ７
次，共３００余名机关干部、涉密人员和部
队官兵受到保密教育；完成市国家保密

局布置的“涉密设备户籍化管理平台”

配备工作，为４个保密协作组配发专用
保密检查工具和手机安全信号屏蔽器；

回收销毁涉密磁介质２１个，各类内部文

件、资料２０余吨。

■制定《宝山区保密工作实施细则》　
１１月，区委保密办、区国家保密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上海市保密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并

结合实际，对保密组织机构及责任制度、

国家秘密的确定、保密教育培训、保密预

警防范、保密检查和查处、保密工作考核

和奖惩等６个方面的工作制度进行修订
和细化，制定并下发《宝山区保密工作实

施细则》。１１月下旬，区国家保密局对
贯彻落实《上海市保密工作暂行规定》

工作进行自我评估，评估项目和评估标

准严格按照市国家保密局的要求，并依

据宝山区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填写《贯

彻落实〈上海市保密工作暂行规定〉工

作评估表》上报市国家保密局。１２月，
区国家保密局依据《宝山区２０１１年保密
工作要点》和《宝山区２０１１年保密工作
目标管理任务书》，对全区８２家机关、单
位开展保密工作的情况进行考核。

■组织参观“全国窃密泄密案例警示教
育展”　９月１日至６日，区国家保密局
组织全区党政机关及部分事业单位的领

导干部和涉密人员参观由国家保密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国家安全部、解放军保密委员会在上

海展览中心联合举办的“全国窃密泄密

案例警示教育展”。区委、区政府主要领

导与全区８２家党政机关、单位以及驻区
部队部分官兵共１５００余人参观教育展。

■开展保密工作专项培训　４月上旬，
区国家保密局对全区保密联络员、网管

员进行保密检查工作专项培训，统一保

密检查的程序、方法和标准，现场演示专

用检查软件的使用方法和关键词的选取

范围，全区８２家单位的有关人员参加培
训。４月下旬，区国家保密局协助市国
家保密局在区保密教育培训基地（区委

党校）举办保密技术装备强制配备专项

工作培训班，主要培训保密技术防护专

用系统、涉密设备户籍化管理平台、保密

工作综合管理工作平台的技术特点、配

备工作计划和服务流程、日常使用和管

理等内容，全区７８家单位共８３名保密
干部和技术人员参加培训。９月下旬，
区国家保密局举办第二期定密责任人培

训班，１５家单位的定密责任人参加
培训。 （蔡裕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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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编辑　谭雪明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区六届人大八次会议在区委党校举行 区人大办／提供

综述
２０１１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

会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积极履行法定职

责，加强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全年举

行代表大会１次、常委会会议８次。常
委会任免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１３人次、
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人员２０人次、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工作人员１３人次，接受常
委会组成人员及有关工作机构人员、区

政府组成人员辞去职务 ４人次。完成
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选举产生

新一届区人大代表 ２９２名，９个镇人大
代表共６７８名。常委会组织代表就城市
运行和生产安全、现代服务业发展、绿化

模范城区创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等开

展调查研究和视察检查。办理群众来信

２３１件、５５６人次，接待群众来访２３２批、
３４５人次，电话信访７件次。全年工作重
点：（１）围绕区委重大决策部署和“四个
更”（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

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加

强对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城乡环境

建设管理、各项社会事业均衡发展、和谐

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监督。（２）依法
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

审查批准财政预决算等，提出相关审议

意见或依法作出相关决定。（３）依法做
好换届选举工作，加强代表工作，发挥代

表主体作用。（４）继续落实区委人大工
作会议精神，提高人大工作水平。

（杨　晨）

区六届人大及常委会会议
■区六届人大八次会议　１月１１日～１４
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２６６名，实
到２３４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到
会祝贺。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２０１０年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１年计划、预算草案，批准２０１０年计
划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２０１１年计划

及区本级预算，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

会、区法院、区检察院工作报告。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２
月２３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李原关于
社会事业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

政府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报告，

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１年工作要
点。会议审议区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主席

团交付审议的“关于改善住宅小区道路

设施等，消除公共安全隐患”的０１号代表
议案（以下简称０１号议案），决定由区政
府提出符合宝山实际的议案办理方案。

会议并表决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４月２７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夏雨
关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结构、促转型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

于预算外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报告、区

政府关于区六届人大八次会议“０１号议
案”的办理方案和区法院关于民事审判

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有关人事任免事

项并传达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人大代表换

届选举工作的要求。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６月２２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朱永泉
关于财政收入有关情况的报告，听取和

审议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０年度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０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

２０１０年区本级财政决算。会议听取区
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加大扶持力度，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０６号）代表议案决
议落实情况的报告，并审议通过有关人

事任免事项。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扩
大）会议　７月２０日举行，全体区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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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参加，听取区长斯福民关于区政府

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分组评

议。２１日，区人大常委会继续举行会
议，听取区人大各代表组对区政府上半

年工作的评议情况汇报，听取区发改委

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１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和区财政局关于２０１１年上半
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听

取和审议副区长丁大恒关于代表书面意

见办理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有关人事

任免事项。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宝山区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会议召开 摄影／浦志根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８月１６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连正
华关于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工作

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第

四轮环境保护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

完成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深入推进法

制宣传教育的决议。会议就宝山区、镇

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事项作出决定，

并通过有关人事任命事项。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１０月９日举行。会议接受斯福民辞去
区长职务的请求，并经投票表决，决定任

命汪泓为宝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

区长。会议听取副区长钟杰关于新农村

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并通过有关人事任

免事项。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１１月１８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丁大
恒关于社会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

和审议区政府关于落实区六届人大八次

会议“０１号议案”决议情况的报告，审查

批准２０１１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区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的决定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１２月１５日举行。会议听取区选举委员
会关于选举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初审

２０１２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草案），审议区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项，讨论通过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并审议

表决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杨　晨）

重要会议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领
导联席会议　１月 ２０日举行。区人大
常委会通报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草案），并
听取“一府两院”（区政府、区法院、区检

察院）领导对区人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扩大）会议
　１月 ２６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十三届人大四

次会议精神。会议要求把市人代会精神

贯彻到区人大常委会新一年的工作中，

并把会议精神及时传达到各镇人大及街

道代表组。

■区人大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　３月
１８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２０１１年新闻
宣传工作座谈会。会上，区人大常委会

研究室回顾总结２０１０年人大新闻宣传
工作，并通报 ２０１１年人大新闻宣传工
作要点。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专题会议　４月
１８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食品安全专题
汇报会。会议听取副区长朱永泉关于

区食品安全检查情况的汇报。５月 ２５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食品安全法执法

检查评议会。会议听取区质量技监局、

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分局、区农委和

区商务委负责人关于区食品安全监管

情况的汇报。１２月３０日，区人大常委
会召开专题学习会。会议传达贯彻市

委九届十七次全会精神，要求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市委全会精神，结合宝山

发展和人大工作实际，认真做好区七届

人大一次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

圆满顺利召开。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７月 ２０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区委五届十四次

全会精神，并结合区人大常委会工作，就

如何贯彻区委五届十四次全会精神提出

要求。１２月２６日，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召
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区第六次党

代会主要精神，并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会

议精神，指导人大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筹

备好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８月
１７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学习讨论会。
会议传达学习区委关于区、镇两级人大

换届选举工作动员会精神，部署下阶段

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１２月８日，区
人大常委会举行学习讨论会。会议传达

市人大常委会专题学习会精神，回顾总

结五年来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并对近

期工作提出要求。与会人员对区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讨论稿）提出修改意见。

（杨　晨）

重大决定
■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
决定　４月２７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对区预算外资金管理使用

情况进行审议。会议要求区政府进一步

研究新形势下财政资金管理所面临的新

课题，推进政府投资计划纳入预算管理，

制定宝山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办法。６
月２２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审议和批准区本级财政决算。会议

要求区政府进一步做好财政、审计基础

性工作，进一步推进财政和审计信息公

开，拓宽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监督渠道，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１１月１８日，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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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对区本级

财政预算调整（草案）及其报告进行审

议。会议决定批准区政府提出的 ２０１１
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并建议区政府

积极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

完善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工作，同时加

强对镇级财政的指导工作。１２月１５日，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区

政府拟提交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查的

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草案）进行初审。会
议要求区政府在预算执行中加强对调结

构促转型、发展经济的支持；加强财政政

策落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强公共财

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综合平衡，做

到以收定支。重点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制度、教育事业经费安排使用、重大项

目跟踪审计、指导镇级财政等工作。

■ ０１号议案处理　２月 ２３日，区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区六届

人大八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０１号
议案，会议决定由区政府明确议案办理

的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并提出办理方

案。４月２７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０１号议
案办理方案，并就方案表决通过相关决

议。决议要求区政府统一思想，加强领

导，抓紧试点，保障财力，有序推进住宅

小区公共安全工作。９月１６日，区人大
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对０１号议案决议
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调研，实地察看永清

二村、淞南八村等住宅小区道路设施、消

火栓等改造施工现场，并听取区建交委、

区房管局、吴淞街道、淞南镇等单位的现

场介绍。１１月１８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

落实０１号议案决议情况的报告。会议
要求从规划、建设和管理上不断加强小

区综合治理，积极协调解决难点问题；加

强调研，认真总结和完善有关长效机制；

加强宣传引导，切实增进群众安全意识。

（杨　晨）

依法监督
■视察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情况　
３月２３日，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
和区人大代表视察区城市运行安全和生

产安全情况。代表们实地察看上海大通

钢铁结构有限公司、海滨二村、三村小

区、淞宝路商业办公综合楼工地等生产

安全和消防安全情况，并听取区公安分

局消防支队、区建交委、区安监局、区房

管局等关于消防安全、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安全生产、居住小区公共安全有关工

作情况汇报。代表们建议加强宣传教育

和培训，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做法，加强设

施检查维护，加强演练，提高消防应急实

战能力；加强规划研究，改善居住小区消

防、道路、安保等设施和停车难问题；完

善企业监管考核机制，研究加强第三方

监理和施工企业自身管理工作，采用信

息化和高科技手段加强实时监管。

■视察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　４月 １４
日，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部分

市、区人大代表视察区现代服务业发展

情况。代表们实地查看半岛 １９１９、汽
车·梦工厂、上海玻璃博物馆和上海吴

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听取区商务委、区滨

江委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就区现代服

务业整体谋划、定位、宣传、特色、引进高

端人才、保持历史延续等提出意见建议。

■视察监狱工作　４月２６日，区人大常
委会内司工委到安徽白茅岭、军天湖监

狱检查《监狱法》的贯彻实施情况，并看

望、慰问在农场工作的区人大代表和干

警。委员们听取两个监狱关于贯彻实施

《监狱法》的有关情况及社区建设、发展

情况汇报，并察看监区、干警办公室等

场所。

■视察防汛防台工作　５月１９日，区人
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部分委员和区人

大代表检查区防汛防台工作。代表们实

地察看富锦路东泵站、宝钢集团防汛物

资仓库、老石洞水闸等防汛防台准备工

作，并听取区防汛指挥部有关工作情况

汇报。代表们建议进一步完善预案，落

实责任，加强考核；进一步查找隐患，抓

紧落实整改；研究?藻浜沿线码头、堆场

的防汛墙问题，逐步加以解决；加强宣

传，提高全社会防汛防台意识。

■视察绿化模范城区创建工作　５月３１
日，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部分

市、区人大代表视察区绿化模范城区创

建工作情况。代表们实地察看罗泾水源

涵养林、生态公益林、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二期等绿化和林带建设管理情况，听

取区绿化市容局、区农委的有关情况介

绍。代表们围绕加强宣传动员、加强规

划指导、提升绿化品质、打造宝山旅游品

牌等方面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建议。

■视察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情况　８月９

日，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部分

市、区人大代表视察区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情况。代表们察看区体育中心改造情

况和大场镇体育中心工作情况，并听取

区体育局和大场镇关于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管理工作情况汇报。代表们建议进

一步完善体育设施布局、完善基层体育

设施结构、加强体育设施管理、整合区域

体育健身资源。

■跟踪督办“菜场要姓菜”代表书面意
见　４月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就“菜场
要姓菜”代表书面意见办理情况与代表

进行座谈。代表们就临时菜场疏导点的

设立，搭建政府、代表及驻区部队沟通平

台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６月３０日，区
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对“菜场要姓菜”

代表书面意见办理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

跟踪了解，实地考察临时设摊点的选址，

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承办部门工作情

况汇报。代表们对书面意见办理情况进

行评议并提出意见建议。９月 ５日，区
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区人大代表

对“菜场要姓菜”代表书面意见办理情

况进行检查。代表们察看绿叶菜场淞兴

店和步云临时集贸市场建设工地，听取

区商务委和吴淞街道关于书面意见办理

情况和步云临时集贸市场建设情况的汇

报。代表们建议进一步整合力量、保障

资金投入、加强管理、尽快建成并管好步

云临时集贸市场；同时加强现有标准化

菜场的长效管理，通过降低摊位费、增加

直供点等方式平抑菜价，吸引群众进菜

场买菜，减少马路乱设摊，改善环境脏、

乱、差的现象。１１月２２日，区人大常委
会财经工委到步云临时菜场建设工地，

了解菜场建设进展情况。１２月２８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副主任杨卫国

等区人大领导参加绿叶菜场步云店开业

仪式。 （杨　晨）

重要活动
■市人大领导到宝山调研　３月 ２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林荫茂率市人大

法工委及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有关人员，

到宝山调研食品摊贩现状和管理机制，

并与淞南镇、吴淞街道以及区食药监、区

城管、工商、质监等有关领导、早餐连锁

企业负责人、早餐摊贩代表进行座谈交

流。３月１８日，市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
委员孙运时率委员会成员和部分市人大

代表，到宝山调研学前教育情况，实地察

看庙行镇、大场镇部分民办三级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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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区教育局有关工作情况介绍。３月
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定华率市
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到宝山调研“三

农”工作，实地察看罗店镇美兰金苑养老

院、光明村蔬菜生产基地和罗泾镇洋桥

村村庄改造工程，参观顾村公园和宝山

禅寺，并听取区农委、区商务委、区物价

局关于宝山“三农”工作、食用农产品价

格、保护农民积极性和保障农民权益等

方面的情况介绍。５月１２日，市人大城
建环保委主任委员甘忠泽一行到宝山调

研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情况，实地视

察菊泉新城（“四高”小区）、馨佳园等保

障性住房建设基地，听取区房管局、区规

土局、顾村镇有关工作情况介绍，并向居

委干部、居民了解小区建管情况和居民

生活情况。５月２６日，市人大常委会就
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专项监督工作到宝山

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市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姚明宝，市人大城建

环保委主任委员甘忠泽以及市人大常委

会部分组成人员、部分市人大代表和市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参加。市人

大领导和代表们实地察看顾村馨佳园基

地公建配套建设情况，并听取市住房保

障局、市建交委、市交通港口局、地产集

团、宝山区政府、顾村镇关于住房保障体

系建设各自工作情况汇报。同日，市人

大侨民宗委主任委员应蓓仪一行到宝山

调研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情况，实地察看

宝山寺，听取区民宗办、区宗教团体和宗

教场所的工作情况汇报以及非正常宗教

活动整治情况汇报。８月２３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培生率市人大常委会、

各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和部分市人大代

表到宝山视察调研宗教工作，实地察看

宝山寺，并听取市民宗委、宝山区政府关

于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情况汇报。１０月８
日，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袁以星、副主

任委员俞国生、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

主任任连友一行到宝山调研市与区县财

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实施情况，并听取

区财政局、区税务分局有关工作情况介

绍。１１月２日，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到
宝山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发展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工作情况进行调研，

并听取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和区人保

局、卫生局有关工作情况介绍。

■市人大常委会在宝山召开工作例会　
２月２３日，市区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委第十次工作例会在宝山召开，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培生等领导出席会

议。会议围绕贯彻落实新修改的选举法

和代表法，做好区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

换届选举工作，以及２０１１年度市区县人
事代表工作要点进行探讨和交流。宝

山、嘉定、虹口、金山、松江和青浦等区作

交流发言。

■沪宁汉渝“四市八区”人大常委会领
导到宝山考察交流　４月１３日，参加沪
宁汉渝“四市八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联

席会议的领导到宝山考察交流。各兄弟

区人大领导参观宝山寺、顾村公园、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和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并与区人

大领导进行座谈交流。

■全国部分钢铁城区（市）人大工作联
席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　４月２２日，全
国部分钢铁城区（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联席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宝山区举行。来

自重庆市大渡口区、包头市昆都仑区、太

原市尖草坪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武

汉市青山区、马鞍山市雨山区的人大常

委会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期间，各成员

单位代表参观顾村公园、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和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并就人大常委会工

作进行座谈交流。

■举行社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成
立暨揭牌仪式　 ６月３０日，区社区（街
道）人大代表联络室成立暨揭牌仪式在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举行。市人大常委会

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张贤训与区领导共

同为友谊路、吴淞及张庙三个社区（街

道）人大代表联络室揭牌。 （杨　晨）

区、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
■概况　全区 １４２个选区有登记选民
７４４２２１人，以 １８岁以上户籍人数为基
数，选民登记率为 ９３７％。１１月 １６日
～１７日，１４２个选区依法选举产生区第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９２名，参加投
票选举的选民 ７１６４１９人，参选率达
９６３％。当选代表中，中共党员代表１８２
名，占代表总数的 ６２２％；非中共人士
代表 １１０名，占 ３７８％；男性代表 １８２
名，占代表总数的６２２％；女性代表１１０
名，占３７８％；连任代表１０２名，占代表
总数的３４９％。全区９个镇同步选举产
生新一届镇人大代表６７８名。

■设立区选举委员会　８月１６日，区六

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五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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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立代表选举日　８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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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区第七届人大代表选举日期，决定１１
月１６日为选举日。

■开展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活动
　１１月１１日，区选举委员会组织由各政
党、人民团体推荐的３９名正式代表候选
人及与其同一选区的由选民联名推荐的

９５名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
全区１４２个选区产生的４３１名区人大代
表正式候选人在１１月９日至１５日开展
与选民见面活动。

■市人大领导检查指导宝山选举工作　
１１月１６日，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
主任陆凤妹一行到宝山检查指导投票选

举工作，并到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宝钢发

展有限公司实地视察指导投票选举

工作。

■确认选举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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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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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晨）

代表工作与街镇人大工作
■书面意见办理　区六届人大八次会议
期间，共收到交由区政府部门办理的代

表书面意见１２１件。全部书面意见均在
法定期限内研究处理并答复代表，其中

得到采纳和解决的６６件，占办理总数的
５４６％；正在研究或已列入计划逐步解
决的４０件，占办理总数的３３％；因条件
所限暂时无法解决和留作参考的１５件，
占办理总数的１２４％

■召开代表座谈会　１１月 ２８日至 ３０
日，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分３组到全区１２
个街道和镇，召开代表座谈会，征求代表

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提出区人大

常委会要继续关注民生及社会管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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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一步推动转型发展、加强代表培

训、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加大代表书面意

见的督办力度等意见和建议。

■开展代表培训　１２月１９日，区人大
常委会举行人大代表履职培训，１８０余
名新当选的区七届人大代表参加培训。

市有关专家和区财政局领导分别就人大

制度、计划和预算报告等进行讲解。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７月２７日，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的代表在听取市长

韩正所作的关于上半年政府工作情况

的报告后，集中开展评议。１２月１４日，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举行市人代会会前

组团活动，酝酿讨论会议议程、选举主

席团和秘书长办法、主席团和秘书长候

选人名单等草案，酝酿提出代表议案和

书面意见。

■召开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３月 １日，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与会人员参观位于淞南镇的上海国际工

业设计中心、复旦软件园，察看淞南一

村、鎏园等小区消防安全情况，并听取淞

南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介绍。部分镇人

大、街道代表组就２０１１年工作打算进行
交流。 （杨　晨）

表１ ２０１１年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会　议 任 免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
沈天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杨月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钟颖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员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

王友农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辞），金

正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

施洪俭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王骏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金猷

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秀华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副庭长，须庆峰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陆士忠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副庭

长，周皓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俞雅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施洪俭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金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副庭长，王秀华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魏柄华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
金成区司法局局长，周有根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 周有根区司法局局长，徐荣森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
王理、李传芬、施荣祥、钱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六次会议
汪泓副区长、代理区长

斯福民区长（辞），俞玲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

陶夏芳副区长，秦文波副区长，牛长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金敏浩区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李乾、杨婷、陈双幸、周园园、夏新华、穆英慧区人

民法院审判员，沙黎辉、张斌、罗涛、桂燕萍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李原副区长（辞），朱永泉副区长（辞），高香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主任，牛长海区统计局局长，金敏浩区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
孙军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韦杨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

（杨　晨）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摄影／经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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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编辑　谭雪明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５日，宝山领导干部大会召开 摄影／蔡　康

综述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按照“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工作要求，加快建设“经济发展

方式加快转变的示范区、推动城市转型

发展的最佳实践区”，推进重点地区调整

提升，统筹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十二

五”发展开局良好、起步扎实。（１）增强
经济实力。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坚

持在发展中调整、在转型中提升，形成产

业发展与城市功能融合并进的态势。区

增加值、区可用财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是

２００６年的２倍、１９倍、１８倍和２２倍。
依托重大功能项目，加快重点地区转型，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

成开港，上港十四区结构调整实质性启

动，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全面推进，吴

淞工业区调整转型取得突破，形成四大

板块、五大地区辐射带动整体转型的发

展态势。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结构比例

趋于优化。上海国际钢铁物流商务区、

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上海智力产业园、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等服务业集聚区能

级提升，钢铁服务、动漫衍生、电子商务、

节能环保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第三

产业占增加值比重为５５７％，比２００６年
提高４５个百分点。发展先进制造业，
依托企业和高校的综合优势，组建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建立一批市级科技孵化

基地、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企业技术中

心，支持企业实施国家、市科技计划项目

２８９项，推进产学研合作项目１３３项，转
化高新技术成果１６７项，高新技术工业
企业占全区工业产值比重为 ２３８％。
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２６８％。现代农
业集约发展，规模经营面积达 ２２６６６７
公顷。洋桥牌“宝农３４”优质稻米蝉联
三届全市评比金奖。安排３５亿元财政
引导资金，完善实施“１＋９”（指１个“加
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若干意

见”，以及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科技创

新、金融服务、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农行

产业化、人才发展和综合配套等９个“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调结构、促转型政策

措施。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推动组建融

资性担保公司、村镇银行等融资服务平

台，小额贷款公司开业总量居全市首位。

扶持非公经济发展，推动海隆控股在香

港成功上市。非公经济占增加值比重为

５２５％，比 ２００６年提高 ４５个百分点；
国有（集体）总资产达 ７９５５亿元，比
２００６年增长４０７％；区纳税百强企业缴
纳税收 ９３亿元，是 ２００６年的 ２２倍。
（２）提升城乡形态功能。加强规划引
领，落实管建并举，注重生态环境先行、

基础设施先行，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形成

生态、生活、生产和谐发展的新格局，区

域控详规划覆盖率达 ６０％以上。提高
规划管理服务效能，重点地区、重大项目

建设顺利推进。围绕建设天蓝、地绿、岸

洁、水清的生态环境，实施环保三年行动

计划。全区林木绿化率２３８％，人均公

共绿地２２２平方米，分别高出全市平均
水平３３个百分点和９２平方米，创建
“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工作通过初步验

收。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

建成开放。加强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

复，骨干河道整治率达 ７０％，河道保洁
实现全覆盖，水生态功能逐步恢复，水域

景观初步显现。城镇污水纳管率达

８５％，比２００６年提高 ３５个百分点。统
筹建设城乡基础设施，道路网络趋于完

善，综合服务功能明显提升。公共交通

快速发展，衔接城乡的轨道交通运营里

程达４６５公里。加强市政市容联动管
理，加大城市维护投入力度，保持市容市

貌整洁有序。完善城管执法机制，城市

网格化处置及时率、结案率分别提高到

９８８％和 １００％。（３）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细化落实“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推动
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完成一系列实

事工程和重大项目，城镇和农村居民家

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 １１２％、
１２５％。坚持自主就业、扶持创业和就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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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经济主要指标

项目名称 单位 数值 比上年增长（％）

增加值 亿元 ７４５．７３ １２．０

　第一产业 亿元 ２．９７ ２７．９

　第二产业 亿元 ３２７．６２ ９．９

　　＃工业 亿元 ２６６．６８ １１．０

　第三产业 亿元 ４１５．１５ １３．５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３６７．６７ ２５．７

财政收入 亿元 ２５８．７８ １４．２

　＃区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８５．５２ ２１．４

区地方财政支出 亿元 １３０．９４ １４．４

外贸出口总额 亿美元 ３３．９３ ２６．３

直接利用外资签订合同项目 个 １１７ ２７．２

直接利用外资签订合同金额 亿美元 ２．１６ ６．９

实际到位资金 亿美元 １．６９ ８．３

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７．６７ ２８．０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３３４．４０ １３．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３８２．０６ １５．６

　注：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

业援助相结合，加大就业服务和技能培

训力度，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有

效化解劳动纠纷。新增就业岗位２８９６７
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３万人以
内，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按时

安置率保持 １００％。推进新农保试点，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本实现全覆盖。新

型养老服务网络初步形成，老年活动室

实现村（居）委全覆盖。完善“五助”（指

助困、助医、助老、助学、助残）帮困体系，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成功创建

“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全面实

施教育“八大工程”（即创新人才培养和

创新教育中心建设工程、城乡基础教育

一体化建设工程、大型社区教育资源布

局优化工程、学生文体健康促进工程、教

师专业发展工程、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创建工程、优质特色高中教育建设工程、

职业教育共享服务平台建设工程）。保

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同城

待遇，入学率达 １００％。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推进医疗惠民实事工程。罗

店医院、市一宝山分院和老年护理院开

展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革，华山医院北

院主楼、大场医院迁建工程结构封顶。

覆盖全区的“１５６０”（即 １５分钟可到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６０分钟可到达一家三级医院）就医圈基
本形成。居民诊疗信息实现市、区医院

互联互通，市民电子健康档案动态管理

率达９８％。成功举办第七届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上海樱花节等文化和

旅游活动。建成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宝山图书馆（新馆）等公益性场馆，新增

公益性场馆居全市前列。完善区、街镇

和村（居）委三级公共文化设施。加快

建设体育设施，宝山体育中心建成开放。

开展“百字”系列群众体育活动，宝山区

被评为“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

深化军民“三同”（同学创新理论、同树

文明新风、同建和谐平安）活动，实现

“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区档案馆

创建成为国家二级馆。（４）保持社会和
谐稳定。加强基层能力、队伍和机制建

设，探索社会管理创新，保持社会安定有

序。建立社会管理“大联动”机制，街镇

综治工作中心、“六位一体”（指集综治

室、警务室、治保会、人民调解会、社区保

安队伍、来沪人员管理服务站为一体）综

治警务室和“六联”（指治安联防、矛盾

联调、工作联动、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管

理联抓）机制实现全覆盖。推进“一街

镇一村居”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顾村

馨佳园居委会联合服务中心、星星村农

村社区化管理取得初步成效。滚动实施

安全隐患排查，强化整改落实，未发生重

大安全责任事故。加大道路交通、生产

经营、地下空间等领域安全监管力度，各

类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整治。成立区食品

安全委员会，开展食品安全大检查，持续

加大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整治力度，实行

农产品全程安全监控，建成全市首个药

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建立区级调解工

作室、街镇调解中心、村（居）委调解员

三级网络，健全大调解工作体系，调解成

功率达９９％。（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推进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

洁政府建设，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推

进“４＋３”（中央规定４项：工程建设领
域突出问题，“小金库”，公务用车问题，

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上海

规定３项：乡镇财政管理突出问题，农村
土地违规使用问题，领导干部违规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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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金礼卡礼券问题）专项治理。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展电子政务建设和

网上协同办事，宝山区获“２０１１年中国
城市信息化管理创新奖”。推进公共财

政体系建设，依法实行预算外资金统一

管理，部门预算实现全覆盖。加强重点

专项资金审计监督，实行政府重大投资

项目跟踪审计。厉行勤俭节约，规范“三

公”经费管理。健全政府采购监督机制，

创新“采管分离”模式。“镇财区管”、村

级会计委托代理实现全覆盖，农村集体

“三资”网络监管平台建成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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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同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

体的沟通协商，重视司法监督、舆论监督

和社会公众监督。开展“万人百企评机

关”等政风行风测评活动。 （徐　冰）

重要政事及决策
■推进重点地区调整转型　按照《宝山
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和“十二五”规划要求，聚焦重点地区和

重点行业，全面启动五大重点地区结构

调整。滨江地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建成开港，“上海国际邮轮

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成为上海市

首批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长江河口科

技馆等工程投用，完成《上港十四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吴淞工业区调整取得突

破，启动转型规划研究、政策梳理等工

作；推进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明确总

体结构规划、开发体制和资金配套方案，

大场医院迁建工程结构封顶；大型社区

加快建设，４５７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性住
房建设全面推进；推进老镇旧区改造。

形成四大板块（东部形成邮轮服务经济

及配套产业，南部形成一批各具特色、错

位发展、带动性强、效益显著的服务业集

聚区，西部形成居住生活、商业商务、生

态绿化相融合的现代化城区，北部形成

具有支撑型、引领性作用的产业基地）、

五大地区辐射带动整体转型的发展

态势。

■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能级　建设特色
产业园区。宝山区北中环地区被列为

“十二五”期间上海商业建设各具特色

的新兴地标性商业之一；上海动漫衍生

产业园入驻各类企业近２００户，税收总
额突破５０００万元，参展“２０１１香港国际
中小企博览会”；上海智力产业园被批准

为上海国家高技术服务产业重点培育园

区，参展“２０１１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复旦软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入驻企业

２００余户，实现税收较快增长；上海国际
工业设计中心和半岛１９１９被正式认定
为“上海市创意产业集聚区”。加快载

体建设。重大项目建设按时间节点稳步

推进，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婚礼中心等

项目建成投用；上海国际网购中心、宝钢

商务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发展商贸旅

游业。绿地正大缤纷城进展顺利；大华

虎城嘉年华、杨行沃尔玛、罗店世纪联华

等一批大型商业项目开业；引进中华老

字号第一食品、宝大祥以及欧洲最大专

业电器卖场万得城等品牌商业；上海樱

花节、美兰湖音乐节、上海国际钢雕艺术

节成功举办；全年旅游接待人数达 ６００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２７６％；实现旅游
收入１２５亿元，增长５％。完善金融服
务体系。至年末，全区有２１家银行、１３
家证券公司、７家保险公司、９家小额贷
款公司、４家融资性担保公司、３家典
当行。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至年末，全区有
高新技术产业化领域（制造业）企业１２７
家，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７０２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１６８％，占区域工业产值的
２５２％。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
业领域，加快引进和建设高新技术产业

化项目，引进１０个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
领域项目，总用地面积３６６７公顷，总投
资２２亿元。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索肯
（上海）科技、高博通信二期等项目建成

投产，太平洋机电、申和热磁电子等项目

开工建设。推进技术改造，上海赛安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列入２０１１年
上海市第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项目

计划，上海兆民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和

上海中冶横天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列入２０１１年国家中小企业技改项目计
划并获国家扶持资金５６６万元；上海普
安柴油机有限公司等６个项目列入２０１１
年第一批上海重点技改项目计划并获财

政资金扶持。

■推进重大市政工程建设　?藻浜康宁
路大桥开工建设，长江西路越江隧道工

程居民动迁签约率达８１％，Ｓ６公路动迁
工作顺利推进，宝安公路基本完成主体

工程，潘泾路三期完成道路和桥梁工程，

镜泊湖路全线接通，宝嘉公路（沪太路—

Ｓ７段）加快动迁，陆翔路（美兰湖路—

Ｇ１５０１段）完成拆迁工作。优化公共交
通体系，制定新一轮“公交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修订完善《宝山区加快发展公共

交通政策扶持办法》；制定实施顾村、罗

店大型社区公交基础设施配套方案，做

好交通组织保障工作；新辟调整公交线

路１４条（新辟穿梭巴士、社区巴士、常规
线路共 ５条）；完成 ３处（潘广路、宝杨
路、园康路）公交首末站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农业发展，梳理
完善稳定农产品生产、推进农业规模经

营、实行经济困难村财政帮扶、农村村庄

改造长效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形成《宝山

区关于稳定粮食生产的实施意见》等６
个政策文件。全面完成二轮土地延包后

续完善工作，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率、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发放率均达到９９５％，实
现土地承包与流转的信息化管理。成立

宝山区农村土地管理和服务中心及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委员会，健

全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和调解纠纷的组织

机构。落实农村村庄改造五年行动计

划，建立村庄改造长效机制，明确长效管

理的总体目标、实施原则和工作措施。

农村路网体系加快建设，北部地区农民

的生活居住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 ２０１１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１）目标：新增就业岗位２６６万个以上，
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岗位３０００
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３０１万人
以内；帮助成功创业６００人；全面实施新
农保。完成情况：新增就业岗位 ２８９６７
个，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岗位

６８９５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２９５６７人；
帮助成功创业６５４人；实现新农保全覆
盖。（２）目标：为２００名白内障贫困患者
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创建５１个社区慢性
病预防保健指导站，开设１７个社区中医
工作室，建立覆盖全区的家庭医生工作

制；建立１５１个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免费为全区幼托机构、中小学生普查口

腔卫生，并对普查中发现的龋齿进行充

填；在区内５家二级综合性医院开展预
约门诊；完成６０所学校标准化卫生保健
室建设；为６００对符合生育政策、常住宝
山区且计划１年内怀孕的夫妇，提供一
次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及相关服务；

免费为２万名退休和贫困妇女提供妇科
病和乳腺病筛查。完成情况：完成４８７１３
名６０岁以上老年人视力普查，为符合条
件的２００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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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经营者价格诚信检查 区府办／提供

术；创建５１个社区慢性病预防保健指导
站，１７个中医工作室，４６个家庭医生工
作室；建立１５１个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
组；免费为４４３２１名中小学生、幼儿普查
口腔卫生，充填龋齿３０４７９颗；在区内５
家二级综合性医院开展预约门诊；完成

６０所学校标准化卫生保健室建设；为
９７０对符合生育政策、常住宝山区且计
划１年内怀孕的夫妇，提供一次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及相关服务；免费为

２９１３３名退休和贫困妇女提供妇科病和
乳腺病筛查。（３）目标：完善旧居民小
区公共消防设施，在３０个旧居民小区添

置消防栓；检测蔬菜农药

残留样本５万份、“瘦肉
精”等违禁药物样本

２５００份，确保地产农产
品安全。完成情况：在

６４个旧居民小区添置消
防栓１４５个；检测蔬菜农
药残留样本８０２８８份，合
格率为 ９９９９％，检 测
“瘦肉精”等违禁药物样

本 ４２８６份，合格率为
１００％。（４）目标：完成
张庙地区 １２万户居民
燃气内管改造；改扩建标

准化菜市场 ６家；在 ４０
家标准化菜市场建设菜

价信息电子显示屏及快

速反应监控系统；开展价

格服务进社区和价格诚

信创建活动。完成情况：

完成张庙地区 １２９６０户
居民燃气内管改造；改扩

建标准化菜市场６家；在
４０家标准化菜市场建设
菜价信息电子显示屏及

快速反应监控系统；开展

价格服务进社区和价格诚信创建活动。

（５）目标：新增养老床位４００张；新增社
区老年人助餐点１个；新增居家养老服
务对象４００名。完成情况：新增养老床
位４５９张；新增社区老年人助餐点１个；
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４４０名。（６）目
标：安装海江五路等沿线路灯，外接电

源，修复人行道；新辟公交线路２条（罗
店、顾村地区）；新建６０座公交候车亭。
完成情况：完成安装海江五路等４条道
路沿线路灯，外接电源，修复人行道；完

成罗店、顾村地区新辟公交线路２条；新
建６０座公交候车亭。（７）目标：建造２

处社区公共运动场；完成１００场文化下
乡，１０００场电影下农村、社区。完成情
况：建成２处社区公共运动场；完成１２８
场文化下乡，５１６１场电影下农村、社区。
（８）目标：完成农民工安全知识培训１５
万人；开展来沪务工人员特种设备安全

知识培训。完成情况：完成农民工安全

知识培训１５１３２人；开展来沪务工人员
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培训２０９７人。（９）目
标：开展“流动科技馆”进社区、进校区

巡展活动；建设青少年机器人制作探索

中心；开展以“创新型城区建设”为主题

的万人科普培训活动；建设药品在线实

时监控系统；建设宝山区社区管理信息

系统；建设基于市民健康档案的卫生信

息化项目。完成情况：开展“流动科技

馆”进社区、进校区巡展活动，累计６万
余名市民参加活动；建成青少年机器人

制作探索中心；开展以“创新型城区建

设”为主题的万人科普培训活动，累计完

成５７７期３１８９６人次培训；药品在线实时
监控系统在全区推广应用；宝山区社区管

理信息系统投入运行，逐步完善基础数

据；基于市民健康档案的卫生信息化项目

完成区内所有医疗单位临床信息系统建

设，建设医生工作站１１９６个，建立规范化
健康档案１２８２万份，建档率８９７％，动
态管理率９９１％。（１０）目标：建设５处
农民健身家园；建设５处新农村文化活动
分中心；建设大场镇文化中心；新建罗泾

镇第二幼儿园；新建罗店镇百姓游泳池；

完成１８００户农村村庄改造，改善农村群
众生产生活环境。完成情况：建成５处农
民健身家园；建成５处新农村文化活动分
中心；大场镇文化中心主体全部完工，完

成外立面装修；罗泾镇第二幼儿园完成主

体工程；新建罗店镇百姓游泳池；完成

２１４３户农村村庄改造，改善农村群众生
产生活环境。 （许　杰）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主要议题

常务会议 主 要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２２次 一、听取关于区“十一五”期间工业节能完成情况和２０１１年工作设想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统一视频会议系统建设方案的情况汇报

１月４日

第１２３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方案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两会”期间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市政府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会议精神的情况汇报

１月２０日

第１２４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０年区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０年区食品安全工作总结和２０１１年食品安全工作要点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加快区公共交通发展政策扶持办法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规范和完善街镇、园区财政扶持政策试行办法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参加农保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转为镇保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增加农保养老金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增加征地养老生活费方案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的汇报

２月１０日

４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续表）

常务会议 主 要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２５次

一、听取关于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精神和宝山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举办“２０１１上海樱花节”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罗店大型社区２０１１年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南大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开发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区政府办公室制定的文件清理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市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受理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和宝山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３月１日

第１２６次

一、听取关于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区政府投资计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贯彻落实《上海市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乡镇财政性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上海市统计工作会议精神及宝山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房产税改革试点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２０１０年冬季退役士兵安排就业指标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区国资委归口企业经营者薪酬考核情况的汇报

３月１５日

第１２７次

一、听取关于区六届人大八次会议０１号议案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做好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区重点行政监察项目立项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上海电子商务创业投资基金落户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授予“宝山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３月２１日

第１２８次

一、听取关于改善北部地区１２００户“兵营式”农民住房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实施市政府１号实事工程（加强全民消防安全演练和消防知识普及活动）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成立上海宝山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限公司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０年区预算外资金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１年预算外资金计划情况的汇报

４月１１日

第１２９次

一、听取关于４·１１“问题馒头”事件有关情况及下阶段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４·２０集装箱运输驾驶员集聚事件有关情况及下阶段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４·２５淞兴西路８１号顶楼坍塌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申报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项目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市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工作会议精神和宝山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民兵训练基地迁建项目申请追加投资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开展规划和土地领域专项整治工作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市政府进一步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工作的情况汇报

５月３日

第１３０次

一、听取关于建筑市场专项整治自查情况和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进一步完善区规划土地管理相关机制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计划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禁毒工作的情况汇报

５月１０日

第１３１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上海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和宝山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市中小企业服务工作会议精神及宝山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支持和培育复旦软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关于稳定粮食生产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区双拥创建工作的情况汇报

５月３１日

第１３２次

一、听取关于成立区食品安全委员会相关筹备工作和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０６号代表议案决议落实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０年度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０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汇报

６月７日

第１３３次

一、听取关于市乡镇财政性资金管理专项治理重点检查推进工作会议精神和宝山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全区商场分管转让管理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国家土地督察上海局对宝山区开展土地例行督察及宝山区下一步整改措施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开展房屋拆迁制度规定落实情况专项检查的汇报

６月１３日

第１３４次

一、研究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听取关于区规划委员会章程修订及委员组成人员名单调整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撤销月浦镇先锋二村、杨行镇八字桥村村民委员会建制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上海杨行钢材有限公司上市国有股权处置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８日

第１３５次

一、听取关于完善 “十二五”期间区街镇（园区）财政体制的情况汇报
二、传达市贯彻《社会保险法》、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工作会议精神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区政府实事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菜园子建设和菜市场供应的情况汇报

７月５日

第１３６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规划和土地专项整治自查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上半年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代表书面意见办理情况的汇报
五、研究区政府下半年着力推进的重点工作

７月１３日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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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务会议 主 要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３７次

一、听取关于深化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采管分离”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机制调整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重点产业指导目录（试行）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撤销顾村镇毅翔村村民委员会建制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区菜市场建设管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市政府第二季度行政审批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及宝山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八、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区“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方案的情况汇报

７月２７日

第１３８次

一、听取关于深入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对集装箱堆场企业实施临时性扶持政策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享受政府补贴的镇保从业人员转为参加城保有关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１上海樱花节”活动收入、支出费用及奖励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工业用地定向挂牌项目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区老干部活动室等五家事业单位列入参公管理范围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区供销合作总社参与市总社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汇报

８月１１日

第１３９次

一、听取关于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筹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上港十四区结构调整相关事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违法用地补办及存量补地价项目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开展人口综合调控课题调研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对征地养老人员发放一次性补贴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成立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宝山体育中心商业设施合作框架协议及健身房、游泳馆委托管理的情况汇报

８月２９日

第１４０次
一、听取关于上海旅游节宝山区活动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美兰湖上海名人赛赛事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张庙一条街”改造与整治工作的情况汇报

９月１９日

第１４１次 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区本级预算调整的情况汇报 ９月２６日

第１４２次

一、听取关于加强动迁安置房建设管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试行办法》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拨付“２００９年上海市重点技术改造专项区级财政配套资金”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１０月份宝山区重大活动安排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顾村公园二期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

１０月８日

第１４３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度政府投资计划调整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市深入推进“清剿火患”战役大会精神的情况汇报

１０月２４日

第１４４次 研究２０１１年第四季度重点工作和２０１２年开局工作 １１月１日

第１４５次

一、听取关于成立区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计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执行０１号代表议案决议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区“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的情况汇报
五、传达国务院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１１月１５日

第１４６次

一、听取关于起草、修改《区政府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２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区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２年区预算（草案）的情况汇报
四、传达《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专题会议等有关会议精神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区政府投资计划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前三季度用地计划执行情况及第四季度耕地占补平衡指标预安排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在罗店大型社区和南大地区实行区域性储备地块成本认定若干意见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区耕地开垦费及耕地指标费资金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承接新疆喀什地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宝山区培养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７日

第１４７次

一、传达市长韩正到宝山调研讲话精神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区政府实事项目落实情况及２０１２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安排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本届政府办理人大代表书面意见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增加征地养老生活费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高境万达项目调整地下空间土地用途补地价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推荐宝山区２０１１年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１３日

第１４８次

一、通报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关于委托区县办理农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及进一步优化控制性详细规划审批流程的实施
意见》文件精神
二、听取关于切实做好化解企业劳动关系矛盾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通报２０１２年区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项目集中启动工作方案
四、听取关于支持“２００９年上海市重点技术改造区级财政配套资金项目”、“２０１１年度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拟匹配市科
技小巨人工程企业”、“２０１１年第二批上海市重点技术改造专项资金项目”、“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配套
市产业结构调整项目”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化解上海气体阀门总厂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修订《宝山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七、传达市完善城管执法体制会议精神

１２月１６日

（覃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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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概况　年内，区新农村建设围绕统筹
城乡一体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目标和

“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以发展现代农业和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工作主线。全年

区财政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共计１３３９２９
万元。其中，用于农业生产投入 １２２９９
万元、农村公路建设１４７３万元、农村水
环境建设 ８３９１万元、农村劳动力就业
１２９７４万元、农村教育８８９７万元、农村卫
生３５５万元、农村社会保障２４４１４万元、
农村其他社会事业６５１２６万元。

■完善经济相对困难村帮扶机制　９
月，制定出台《关于对经济困难村实行第

二轮财政扶持的实施办法》，明确对

２０１０年度村级可支配收入低于１００万元
的村实行为期三年的财政扶持。同时，

对第一轮扶持的２７个经济相对困难村
中２０１０年度村级可支配收入超过 １００
万元、低于２００万元的村予以定额补助
１５万元，期限为两年。年内落实经济相
对困难村财政扶持资金６５０万元。启动
第二轮宝钢结对帮扶活动，宝钢发展有

限公司援助罗泾镇花红村、海星村和罗

店镇联合村共计１５０万元资金。

■建立农村村庄改造长效管理机制　１０
月，制定出台《宝山区农村村庄改造长效

管理实施办法》，建立对区内改造后村宅

的长效管理机制。罗泾、罗店、月浦和顾

村镇根据实际需要，在原有农村公益保

洁队伍的基础上，增设道路、桥梁、绿化

和生活污水处理等设施的专业养护队

伍，并设置镇级农村村庄改造长效管理

机构。同时，区、镇两级财政对村庄改造

长效管理工作，按平均每户每年５００元
标准进行财政奖补，其中生活污水处理

实施管护资金２３０元／户，其他村宅内绿
化、道路、桥梁、公共设施等管护资金

２７０元／户。年内落实村庄改造长效管
理资金４３４万元。

■推进农村村庄改造项目　继续推进农
村村庄改造，年内完成２１４３户农村村庄
改造项目建设，范围涉及罗泾、罗店、顾

村镇的９个村４０个自然宅。至年末，全
区累计完成１９６个自然宅、８６１３户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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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继续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完成

１９９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至
年末，全区累计完成１１３７６户污水设施
建设，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生活污水集中

处置率达到１００％。

■提高农民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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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医疗保障。农村合作
医疗参保率保持 １００％，年度全区合作
医疗人均筹资水平达到１４８５元，农民看
病普通门诊、急诊医药费用平均报支比

例达到 ６４８％，住院、门诊大病医疗费
用平均报支比例达到 ７４４％。年内有
４５３人享受医疗减负，减负金额１７７３万
元；有１１０人享受医疗风险救助，救助金
额１３４万元。（２）社会保障。农民养老
水平继续提高，全区农保月均养老金提

高到５５４元，老年农民最低月养老金标
准提高到３７０元，全年发放养老金８７１５
万元；全区 ４３１家老农保参保企业的
５９９９名员工转为参加镇保，区财政拨付
补贴５３５６万元；落实新征用地人员社
会保障４９７０人，落实保障率１００％，落实
历年遗留问题人员社会保障４３人；完成
１０家区内二级以上新农合约定医院的
实时结算工作。（３）社会救助。至年
末，全区共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６２１户，低保覆盖对象１１７７人，全年发放
保障金２９６万元；享受农村重残无业补
助１９８人，发放补助金１０７万元；农村五
保户补助７２人，补助金５２万元。

■农村文化活动　年内新建５家新农村
文化活动分中心。宝山沪剧团送戏下乡

现场演出 １００场，观众约 ２５万人次。
电影下乡活动累计放映５１６１场次，观众
约４９万人次。送图书下乡 ４０００册，为
农家书屋配送报刊杂志３０种。

■完成镇村医疗机构一体化建设　全面
推进镇村医疗机构一体化建设，至年末，

大场、顾村、杨行、月浦、罗泾、庙行、罗店

７个镇全部完成镇村医疗机构一体化建
设，实现“五个统一”管理，即：统一布局

设置、统一人员配备、统一财务管理、统

一劳务分配、统一药品管理。 （郭华曦）

滨江带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１年，滨江发展带功能开发
与形态开发稳步推进。一是功能项目建

成使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经过近

三年建设，于１０月１５日正式开港，成为
促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及打造世界

著名旅游城市的重要功能性项目。二是

丰富邮轮运营经验。全年完成临时接靠

国际邮轮任务１０艘次，接待国内外出入
境旅客约２万人次。三是深化合作共建
关系。宝山区与上港集团签署《共同建

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并成立双方战略合作工作领导小

组。四是完善滨江发展规划。《上海市

宝山新城ＳＢ－Ａ－４编制单元控制性详
细性规划》（上港十四区控制性详细性

规划）正式获批，规划总面积 ７７６２公
顷。五是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吴淞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建成开园，长江河

口科技馆建成开馆，星月国际商务广场

建成交付使用，宝杨路码头综合交通枢

纽开工建设，滨江广场（长江壹号）一期

奠基。

■《上海市宝山新城 ＳＢ－Ａ－４编制单
元（上港十四区）控制性详细性规划》获

批　规划总面积７７６２公顷，规划建筑
面积９１１７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
５０万平方米、商业办公及其他公共设施
建筑面积约３９万平方米。该区域结合
宝山滨江新区定位，承接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建设，打造成集生态滨江、邮轮服

务、休闲居住于一体的生态滨江综合服

务区。

■宝山区与上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３月１８日，宝山区与上港集团签
署“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上港集团共同建

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副市长艾宝俊出席签约仪式。宝山

区与上港集团战略合作工作领导小组一

并成立。双方约定按照功能互补、错位

发展、一致对外的原则，共同建设上海国

际邮轮母港；重点推进罗泾散货港区的

功能提升和产业延伸、推进上港十四区

的整体开发建设、落实黄浦江两岸综合

整治“十二五”规划，共同加快上港集团

宝山港区的开发建设和调整转型。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港　１０月
１５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开港
仪式，副市长沈骏宣布开港。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一期工程投资约８７亿元，由
引桥、水上平台、客运大楼、码头四部分

组成。客运大楼建造在水上平台之上，

因外形得名“东方之睛”，由５００多米长
引桥与陆地连接。码头岸线总长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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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开园 摄影／经瑞坤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５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港 摄影／於　明

米，一期新建２个大型邮轮泊位，岸线长
７７４米，可同时停靠两艘１０万吨级以上
的国际邮轮，设计年通关能力６０８万人
次。３月１４日至４月２３日，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接靠“海洋神话号”母港停靠８艘
次（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首次接靠母港邮

轮），接靠“精钻探索号”访问港停靠 １
艘次；１０月１５日，接靠“钻石公主号”访
问港停靠１艘次，共计临时接靠国际邮
轮１０艘次，接待国内外出入境旅客约２
万人次。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开园　
１０月 １７日，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二期开园仪式暨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专场演出在公园贝壳剧场举行。公园二

期在一期“自然—生态—湿地—森林”

的基础上，增添“休闲—文化—军事—历

史”板块，设计建设上海长江河口科技

馆、贝壳剧场、矿坑花园、木兰雅苑等一

系列景点，重点突出吴淞文化，创造有生

命力、具有时代感、反映场地历史，成为

满足市民休闲、娱乐、教育要求的综合性

城市生态型湿地森林公园。公园东濒长

江，西倚炮台山，南迄塘后路，北至宝杨

路，总面积１２０万平方米，其中陆域面积
６０万平方米，原生湿地６０万平方米，沿
江岸线约２０００米。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开馆　１０月１８
日，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举行开馆仪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出席并宣布

科技馆开馆。项目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日
开工，位于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内，

由上海市科委、宝山区人民政府和华东师

范大学共同建设，是一座集河口自然科

学、科研、科普、人文等于一体的专题性科

普场馆，是全国首家以河口科技为主题的

专业展馆。展馆总建筑面积 ７７０７平方
米，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分南北两个区

域，设序厅、资源与环境厅、科研与应用

厅、人文历史厅等４个常设展厅及１个临
时展厅，共５１个展项，重点介绍长江河口
自然、生态、科技与历史，综合展示世界各

主要河口相关知识，并设有可容纳约４０
名观众的四维影院，是集科普教育、科学

研究、旅游休闲和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

体现宝山经济、社会、文化等区域特色的

多功能体验式综合场馆。

■星月国际商务广场建成交付使用　１２
月８日，星月国际商务广场项目竣工并
交付使用。项目总用地面积３８３０９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 ９７６７５平方米，由 Ａ区
２２层甲级写字楼、Ｂ
区 ２１层精装 ＳＯＨＯ
＋ＬＯＦＴ办公以及 Ｃ
区约２万平方米以餐
饮、休闲、娱乐为主的

滨江风情集群式主题

商业广场组成，是宝

山滨江地区标志性商

业商务项目。

■滨江广场（长江壹
号）奠基　１２月 １６
日，滨江广场（长江

壹号）项目一期举行

奠基仪式，其主体为一幢７层综合办公
楼，设计高度约３４米。项目作为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上岸联检单位陆上办公用

房，投资约 １５７亿元，占地面积 １４７３６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２１６９３平方米，其立
面设计立足于体现上海的海派风貌，通

过细致的比例划分和协调的材质组合，

形成稳重、典雅的建筑气质。

■宝杨路码头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开工　
宝杨路码头综合客运交通枢纽位于宝杨

路码头新客运站西侧，于年底开工建设。

交通枢纽分为２个层面，地面层为公交
枢纽层，地下一层为社会停车库和人行

通道，用地面积１８５４３平方米，建筑面积
９７７５平方米，配置公交线路９条，停车位
１５２个，出租车侯客泊位２３个，非机动车
位２２０辆，总投资约１２８亿元。

（刘晓军）

■建立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警务室　长江
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为配合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开港，成立国际邮轮港警务

室，专设治安接待窗口服务国内外旅客，

建设码头、候船大厅、港区道路监控系

统，配备警务汽车、电动巡逻车５台、公
安巡逻艇３艘，处置日常警务工作民警
２０人。有重大保卫任务和多艘邮轮同
时停靠时，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抽

派警力增援邮轮港警务室。年内，邮轮

港警务室围绕公安机关职责任务，结合

邮轮港工作实际，立足港区，服务人民，

为水运交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升港

航运输行业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争

创人民满意的服务窗口、平安窗口、管理

窗口和形象窗口。根据邮轮港试运行期

间情况，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对邮轮港治

安、交通、消防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开展

专项整治，完善措施方案；加强对驻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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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施工单位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按时开港及港区

安全，保障中外旅客人身财产安全。

（於　明）

监察与纠风
■概况　年内，区监察局按照“在参与中
服务，在服务中履职”的工作思路，开展

行政监察和纠风工作，创新工作方法，深

化监察职能，推进各项工作更加科学规

范高效，更加贴近民意民情民生。围绕

区政府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对投资项

目网上行政审批落实情况、有形建筑市

场监管情况和街镇（园区）财政性资金

规范化管理情况３个重点监察项目进行
全程跟踪和督查。推进涉及工程建设领

域突出问题、农村土地领域、乡镇财政性

资金管理专项治理工作。配合做好重点

问题的查处工作，针对“问题馒头”案

件，对４名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问责；针
对“万达广场”基坑塌陷事故，督促相关

部门对全区３５个在建基坑工程进行作
业安全专项检查，发出４８份整改指令书
和４份暂缓施工指令单。开展“万人百
企评机关”活动，推进机关作风建设。深

化政风行风建设工作，利用“百姓连线”

广播平台，加强政民交流；推进民主评议

基层站所工作，依托纠风监督网上平台，

加强问题发现和整改工作。

■推进行政监察工作　加大科技防腐力
度，依托“区投资项目网上行政审批系统

（二期）”和区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加强

对重大项目行政审批流程和企业设立并

联审批的全程监管和动态监督；推广运

用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市场负

责采购执行，政府负责监督管理”的政府

采购新模式；建立集问题核实、处理、反

馈和监督等功能于一体的“宝山区纠风

监督网上平台”，督促各单位对群众反映

的政风行风问题及时整改。建立覆盖全

区５８个村的涉农补贴资金监管平台，加
强对财政支农惠农资金的监管。

■开展“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　７月至
１１月，宝山区“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经
历准备、调查和统计３个阶段。区委成
立活动领导小组，制定《２０１１年宝山区
“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实施意见》，开

展被评单位向社会公开承诺活动。全区

４０名区政府特邀监督员分为７个小组，
对被评单位上一轮“万人百企评机关”

活动反映问题的整改情况和２０１１年“区
纠风监督网上平台”群众诉求处理情况

进行全面调查了解，重点对解决问题的

时效和办结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区特邀

监督员和实例调查员，全区企业代表，各

园区、经济发展区、商会工作人员代表，

部分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共 ３０００
余人参加评议。同时，参与网上测评

７５３３７人次，“区纠风监督网上平台”收
到群众诉求１９５个，９５％的诉求及时得
到处理和回复。评议结果，行政执法类

部门群众满意度为８４９７分，综合管理
类部门群众满意度为８５５２分；工商宝
山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绿化市

容局、民防办、文广影视局、司法局等部

门评议为“优”。

■《百姓连线》广播节目　由区纠风办
与宝山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广播直播节目

《百姓连线》，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８日首播，
是全市首家开通的区级政风行风类广播

热线节目。《百姓连线》按照“关注民

生、化解民忧”的节目宗旨，注重倾听百

姓呼声，真诚接受群众监督，努力展示部

门形象，在政府部门和群众间架起沟通

和理解的桥梁。年内共有区公安、税务、

工商等３６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
的主要领导走进广播直播间，与听众直

接进行交流。节目在选题上根据上线单

位工作实际，紧贴时事话题。６月直播
“评议基层站所、提高行政效能”特别节

目，并结合植树节、世界水日、消费者权

益日、高考等热点直播一系列特别节目。

按照“事事有答复、件件有落实”的工作

要求，节目全年直播５２期，对群众反映
的 ２２６个问题进行答复，答复率为
１００％。 （卢雅琴）

政府法制
■概况　区政府法制工作年内完成对区
政府、区政府办公室以及各镇政府、区政

府各委、办、局制定的现行有效的规范性

文件的清理工作。启用上海市行政复议

管理系统，全年收到行政复议案件 ２５
件，作为被申请人答复市政府行政复议

案件１件，作为被告应诉行政诉讼案 ３
件。印发《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认真办理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进一步

规范行政行为的意见》，收到抄送的司法

建议４件，检察建议５件。审查房屋强
制拆迁和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案件，分别

对２户依法实施强制拆迁，１１户依法作
出强制拆除批复和通告。区政府法制办

完成组织新上岗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培训

和考试２３２人次，审查并核发、更换《上
海市行政执法证》１５７人次；审查区商务
委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新增区商务委罚

没缴业务机构代码。

■ ２０１０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情况上报　
按照国务院和上海市政府工作部署，以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监察、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行政收费清理与规范、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社会组织培

育与发展、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复议与

应诉、人民调解、法制宣传、信访工作、突

发事件应急处理和审计监督等为重点内

容，全面总结宝山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的进展情况，上报《宝山区２０１０年度依
法行政情况报告》。

■规范性文件清理和审查　区政府法制
办全年法律审查规范性文件草案２１件，
其中对市政府规章等征求意见稿１７件
提出修改意见，对区政府转发有关委办

局规范性文件草案４件提出审查意见。
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本市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区政府法制办会同区政府办公

室，组织区政府有关部门完成对全区行

政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经区政府常

务会议通过后，区政府印发《关于行政规

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的公告》（宝府

〔２０１１〕８４号），向社会公布区政府及区
政府办公室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目录，其

中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废止或失效

的９件，继续有效的２０件；区政府办公
室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废止或失效的 １７
件，继续有效的２８件。各镇及区政府各
委、办、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１１６件，继
续有效７３件，废止或失效４１件，修改２
件，由各文件制定主体自行对外公布。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办理　自
１０月起，全面启用上海市行政复议管理
系统，区政府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起办理的全
部行政复议案件均纳入该系统管理。年

内，区政府法制办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

２５件，转送其他行政机关１件，函告重复
申请３件，不予受理３件，驳回行政复议
申请１件，因申请人撤回申请而终止审
理３件，审理后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１４
件。会同区政府办公室代理区政府作为

被申请人答复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 １
件，市政府维持区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

行为。区政府年内作为被告应诉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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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案３件，审理期间经调解原告均撤
回起诉。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及违法建筑强制拆
除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条例》和上海市政府《关于贯彻〈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问题的

意见》，区政府法制办组织研究如何做好

有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全年收到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上报区

政府房屋拆迁实施强制执行申请６件，
有１件因新法规颁布而终止行政强制拆
迁审查，有３件经组织化解达成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有２件依法实施房屋
强制拆迁。收到区规划土地局、区住房

保障房屋管理局和区城管大队上报区政

府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案件１７件，其中区
规划土地局２件，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
局８件，区城管大队７件。因材料不符
合要求退回６件，其余１１件均依法作出
强制拆除批复和通告。

■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培训及证件管理　
加强行政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和管理，全

年组织开展行政执法人员基本法知识上

岗培训２３８人次，审查并核发、更换《上
海市行政执法证》１５７人次。配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贯彻执行，加强

法制干部业务培训，邀请专家解读《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全区４０余名
法制干部参加培训。 （张洁蓉）

信访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信访办共接收群众
信访总量１３６６７件，比上年下降４８％。
其中，来信２２４３件，比上年下降２２４％；
来访 ５３１３批 ９９８３人次，分别上升
１７９％和７９％；网上信访５３４２件，下降
１１％（其中区领导信箱 ４２０３件，下降
１３３％）；来电７６９件，下降２０％。年内
着力探索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推

进矛盾预防、诉求表达、问题解决、秩序

维护、责任落实、机制创新、队伍建设 ７
个方面工作，建好信、访、网、电、复查复

核的办理窗口，畅通各职能部门和街镇

（园区）２条信访渠道，抓好信访矛盾的
分析研判、明确责任主体和化解方案 ３
个环节，注重把握信访舆情动态、诉求合

理性辨析、信访矛盾趋势走向、信访人疏

导帮扶４个着力点，提高信访干部服务
中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工作重心

下移、当好参谋助手、完善信访工作体制

机制五种能力。加大信访突出矛盾排查

力度，坚持每月常规排查各类群体性矛

盾１２次４７件，重要节点排查２３３件，及
时处理苗头性信访矛盾 ３３件，扬言信
（电、网）４３件，把矛盾控制在始发阶段。

区信访办被评为“上海市信访系统

先进集体”，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月

浦镇被评为“上海市信访系统文明信访

室”，王国君等８名信访干部被评为“上
海市信访系统先进工作者”。

■开展区领导联系重点信访人推动信访
积案化解工作　３月，开展为期 ２年的
区领导干部联系重点人推动信访积案

化解工作。区四套班子领导带头化解

“包案”矛盾，区联席办、区信访办加强

工作协调，各责任单位强化措施，推动

信访积案化解。至年末，５７件信访积案
共化解 １９件、终结 ７件，化解、终结率
为４５６％。

■提高初次信访事项办理质量　规范初
次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工作流程，认真

办理市下发的初次信访（电、网）８６７件，
定期做好新增重复信访事项的梳理、核

对和工作通报，举办初次信访事项办理

的业务培训、专题研讨等。宝山区初次

信访全年新增重复率为 ７５％，列全市
区县第二。

■开展重信重访专项治理活动　３月，
组织开展以“关注民生、化解矛盾”为核

心的重信重访专项治理活动。按照重信

重访化解率达７０％的工作目标，全区对
市下发的３７件重信重访件逐一明确责
任主体、制定化解工作推进方案。年内

化解３２件，化解率为８６５％。

■召开信访稳定工作例会　按照《宝山
区信访稳定工作例会制度实施办法》，按

照“查明情况、明确责任、督促化解”的

要求，全年共召开信访稳定工作例会６１
次，区联席办、区信访办共牵头召开和参

加各类信访协调会２０２次，推动疑难信
访矛盾的化解或缓解。

■社会力量参与信访工作　与区妇联联
合开展“白玉兰开心家园———知心妈妈

项目”，确定全区２２名女性信访老户为
工作对象，参与化解疑难信访矛盾工作。

“联系信访人”工作中的１６件信访突出
矛盾全部聘请专业律师参与核查，为化

解矛盾提供法律依据。

■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试运行　１１月，
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启动试运行，由区

建交委、区国资委、区公安分局、区人保

局、区民政局、区绿化市容局、区规土局、

区房管局、区司法局等９个职能部门驻
厅联合接访，１２个街镇分３组轮流驻厅
接访，平均每个接待日接待、处理信访问

题近１５批。

■推广应用全国信访信息系统　根据市
信访办的统一部署，全面推广应用全国

信访信息系统工作，要求全部信访件（除

网上信访）通过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交办、

办理和反馈处理情况报告，实现三级联

通和运用。全区１２个街镇全部开通并
运用全国信访信息系统，加大运用系统

录入、办理、分析信访事项的工作力度，

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水平。

■开展信访理论研讨与宣传　全年编辑
各类简报３８期，报送的信息被《上海信
访》杂志及市信访办公务网信息网站录

用３４条，列全市区县第一。在上海市信
访学会组织的“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切实
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专题研讨会中，

《关于“十二五”时期信访工作理念的思

考》一文获一等奖。在上海市信访学会

组织的“信访终结工作”研讨会中，《关

于构建信访终结制度的思考》一文获一

等奖。 （高　宏）

人事人才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人事人才工作
主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做好人事人才公

共服务。全年引进投资类人才２７人（累
计投资额４３８８２２万元，近３年上缴税
收１２３３１万元），为１０１２２人办理人才类
居住证；办理人才引进７人，居转户（持
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上海市常

住户口）８２人，办理夫妻分居解困
１７人。

围绕“能力”和“活力”，加强公务员

队伍建设。以《公务员法》配套政策法

规为培训重点，加强公务员培训工作，全

年共组织公务员１２６００人次参加各类培
训。加强公务员招录、竞岗、交流和考核

工作，规范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

及任职定级工作，完善公务员日常管理，

完成公务员能力素质信息系统开发框

架。注重规范管理，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做好事业单位第二、三批参照公务员管

理工作；推进事业单位工资管理改革，完

成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和聘用后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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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补贴兑现工作；贯彻落实事业单位绩

效工资制度，稳妥推进工资福利等工作。

■公务员招录　开展定向招录工作，从
优秀村干部、选聘到村任职大学生、三支

一扶人员和上海世博会工作人员中定向

招录公务员５人。开展公务员公开招录
工作，完成８１名新录用公务员公开招录
工作，其中公务员７５人，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单位工作人员６人；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历３６名，录用具有２年以上基层
工作经历人员４６名，比例达到５６％。６
月，国家公务员局在宝山区召开公务员

考录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规范新录用

公务员试用期满考核及任职定级工作，

制定印发《宝山区新录用试用期满考核

及任职定级工作指导意见》，并以此为依

据完成２０１０年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
考核及任职定级工作。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３日，区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开班 摄影／冀连有

■开展公务员培训　年内根据区“十二
五”规划目标任务对干部队伍能力素质

提出的新要求，合理设置培训项目、优化

完善培训机制、科学整合培训资源，完善

提升公务员“能力活力”的培训体系。３
月，举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培训班，对全

区９０名人事干部就事业单位岗位设置
实施工作相关事项进行培训，并邀请专

家就事业单位聘用合同的规范管理开展

集中授课。１０月２３日 ～３０日，举办新
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班，主要围绕区情

教育展开，采取专题讲座和军事训练的

方式，通过区情介绍、公文写作、保密与

廉政教育、军事训练等内容对新录用公

务员进行培训。区公务员局获“上海市

十一五公务员培训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上海市法制宣传教育
先进集体”称号；区公务员局副局长吕所

良获“上海市十一五公务员培训工作先

进工作者”称号。

■公务员选拔任用与交流　搭建“先选
调、后招录”的公务员队伍内部选拔交流

平台，推动公务员跨部门交流，共上报市

公务员局４个选调交流职位，共选调交
流３人，办理人员调任 １０人，转任 １２６
人。开展区内科级领导干部集中竞争上

岗工作，共推出１１个职位面向区内公务
员和参公事业单位开展竞争上岗，共有

８名公务员通过竞争走上科级领导岗
位。指导各单位开展竞争上岗工作，共

指导１８家机关单位开展科级领导干部
竞争上岗，有３９名公务员通过竞争走上

科级领导岗位。规范竞争上岗工作，在

印发《宝山区科级领导职位竞争上岗实

施办法》基础上，制定竞争上岗备案材料

清单，加强对竞争上岗必经环节的备案

审核。

■开发公务员能力素质信息系统　探索
公务员管理新方式，完成公务员能力素

质信息系统开发框架，年内完成每位公

务员个人页面设计。采取公务员负责个

人信息维护、组织人事部门进行审核的

方式，客观反映公务员的综合情况，为公

务员展现自我、相互学习交流、形成良性

竞争搭建平台，为组织选拔和培养人才

提供更直观的数据和素材。

■军转干部安置和维稳工作　年内，上
海市下达给宝山区军转安置计划４６名，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安置计划４名，随迁
家属安置计划２名。按照考试与考核相
结合的办法，实际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

部３２名，其中正团职６名，营及营以下
和专业技术干部１８名；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５名，随迁家属１名。做好企业军转
干部维稳工作，１１月对“企业军转干部
问题工作小组”进行调整，健全“宝山区

企业军转干部信息库”；对一般人员及时

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实，对重点人员和来

信来访人员，积极靠前做好帮困和矛盾

化解工作，特别是对患重大疾病和生活

困难的既不在岗、又未退休企业军转干

部，及时给予生活帮助，由区财政给予每

人每月３００元生活补贴。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　年
内制定下发《宝山区２０１１年度科及科以
下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考核实施意

见》，并指导推进年度考核工作。全区

６２个机关１４４８名公务员参加年度考核，
考核优秀２３８人，给予行政奖励２３８人；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４６５人参加
年度考核，考核优秀７３人，给予行政奖
励７３人。全区事业单位共有 １８８０２人
参加年度考核，给予记大功９３人，给予
记功１８８６人。

■完成事业单位岗位设置　３月，完成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工作，全区５１４家事
业单位共核准岗位数量２０３９７个，实际
聘用１８８０２人，其中管理岗位 ２９０３人，
专业技术岗位 １４４３６人，工勤岗位
１４６３人。

■优化人才服务政策环境　６月，编制
出台《宝山区“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

并对规划进行目标任务分解。结合区

内产业特色，对《宝山区人才发展资金

管理办法》进行修改和完善，加大对体

制外优秀人才的奖励与扶持。加强吸

引、集聚培养人才的政策环境研究，加大

企业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的调研力度，

起草并修改完善《宝山区优秀人才租房

补贴办法》。

■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开展人才政策咨
询服务活动，为宝山航运经济开发区、复

旦软件园、杨行镇等街镇园及２００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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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展人才咨询服务。５月和 ９月，
区人才服务中心会同区招商办、区工商

联为区企业人事专员、招商引资人员举

办企业人事人才政策培训和人才政策讲

座，吸引区域内１１０余家企业参与。１１
月，区人才服务中心在上海人才大厦主

办“２０１１宝山区电子商务与动漫人才招
聘会”，易迅商城、柠檬绿茶等６０余家企
业提供近３００个招聘岗位。

■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发挥宝山人
才开发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企业

间互访、专题讲座、建立人才开发协会园

区分会场等形式，增进企业间交流与合

作，促进企业发展。共举办４场专题讲
座，加强企业 ＨＲ人事人才实务技能培
训。启动人才服务工作站建立工作，在

淞南镇复旦软件园和庙行智力产业园成

立人才服务站，把人才服务送到用人单

位和人才身边。深化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企业工作室建设。为区域内企事业单

位提供业务培训、技术指导创新，搭建产

学研服务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原

有３个企业工作室的基础上，新建立上
海海隆石油管材研究所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工作室。

罗店居住区配套房开工 区地区办／提供

■开展网上委托招聘活动　在“宝山人
事人才网”推出第三轮“网络招聘免费

服务年”活动，全年有１２３家单位开展网
上委托招聘，共推出５６０个招聘岗位，新
增求职登记人数４４６人。５月中旬至６
月中旬，举办首届宝山地区高层次人才

网络招聘月活动，９０家单位共推出５０８
个招聘岗位，招聘人数１５００余人。

■事业单位人员招聘　经市编办批准同
意，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建筑管理

所、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３家事业单
位推出１４个岗位面向社会招聘，招聘１６
名工作人员。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管理工作
　完成区军转干部自主择业办公室、区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中心、区档案馆、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执法大队等 ５家第二批参公单
位３６１名人员的登记工作。组织区老
干部活动室、法律援助中心、农业综合

执法大队、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党

员电化教育中心等 ５家第三批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８０名人员参加过
渡考试。

■体检疗休养与退休人员管理　建立
南京、无锡、杭州３个疗休养基地“同时
间开放、菜单式选择”的新机制。按照

年初计划，组织完成机关事业单位２９００
名在职人员的健康体检疗休养工作；组

织２０１０年机关事业单位考核优秀外省
市疗休养工作，涉及 ５批次 １３０余人。
举办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迎春团拜

会、敬老节系列活动和形势政策报告

会，约１０００名退休人员代表出席；举办
２期退前人员学习班，近２５０人参加；组
织４０００余名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进
行健康体检；开展 ７０岁以上老人优待
证发放工作。在区级机关和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中，开展践行“六个老有”先进

个人评选表彰活动。逐步完善１２个街
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活动分中心

建设。

■“三支一扶”工作　继续开展“三支一
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招

募１３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宝山基层支
扶，组织开展“三支一扶”大学生课题调

研，有４篇调研论文获全市支扶调研奖
项，其中一等奖１篇、二等奖２篇、三等
奖１篇。组织２８名大学生到区高新技
术企业、重点扶持企业见习。至年末，宝

山区共有２７名“三支一扶”大学生。
（何　阳）

社区建设和管理
■概况　年内，区地区办以推进“十二
五”社区建设规划实施为抓手，加快社区

信息化建设，探索大型社区管理模式，开

展专题调研，推动重点难点问题解决，推

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稳步发展。

■推进社区“十二五”规划实施　在编
制完成宝山社区建设“十二五”规划的

基础上，建立由分管区长牵头、区地区办

组织、１４家区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规划
实施推进联系会议。结合宝山实际、聚

焦重点、对接条块，将全区年度社区建设

工作分解为完善社区治理结构、优化社

区人居生活环境、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

设、打造平安稳定社区及加强大型居住

社区建设和管理５个方面４５项具体工
作，明晰年度各委办局及街镇社区工作

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坚持年初计划、

年中推进及年底评估制度，全区各项社

区建设任务按计划扎实推进。

■建立社区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解决居
委会日常工作台账过多、条线任务重复

布置、条线多头管理等难点问题，在友谊

路街道成功建立街道级居委会电子台账

系统的基础上，在全区建立社区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该信息管理系统依托政府

公务网建立区政府、街镇委办、居委会三

级网络，为居委会提供采集各类人口数

据、日常工作记录和相互交流经验的工

作平台，为区各条线提供与居委会工作

对接、考核对接的互动平台，并成为社区

人口信息、服务信息实时共享、辅助领导

决策的综合平台。

■创新顾村“镇管大型社区”管理模式
　为应对顾村大型社区快速、集中的人
口导入给社区管理带来的新挑战，区地

区办会同顾村镇研究制定顾村“镇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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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社区”管理模式。在馨佳园社区开展

实践探索，按照“关口前移、服务下沉、条

块结合、注重实效”的原则，加强镇社区

办和馨佳园居委联合服务中心两级社区

管理组织架构，设立社区事务受理分中

心、卫生服务站、物业科、文化分中心等

社区服务进社区，成立馨佳园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分队，实现社区管理与城市综

合执法的对接，及时解决居民提出的办

事难、看病难、物业差、购物不便等问题。

同时，引导顾村镇社区在外口管理、居民

自治、社会共治等方面创新探索，注重工

作体系的完善，注重经验的推广应用，提

升镇管大型社区的能力与水平。

■开展社区调研　区地区办以问题导
向、居民需求导向为原则开展调研。针

对社区存在居委会办公经费较少、社区

干部报酬不统一、社区干部队伍结构老

化等社区基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完成

《宝山区居委会建设的调研报告》，引导

街镇逐步提高居委会成员的经济待遇、

明确居委会基本工作经费、改善居委会

办公用房条件、实施居委会减负试点等

工作，加强基层社区建设；针对社区物业

管理合力难以形成的问题，完成《加强居

民区业委会、物业公司规范与管理的思

考与对策》调研，并提出相关建议，组织

实践探索。 （周文群）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会见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高管亚当·古德斯丁
摄影／蔡　康

外事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外事办围绕“严格
执行政策，充分编制计划，切实指导基

层，努力服务全区”的总体原则，“争当

学习强手，争做业务能手”，做好为基层、

为群众、为领导“三个服务”，提高自身

能力、水平和工作效率；完善外事工作规

范和工作制度，补充完善审批审核程序，

为基层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结合重点

项目建设，加强联系，促进交流，为地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年内共受理出国

（境）含赴台请示件１２１批４０７人次，取
消７批 ２２人次，实际出访团组 １１４批
３８５人次。其中，自组团组受理 ３３批
２５１人次（取消 ４批 １８人次），赴台 ２５
批８５人次。

■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　完善宝山
区因公出国（境）管理实施意见。研判

各阶段出国（境）管理总体形势，细化出

国前外事教育、经费预算、护照管理等

工作，书面签订外事纪律告知书和承诺

书，明确各项外事纪律要求。编制２０１１

年出国（境）计划，综合各条块对外交流

合作需求，完成在 ２００９年计划基础上
下降１０％的编制要求，控制年度出国
（境）的总体规模及数量。严格实行出

国组团预审制度，严格审批报批程序，

对原申报不符合团组规模要求的调整

到规定要求标准，对一般的组团参团出

访不予审批，对任务与人员不相匹配或

人员结构不尽合理的予以严格控制；在

预审环节中，严密审核审批关，切实把

好出国（境）管理的第一关。明确出访

目的要求，提升出访公务活动质量。全

面掌握区内重点工作，围绕“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主线，汇总筛选出重点对外

交流合作项目，积极组织与宝山经济社

会事业紧密结合的团组，推动区内重点

项目、重要工作的推进落实，提高出国

（境）工作的实效性。

■证照管理　开展证照管理自查，加强
证照有序管理。坚持对因公护照申办

实行统一管理，设立专办员具体负责为

各因公出国单位申办护照。确保全区

公务护照、公务普通护照按时上缴到区

外办，并将其中公务护照在规定时间内

统一上交市外办。对历年所存护照进

行全面清理，对持照人和护照申办单位

未按规定及时上缴护照的，将不再受理

该单位新的出访申请，确保证照１００％
收缴到位。

■服务区域经济　利用各种机会和平台
向外推介宝山区重点建设项目，为区域

经济服务。在吴淞国际邮轮港项目的投

资建设过程中，区外办联系安排日本神

户市政府及港湾局多次到访吴淞国际邮

轮码头，拜访相关区领导，区领导也成功

出访神户市，促成两港结成友好姐妹港。

在吴淞国际邮轮港开港时，日本神户市

政府专门派出访问团出席开港仪式。加

强与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的邮轮公

司的交流交往，促成多家邮轮公司与区

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互访。

■开展主题友好交流　协助主管部门共
同做好宝山第七届国际民间艺术节外国

团队的邀请工作，并在组织出访团组时

适当安排文化交流主题，以扩大邀请国

际民间艺术团组覆盖面。在艺术节开办

期间，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口岸协调接待

工作。与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保持密切

联系，与瑞典 ｐｌａｎｔａｇｏｎ公司多次往来，
相互签订“城市专有证明”，双方在经

济、环境、社会各方面建立固定合作交流

机制。与相关国家领事馆保持沟通，协

助领事馆商务处与区领导及相关部门在

商务经济领域建立良好的沟通交流渠

道。开拓对外友好交流，与德国佛莱堡

经济促进署签订友好交流备忘录；推进

宝山区与塞尔维亚克拉古耶伐次市的友

好交流关系，推动两地《合作交流意向

书》所列项目得到深入合作和交流，并建

立正常畅通的联络协调关系。支持基层

对外友好结对交流，促进月浦镇与比利

时维因根镇、罗店镇与瑞典西格图纳市

等的交流，年内分别安排团组进行访问，

加强两地友好往来。

■主要团组出访情况　２月，区长斯福
民率团赴英国和西班牙就邮轮港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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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经济业务进行洽谈。６月，区人大
主任沈秋余率团赴南非和阿联酋就路网

建设和环保节能进行考察洽谈。９月，
区政协主席康大华率团赴土耳其、南非

就国际民间艺术节工作进行交流洽谈。

１１月，区委组织部组织到美国举办邮轮
经济和港口管理培训班。 （王　浩）

侨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侨办发挥侨务工作
独特优势，着力服务“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引导广大侨界人士为宝山现代化滨

江新区建设作出贡献。深化经贸工作，

举办海上沙龙———“相聚宝山、携手发

展”活动，接待美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国

家侨团到访。扩大侨务对外宣传，举办

“侨法宣传月”活动，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
年和辛亥革命 １００周年活动。关注民
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开展“侨界人士

看宝山”、侨商回报社会“感恩行动”、送

温暖等活动。完成基本侨情调查工作。

做好信访工作，处理来电２５次，来信１４
件，来访１０人次，处理信访件４９件次。
开展“送温暖、惠民生、促和谐”帮困工

作，全年共上门走访慰问全区侨界困难

家庭６８户１５８人，送上慰问品、慰问金
近８万元。区侨务办公室获市基本侨情
调查优秀组织奖、２０１１年度市侨务信息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上海锦秋房地产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蓓琪，上海舜枫龙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邵金如获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上海市侨界杰出企业家”称
号。上海斯特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长姚盛钊，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黄叶

丹获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上海市侨界创
业之星”称号。

■举办侨法宣传月主题活动　３月，开
展以“贯彻落实侨法精神，依法维护侨界

权益”为主题的侨法宣传活动。各街镇、

园区及各村、居委会在大型文化商业广

场、社区设立集中宣传咨询点３６个，发
放宣传资料 ５９５３份，受众 １３０００余人。
同时，通过举办专题报告会、“东方讲

坛”、侨务工作培训、知识竞赛、文艺才艺

展演等活动，开展涉侨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回报社会“感恩行动”　３月 １
日，组织侨商与顾村、友谊地区的老一辈

侨界代表人士和困难老归侨结对，上门

走访并向每位结对对象赠送慰问金

５０００元。

■举办侨务工作培训班　３月１６日，区
侨办与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基层侨

务干部工作培训班，各镇、街道、工业园

区及大口单位侨务工作干部８０余人参
加培训。市侨办国内处处长沈洪波就涉

侨法律政策和侨务工作知识作专题

辅导。

■举办海上沙龙“相聚宝山、携手发展”
活动　３月２８日，举办“相聚宝山、携手
发展”活动，为侨商搭建信息发布、项目

推介、沟通协作平台。市侨办副主任刘

建平，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周德勋，以及

市海外交流协会、市侨商会、海外联谊

会、市工商联、市侨联、市欧美同学会、香

港贸发局、香港商会（上海）、上海国际

商会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嘉宾及在沪企

业家近１２０人参加活动。

■开展侨商“看宝山、促发展”活动　４
月２１日，组织区内侨商３０余人参观考
察上海智力产业园、上海玻璃博物馆、上

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海宝示范园等新

兴的现代服务业场馆，为企业调整产业

结构、提升产业能级提供经验。

■完成基本侨情调查工作　５月～９月，
开展全区基本侨情调查，组织调查员

２４５７名，布置宣传横幅３０７幅、张贴海报
１８２４０张、出黑板报４３５块，发行社区报
１０万余份。区、街镇和村（居）委累计共
举办２０３场培训会、参加人次达 １８８８６
人；印制各类表格资料２８５７１６份。通过
调查，宝山区有侨情对象 １０５６０户，比
２００４年增加３９倍。

■举办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８月１６日，
与黄浦区联合举办华裔青少年夏令营活

动，组织华裔青少年 ４３人参观顾村公
园、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专题学习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手工艺制作，

加深华裔青少年对祖国发展变化的了

解，增强文化归属感。

■海外华文作家到宝山采风　９月 ７
日，４０余名华文作家到宝山采风，考察
新农村建设。到访作家来自２０个国家
或地区，活跃在世界华人文坛上，有一定

知名度。

■举办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和辛亥革命１００
周年系列主题活动　６月２２日，举办滨
江统战情系列活动———纪念建党９０周

年宝山侨界“同心同向”文艺汇演，来自

全区各街镇的侨界人士３００余人参加活
动；６月２４日，组织侨界社团参与宝山区
各界人士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征文和演讲
比赛，区欧美同学会在比赛中获二等奖；

７月６日，举办纪念建党９０周年主题教
育活动，组织侨界人士４０余人瞻仰烈士
陵园，参观上海解放纪念馆，聆听爱国爱

党教育主题报告；９月９日，举行“同心
同向———宝山区侨界‘迎中秋、庆国庆’

电影招待会”。１０月１９日，举办“纪念
辛亥革命百年”征文演讲比赛，共收到征

文５８篇，其中１５篇入围比赛，近１００名
侨界人士及各界人士参加活动。

■开展“庆国庆、迎重阳”侨界人士看宝
山活动　９月２１至２２日，组织全区４００
余名侨界人士参观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宝山体育

中心和杨行敬老院等，感受宝山发展成

就，激发全区侨界人士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接待侨胞　全年共接待来自意大利、
加拿大、美国等侨领４０余人参观宝山。
８月２２日，接待新加坡国际经贸考察团，
参观考察宝山工业园区。１０月１４日，接
待以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副会长、美国

中华宁波商会会长为团长的纽约侨领代

表团。 （陆忠斌）

台湾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对台工作按照
“把握大局、巩固成果、稳中求进、深耕基

层”工作要求，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主题，发挥对台工作资源和优势，服

务宝山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组织台商

参加“上海产业政策说明会”，举办区台

商座谈会、投资推介会，帮助台商了解法

律政策、产业规划及有关扶持措施。关

心服务区内台商，帮助台商解决实际困

难，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区台湾事务办

公室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地方交流
特色工作奖、上海对台工作（调研）先进

单位。

■加强与桃园县友好往来　年内，台湾
桃园县有１００余人次到访宝山。３月１０
日，桃园县议会参访团到访；５月１０日，
国民党黄复兴黄国梁党部将军团一行

１０人到访；８月２７日，桃园县议会邱奕
胜议长率中坜市妇女会访问团一行 ２６
人到访，与区妇联进行交流；１１月１８日，

４７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书书书

桃园县营丘妇女会一行２０人访问宝山，
与杨行镇妇联举行友好交流座谈。区有

关团组赴台考察期间，专程拜访桃园县

议会，并与妇女会等团体开展互动交流。

■举行涉台宣传教育活动　３月，围绕
涉台宣传教育主题，组织全区各街镇、园

区开展点面结合、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

活动。设立集中宣传咨询点３６个，发放
涉台政策法规宣传资料 ５９５３份，受众
１３０００余人。举办专题报告会、“东方讲
坛”、知识竞赛等活动，深入社区普及涉

台知识。５月１８日，在北斗星商业广场
举办“浦江情”涉台政策咨询及综合服

务进社区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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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台干部队伍建设　３月１６日，
举办对台工作培训班，培训基层对台干

部８０余名。举办涉台通讯员“看宝山”
活动、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工作委

员会迎新联谊会、台商餐叙活动，增强组

织凝聚力。

■举办台商“看宝山、促发展”活动　４
月２１日，组织区内台商３０余人参观考
察上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海宝示范园

等新兴现代服务业项目，服务台资企业

提升企业能级、实现转型发展。

■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活动　６月２４
日，组织区台联会代表参加区委统战部

举办的“同心同行”各界人士庆祝建党

９０周年演讲大赛，获二等奖。７月 ６
日，举办台胞台属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主
题教育活动，区台联会理事、涉台通讯

员等４０余人瞻仰烈士陵园，参观上海
解放纪念馆，聆听区委党校教师所作的

题为《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与启示》

主题报告。

■开展“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征文和
演讲活动　４月２０日 ～１０月１９日，开
展“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征文和演讲
活动，共收到５８篇作品，其中１５篇入围
参加演讲比赛。１０月１９日，举行演讲比
赛，近１００名台侨界代表人士参加活动。

■开展台情调查　９月 ～１０月，开展台
情调查活动，组织全区各镇、街道、园区

相关人员，开展走访调查，摸清台资企

业、常住台胞的基本情况。通过调查，宝

山区有常住台胞２３２人，有台资企业５８
家，投资总额近１０亿美元，以制造业、储
运业为主，集中在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宝

山工业园区、顾村镇、大场镇等地。

■区台胞台属联谊会完成换届工作　１１
月２日，召开区台胞台属联谊会第六次
代表大会，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张

企龙，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副

区长朱永泉等到会，台胞台属代表及有

关单位负责人 １６０余人参加会议。会
议通过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

生第六届理事会 ４４名理事，上海锡辰
酿造调味品厂总经理刘祖辰当选为

会长。

■赴台交流考察　组织宝山各界赴台考
察交流，提升交流规模、层次。年内，全

区有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区人大

学习考察团、区园林协会考察团、区街镇

党群副书记考察团、区教育局代表团、区

农委考察团等６个团组５４人赴台考察。
同时，有２１批４７人次参加市有关部门
组团赴台交流，２５家企业 ４２人次赴台
开展经贸交流。

■妥善处理涉台纠纷　全年共接待来电
来信来访１００余人次，协调解决各类矛
盾纠纷 ３０余次，帮助解决各类困难 ５０
余人次。妥善化解台商房屋租赁纠纷案

件，做好鸿文职校被征用土地、味全公司

申请建临时厂房、隆成企业地址变更等

事件的协调工作。 （陈　雷）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年内，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发挥
办公室、财务科、综合管理科、安全保卫

科、会务接待办、资产管理中心、生活服

务中心、车辆服务中心、吴淞大院管理所

９个部门的职能作用，完成机关经费保
障、资产管理、安全保卫、办公用房管理、

文印服务、会务接待、餐饮服务、车辆保

障等各项工作任务。全年完成打印

５９３亿字、油印复印 １７５６万页，装订
１８２万册；会务保障 ２４０３场次，接待
６５０５３人次；机关车队安全行车１９２万公
里，使用大客车、面包车４１８台次；为机
关保障餐饮４２５７万人次，并坚持实行
重大节日前自助餐供应制度；医疗服务

８８０２人次，理发服务２８８６人次。每季度
编印《宝山机关后勤》。局财务科获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度市“巾帼文明岗”
称号。

■开展公务车辆专项治理　根据中央、
市委统一部署，牵头落实区党政机关公

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对宝山区７６
家党政机关、５个直属事业单位和５３０家
所属事业单位的公务车辆开展专项治

理，完成登记自查、审核甄别阶段的工

作。按照公务车辆编制和配备标准，为

区机关各部门办理车辆更新、新增报批

手续共３３辆。

■加强机关大院安保工作　实施“三个
一”举措，推动机关大院安保工作上新台

阶：开展一次联合检查，加大监管力度，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完善一套安保制度，

对安保工作职责、机关大院出入管理、监

控安全管理等工作制度及岗位职责进行

梳理和完善，并张贴上墙；更新一批安保

设施，为区政府机关大院门卫室、ＢＡ监
控室、消防监控配备一批新的桌椅、更衣

柜、文件柜、包裹寄存柜等设施。

■做好会务接待保障　年内完成区委全
会、区“两会”、区春节团拜会、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节、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港、长

江河口科技馆开馆等重要会议、活动的

后勤保障，完成区四套班子领导换届期

间办公用房、公务车辆等调配工作。

■打造餐饮服务新品牌　对区级机关３
个食堂原材料实行统一配送，统筹管理。

宝山机关食堂餐具全部更换成密胺餐

具，每季度举办“特色菜肴周”活动（川

菜周、杭菜周、东北菜周、徽菜周等）；友

谊路７５号机关大院开设第二食堂，推出
早餐和午餐供应，解决部分驻院单位用

餐难问题；吴淞机关大院食堂增加菜肴

花色品种，并对食堂进行全面装潢。

■加强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完成制定区
行政中心集中办公改建方案（初稿），整

合机关办公用房资源。为区６１０办公室
等６家单位调配落实办公用房；完成机
关“人才公寓”装修及区人保局、区审计

局、区民政局等单位办公用房维修改造

工程。

■推进机关节能降耗　通过在机关大
院张贴节能宣传标语、开展节能宣传

周、推广认购高效照明产品等活动，增

强机关工作人员的节能意识；通过引进

安装能源分散计量监测系统，对机关大

楼各层面用电、用水进行分散计量，有

效控制能耗；通过对区级机关大院各部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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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使用的公务车运行费实行“定额包

干”办法，降低公务车辆的运行成本。

（王　菁）

对口支援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完成对口支援
计划外“自选动作”项目１３个，资助资
金、实物 ８３８３１万元。接受来自新疆
叶城县、青海果洛州、云南维西县等地

的党政干部、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医生、教师、农技人员共 ２６４人，参
加１２个培训项目。组织区教育讲师
团、医疗巡回队、农业水利专家到上述

三地开展授课培训、巡回医疗等活动，

培训当地教师、医生９１０人次。承接新
疆喀什地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１３５名
学员在宝山进行为期两年的培训工作。

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民等区领导

分别率团到青海果洛州、新疆叶城县、

云南迪庆州、西藏江孜县等地慰问援外

干部，推进对口支援工作。区卫生局对

口援建都江堰市向峨乡医疗卫生队获

“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先

进集体”称号，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

有限公司获“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

灾后重建突出贡献集体”称号，王兆钢

获“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

先进个人”称号，赵晖等１０人获“上海
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突出贡

献个人”称号。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左二），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右二）会见上海大学党委书
记于信汇（左一）一行 摄影／蔡　康

■招录云南省维西县劳务工　年初，在
区政协、区合作交流办的协调推动下，

区民营企业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

司、上海明天纺织制衣有限公司到区对

口支援地区云南省维西县招录３７名劳
务工。

■区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喀什地区、叶城
县学习考察　３月２７日，由副区长朱永
泉率领的区党政代表团赴新疆喀什地

区、叶城县学习考察，调研和对接新一轮

援疆工作，看望慰问宝山区选派的援疆

干部。代表团并访问宝钢集团八一钢厂

所在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

■区领导看望慰问援疆干部　６月 １５
日，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章俊荪参加由

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顾国林率

领的上海市纪监代表团，赴新疆喀什地

区、叶城县进行考察调研，并看望慰问、

宝山区选派的援疆干部。

■都江堰市向宝山区赠送“震源石”　６
月１５日，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政府驻上
海联络处主任朱锐一行２人，受都江堰
市委、市政府委托专程到宝山区，向宝山

区委、区政府赠送一块“震源石”，以感

谢宝山区委、区政府和宝山人民给予的

大力支援。

■组织企业参展“喀交会”　６月２８日
至７月２日，第七届中国新疆喀什·中
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喀交会）

在喀什市举行。按上海市统一部署，宝

山区组织７家企业加入上海市经贸团参
展此次“喀交会”，现场销售近３０万元商
品，并主动将展销商品定向捐赠给新疆

叶城县敬老院和孤儿院。

■区领导慰问援滇干部和医生　８月１０
日至１１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参加由市委
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率领的上海市党

政代表团赴云南省昆明市、迪庆藏族自

治州等地学习考察。期间，吕民元分别

在昆明、迪庆州看望并慰问宝山区选派

的市第八批援滇干部陈林甫和市政府驻

昆明办事处干部潘宇峰及交大医学院附

属三院派往迪庆州支医的庄则华等５名
医生。

■区党政代表团赴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学习考察　８月１７日至１９日，由区委
书记吕民元，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率

领的区党政代表团前往青海省果洛藏族

自治州学习考察，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慰

问援青干部。果洛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林亚松，州委副书记、州长万玛多杰等果

洛州领导与代表团进行座谈交流。

■区党政代表团赴西藏江孜县学习考察
　９月８日至１７日，由区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袁鹰，副区长钟杰率领的区党政代

表团赴西藏江孜县等地学习考察，推进

对口支援工作，看望慰问援藏干部。西

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巴桑顿珠，西藏日喀则地委副书记、

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领队、上海市政府

驻藏办主任闽卫星会见代表团一行，并

进行友好交流。

■承接新疆喀什地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培训班　１２月１日，“上海大学—新疆
喀什地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培训班开学

典礼”在上海大学嘉定校区举行。市合

作交流办副主任孙国彪，宝山区副区长

秦文波，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鲁雄刚和

市民宗委、市合作交流办、市人保局、市

援疆前方指挥部、新疆驻沪办及区有关

部门领导参加开学典礼。宝山区共承接

新疆喀什地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１３５名
学员，为期２年，在校培训任务由上海大
学具体承担。 （李艳阳）

合作交流
■概况　全年接待兄弟省市、区代表团
（组）３６批６６４人次。邀请区友好地区
四川省巴中市、对口支援地区新疆叶城

县的领导观摩第七届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节，邀请对口支援地区青海果洛州歌

舞团在艺术节期间演出 １１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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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喀什文化周”期间，喀什文工团到宝山

举行专场演出；“上海·叶城青少年手

拉手活动”期间，叶城县青少年到宝山

参观，与宝山青少年联欢。为各地在区

投资企业 ６５名职工子女办理中、高考
审批手续。组织 ６家宝山优势企业参
加市合作交流办、市经信委组织的“共

享后世博机遇，共推新产业集聚”主题

活动。组织８家各地在区投资企业、协
会参加市合作交流办主办的“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２０１１年上海企业跨区
域合作推介洽谈会”。７家各地驻沪工
作处通过年检。

■新疆叶城县领导访问宝山　２月 １６
日，新疆喀什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县委

副书记吴剑秋，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郑

根昌，县委常委、副县长董义（宝山援疆

干部领队）等领导访问宝山。区委书记

吕民元，副区长朱永泉会见新疆喀什叶

城县领导一行。

■青海省果洛州党政代表团访问宝山　
５月２９日，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李鹏新率领青海省果洛州党政代表团到

宝山考察访问。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

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副区长朱永泉等会

见并宴请代表团一行。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前排右），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前排左）率区
党政代表团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学习考察 合作交流办／提供

■区党政代表团赴延安市学习考察　５
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
民率领区党政代表团参观西安世界园艺

博览会，并赴延安市参观考察。陕西省

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会见代表

团一行。

■云南省迪庆州政法系统代表团访问宝
山　６月１３日，区委常委、副区长丁大
恒，副区长钟杰会见由云南省迪庆州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李灿光率领的云南省

迪庆州政法系统代表团一行，双方进行

友好交流。代表团一行并参观考察宝山

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庙行镇综合治理

中心。

■云南省迪庆州党政代表团访问宝山　
７月２２日，由云南省迪庆州州委书记张
登亮，州长黄政红率领的云南省迪庆州

党政代表团访问宝山。区领导吕民元、

斯福民、丁大恒、朱永泉会见代表团一行

并进行座谈交流。

■宝山与新疆叶城青少年举行“手拉

手”夏令营活动　８月１４日，宝山与新
疆叶城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活动举行。

来自新疆叶城县的１４名师生在区红领
巾理事会小理事的陪同下参加该夏令营

活动。

■“２０１１上海喀什文化周”宝山区交流
展演活动举行　９月１９日，“２０１１上海
喀什文化周”宝山区交流展演活动在区

文化馆举行。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陆豪等出席观看演出，

并在演出前会见演员代表。

■巴中市代表团参加第七届上海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式　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７
日，由巴中市政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何长

洋率领的巴中市代表团，应邀专程前来

参加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

幕式活动。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袁鹰，区委常委、区纪委

书记章俊荪，副区长朱永泉先后会见代

表团一行，进行友好交流。巴中市代表

团并参观罗店新镇等。

■新疆叶城县领导参加第七届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式　１０月 １６日，
新疆叶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楠一

行应邀参加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节开幕式活动。区政协主席康大华、

副区长朱永泉会见杨楠一行并进行友好

交流。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参
演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１０

月１８日，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专

场演出在区文化馆举行。果洛州委常

委、副州长、上海市援青干部领队朱礼福

和市政府合作交流办领导与数百名观众

一起观看演出。

■吉林省沪浙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专题
培训班学员到宝山区考察　 １１月 １７
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卫国会见由

吉林省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谭志安率领的

吉林省沪浙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专题培

训班学员并进行友好交流。该培训班

５７名学员专程到宝山区考察现代服务
业发展情况。

■西藏江孜县党政代表团访问宝山　１２
月７日，由西藏江孜县县委副书记、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王成功率领的江孜县党政

代表团到宝山考察访问。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沈秋余，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区委常

委、区委宣传部部长袁鹰会见代表团一

行，进行友好交流。代表团并参观淞沪

抗战纪念馆、长江河口科技馆、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等。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考察团访问宝山
　１２月１６日，由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区
委书记李忠率领的武昌区考察团到宝山

访问。区领导斯福民、丁大恒、章俊荪、

倪诗杰、秦文波、王兆钢等会见考察团一

行，进行座谈交流。考察团参观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 （李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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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宝山区结为友好地区名单

序
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　注 重点
地区

序
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　注 重点
地区

１ 福建省建阳市 １９８４．８ 与原宝山县

２ 浙江省宁波市海署区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３ 山东省临沂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４ 云南省楚雄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５ 湖南省岳阳市 １９８５．５ 与原吴淞区

６ 辽宁省辽中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７ 辽宁省新民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８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１９８８．６ 与原宝山县

９ 黑龙江省依兰县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宝山县

１０ 福建省三明市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１１ 黑龙江省双城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１２ 安徽省太湖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１３ 浙江省海宁市 １９８７．１ 与原宝山县

１４ 江西省井冈山市 １９８７．３ 与原宝山县 √

１５ 浙江省象山县 １９８８．１ 与原吴淞区

１６ 安徽省金寨县 １９８８．３ 与原宝山县

１７ 山东省恒台县 １９８８．７ 与原宝山县

１８ 黑龙江省鹤岗市 １９８８．８

１９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 １９８９．２

２０ 山东省烟台市 １９８９．７

２１ 浙江省江山县 １９８９．９

２２ 福建省浦城县 １９８９．１０

２３ 江西省龙南县 １９９０．６

２４ 广东省珠海市红旗区 １９９０．１２

２５ 湖南省冷水江市 １９９１．６

２６ 江西省赣州地区 １９９２．３

２７ 江苏省滨海县 １９９２．５ √

２８ 江苏省姜堰市 １９９２．７

２９ 湖北省恩施市 １９９３．２

３０ 甘肃省张掖市 １９９３．２

３１ 重庆市奉节县 １９９３．５

３２ 福建省安溪县 １９９４．１

３３ 山西省左权县 １９９４．６

３４ 江苏省如东县 １９９４．７

３５ 陕西省延安市 １９９５．４ √

３６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 １９９５．３ 对口支援 √

３７ 四川省江油市 １９９５．８ √

３８ 天津市东丽区 １９９６．１ √

３９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１９９６．６

４０ 重庆市大渡口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１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２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３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４ 北京市石景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５ 云南省安宁市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６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１９９６．７ 钢铁城区 √

４７ 山东省莱芜市 １９９６．１０

４８ 浙江省温州市 １９９８．８ √

４９ 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 １９９８．８ 对口支援 √

５０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１９９９．３

５１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１９９９．３

５２ 江西省新余市 ２００１．７

５３ 四川省攀枝花市 ２００２．５ 钢铁城区 √

５４ 安徽省休宁县 ２００３．７ √

５５ 重庆市渝北区 ２００４．１１ √

５６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 ２００８．４ √

５７ 重庆市万州区 ２００８．６ 对口支援 √

５８ 甘肃省庆阳市 ２００８．１１ √

５９ 安徽省安庆市 ２００９．７ √

６０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 ２００９．８ √

６１ 湖南省张家界市 ２００９．８ √

６２ 四川省巴中市 ２０１０．１０ √

　注：重点地区指对口支援地区、钢铁城区、往来较多地区

表４ ２０１１年各地驻宝山区工作处通过年检名单

驻沪工作处名称 办公地址 负责人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驻沪工作处 杨浦区阜新路２０弄国中酒店公寓Ａ楼５Ａ室 寇思恒

福建省沙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 宝山区行知路５０弄１３号１０１室 王景荣

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 宝山区富锦路１６６２号 张永宏

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 宝山区江杨南路１１６５号 张　军

绍兴县建筑业管理局驻上海办事处 宝山区共康路８号５楼 朱阿来

江苏省丰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 延安中路１１１１号 姚志民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驻上海工作处 高跃路１７６号尚中心６２１室２００４３９ 范　涛

（李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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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０日，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召开 区政协办／提供

综述
区政协２０１１度工作主要围绕 ７个

方面进行：（１）组织学习活动。在常委
会议、主席会议、专门委员会、全体委员

和机关干部等各个层面，通过召开专题

座谈会、举行学习报告会等形式，开展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组织学习中共

十七届六中全会、全国“两会”、以及市、

区政协工作会议等精神和政协理论。会

同区委统战部举办“台海形势”、“上海

市‘十二五’规划解读”、“辛亥革命与近

代上海”、“改革与发展的动力”４场专题
报告会。继续开展“读一本书”活动，向

全体委员发放《历史的轨迹———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一书，开展读后感交流活

动。（２）加强沟通协商。邀请区政府领
导进行工作协商２次。邀请区领导在区
政协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上就国有集体

资产管理、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安全管理

体系建设、提案办理和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通报情况４次。区政协专门委员会组
织委员分别与１０余家区政府职能部门
对口协商 １６次。（３）开展视察、调研。
围绕“滨江开发”、“经济发展”、“民生工

程”３个专题开展年终大视察。各专门
委员会共开展小型视察２１次，涉及环境
保护、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全民健身建

设、佛教文化发展、四川灾后重建工作情

况等内容。完成调研报告 ５篇，其中 ２
篇作为主席会议建议案报区政府。举办

以“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全面提升

宝山城市化水平”为主题的政协论坛活

动。（４）反映社情民意。全年向市政
协、区委、区政府有关部门发送《社情民

意》１９８期。组织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
特邀信息员赴普陀区政协学习先进经

验。组织开展评比工作。（５）开展联系
与合作。会同区委统战部举办“继往开

来，同唱一首歌”———宝山区各界人士迎

国庆联谊会。召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接待区外政协

及有关方面到宝山参观考察 １６批 ２３５
人次。（６）加强自身建设。召开专门委
员会主任会议２次。召开《宝山政协》通
讯员会议。（７）开展特色工作。区政协
办与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联合举办“共

和国将军心向党”———百名将军书画宝

山巡展，共收到２１２位共和国将军创作的
２１５幅书画作品，经上海将军书画收藏院
推荐，其中１００余幅代表作品在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对外展出一周。区政协、

区委统战部、民革宝山区委在区级机关办

公大楼一楼大厅共同举办“滨江统战

情———宝山区各界人士迎国庆暨纪念辛

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名人书画展”，共展出国
画、书法作品等７０余幅。区政协文化卫
生体育委员会和农工党宝山区委在区公

安分局举行“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健康

讲座暨“家庭医生”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全国政协常委左焕琛为宝山公安民警作

“探索人体奥秘，追求健康人生”主题讲

座，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局签订“家庭医

生”合作项目共建协议书。区政协社会

事务委员会与庙行镇、团区委、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智园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大学、宝山职校联合举办企业

参观宣讲招聘活动。 （钱帼婷）

主要会议
■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　１月１０日～１３
日，政协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举行，应出席委

员２８２名，实到 ２４２名。会议审议通过
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六届

五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大

会决议。与会委员列席宝山区六届人大

八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区政府工作报告、

区法院工作报告、区检察院工作报告与

其他报告。区委书记吕民元在开幕会议

上致辞，１０名委员作大会发言，书面发
言７篇。大会选举王兆钢为政协宝山区
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会议期间，共收

到提案２２０件，经审查立案１７８件。

■区政协六届常委会会议　区政协六届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１月１０日举
行，同意顾佳德关于辞去宝山区政协第六

届委员会委员、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审议

通过六届区政协委员调整名单、六届区政

９７



协副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讨论

通过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选举办法（草

案）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草

案），提交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分组讨

论。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１月１２日举行，
听取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大会秘书处关

于分组审议讨论情况和提案征集情况的

汇报，通过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决议（草

案）。第二十四次会议于３月２日举行，
审议通过《宝山区政协 ２０１１年工作要
点》，通报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期间提案

审查情况，增补仇忠亮为政协委员。第二

十五次会议于６月２３日举行，以“坚持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全面提升宝山城市化

水平”为主题开展论坛活动。第二十六

次会议于１０月２０日举行，听取区委常
委、副区长丁大恒通报区政协六届六次会

议以来提案办理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

况。第二十七次会议于１２月５日举行。
会议决定政协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 ～８日举行。
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第六届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和区政协第六届常务委员会关

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区政协

七届一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

案），审议通过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主席

团、秘书长建议名单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委

员名单（草案），审议通过区政协七届一

次会议委员分组办法和各组召集人名单

（草案），协商通过七届区政协委员名单，

讨论通过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大会选举

办法（草案）。 （钱帼婷）

重要活动
■开展“宝山北部地区‘产城融合’综合
性整体开发”课题调研　２月～１０月，区
政协与区工商联、区规划土地局、吴淞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罗泾镇、宝山工业园区、

上港集团罗泾分公司、上海望源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组成课题组，以“促

进宝山北部罗泾镇、罗店镇、宝山工业园

区地区的生产、生活之间和谐共融”为主

题开展调研。先后到宝山工业园区、罗泾

镇、罗泾港、罗泾经济发展区、上海民营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金罗店开发有限公司调

查了解情况，召开２次调研座谈会听取委
员意见，并召开论证会听取市政府参事

室、市政协经济委、复旦大学、区发展改革

委有关专家意见。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

区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案《宝山北部地区

“产城融合”综合性整体开发的建议》，提

交区政府参考。建议案分析宝山北部地

区“产城融合”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布

局生产、生活、生态建设”、“联动发展、协

调推进，加速区域解决社会发展‘一体

化’进程”、“加强对宝山中北部城区的整

体规划，推动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相互

交融”、“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水

运、陆运一体的交通新格局”、“积极争取

政策支持，推动上海北部地区的快速发

展”等５个方面建议。

■开展“推动宝山城市转型发展”课题
调研　３月 ～１１月，区政协与区政策研
究室联合组成课题组，以“寻求破解宝山

城市转型发展之策”为专题开展调研。

先后到上港集团、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吴淞街道、区统计局调查了解情况，召开

调研座谈会听取科技委员会委员意见，

听取区委党校、区发展改革委、区经委

（信息委）、区商务委、区规划土地局有

关负责人意见。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

区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案《关于推动宝山

城市转型发展的建议》，提交区政府参

考。建议案在分析宝山城市转型发展所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进一

步优化空间布局”、“积极建设提升城市

能级的功能性节点”、“整合发展一批高

端服务业集聚区”、“大力促进制造业转

型升级”、“建设接轨‘四个中心’的宝山

拓展区”、“进一步加大社会事业发展力

度”等６个方面建议。

■召开特邀监督员工作会议　５月 ３１
日，区政协召开特邀监督员工作会议，总

结交流开展特邀监督员工作情况和经

验，提出做好下一阶段特邀监督员工作

原则要求。区城管执法大队等有关部门

与部分委员在会上交流发言。

■举办“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全面
提升宝山城市化水平”论坛　６月２３日，
区政协举办“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全面提升宝山城市化水平”论坛。与会

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分别从产业转型发

展、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信息化建设、

环境规划、区域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管理、区域文化软实力等１５个方面
进行深入探讨，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和建

议４９条。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钱景林，区
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论坛并讲话。

■举行“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健康讲座
暨“家庭医生”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７月
４日，区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和农
工党宝山区委在区公安分局举行“快乐

工作，幸福生活”健康讲座暨“家庭医

生”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全国政协常委

左焕琛为宝山公安民警作“探索人体奥

秘，追求健康人生”主题讲座。区公安分

局、区卫生局签订“家庭医生”合作项目

共建协议书。

■市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例会在
宝山召开　７月２８日，市政协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联络员工作例会在宝山召开。

会议通报上半年市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

息工作情况。区政协提案委做交流发言，

介绍宝山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工作情况。

■举办“共和国将军心向党”———百名将
军书画宝山巡展　８月４日，区政协办与
区委宣传部和区文广局在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联合举办“共和国将军心向

党”———百名将军书画宝山巡展开幕仪

式。巡展共收到２１２位共和国将军创作的
２１５幅书画作品，经上海将军书画收藏院
推荐，其中 １００余幅代表作对外展出
一周。

■举办“滨江统战情”———宝山区各界
人士迎国庆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名
人书画展　９月２０日，区政协、区委统战
部、民革宝山区委在区级机关办公大楼

一楼大厅共同举办“滨江统战情”———

宝山区各界人士迎国庆暨纪念辛亥革命

１００周年名人书画展开幕仪式。书画展
共展出国画、书法作品等７０余幅。

■举办“继往开来，同唱一首歌”———宝
山区各界人士迎国庆联谊会　 ９月２２
日，区政协与区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继往

开来，同唱一首歌”———宝山区各界人士

迎国庆联谊会。区领导与各界人士１８０
余人出席。

■举行企业参观、宣讲、招聘活动　１０
月１８日，区政协社会事务委员会与庙行
镇、团区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智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学、

宝山职校联合举办企业参观宣讲招聘活

动。增厦信息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安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益峰客

户服务有限公司等 １９家企业以及 ２６０
余名宝山青年参加。上海万诚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伍俊峰为青年作“转变择业

观念，提高就业能力”主题宣讲。

■开展 ２０１１年度年终视察　１１月 ２
日～３日，区政协组织委员开展年终视
察。年终视察分宝山区滨江开发、民生

工程、经济发展情况３个专题进行。政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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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委员和有关方面人士近 １４０人次参
加。政协委员在视察中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经整理归纳报送区委、区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参考。 （钱帼婷）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１日，区政协委员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区政协办／提供

提案办理
■概况　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以来，政协
委员共提交提案２２４件（政协全会期间２２０
件）；经审查立案１８１件（全会期间立案１７８
件），其中委员个人提案１２４件，委员联名
提案３１件，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
和政协专门委员会提案２６件。确定１４件
提案为年度重点提案并进行跟踪和督办，

得到有效处理和落实。提案分别送交区

委、区政府４３个承办单位进行办理，将不
属于宝山区办理范围未立案的２９件提案
作为社情民意报市政协处理。至年末，１８１
件提案全部办复。提案内容主要涉及经济

建设、城乡建设和管理、科教文卫体事业发

展以及社会保障和平安建设，分别占提案

总数的１４９％、４８１％、１８２％和 １８８％。
其中，所提意见建议被采纳和解决的１３１
件，占７２４％；正在研究和解决的３５件，占
１９３％；留作参考的１０件，占５５％；难以
解决的有５件，占２８％。委员对办理态度
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为１００％；对办理结果
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为９７７％；对办理
结果表示理解的为０２％；对办理结果表示
不满意的为０１％。区政协评出２０１１年度
优秀提案１１件。

■经济建设提案　共 ２７件，占总数的
１４９％。主要建议有：打造航运“水水”
中转站；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建设产

业新高地；拓展邮轮经济产业链；加强招

商引资力度；发展有机农产品生产；发展

创意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企业上

市服务水准；稳定农副产品价格；推进知

识型生产性服务业落地宝山区。

■城乡建设和管理提案　共 ８７件，占
４８１％。主要建议有：缓解停车难，治理
交通拥堵，实施垃圾分类管理，规范有害

物品回收，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降低

北部地区居民出行成本，保障城市安全，

增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发展廉租房和

小面积单身公寓，推进公租房建设。

■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提案　共３３件，
占１８２％。主要建议有：推进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做好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

育工作；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推进

体教结合工作；把宝山建成文化大区；建

设一批博物馆；充分发挥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作用；推进社区体育

活动；小区健身器材实

施专人检查管理；完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功

能；促进全区电子健康

档案共享。

■社会保障和平安建
设提案　共３４件，占
１８８％。主 要 建 议
有：实施人才安居工

程，注重“团队式”引

进人才，加强老年人

事业发展，推进为老

助餐服务点建设，切实

为居委会工作减负，加

强对村干部的监督监

管，推进公务车改革，

规范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程序，治理非法

短信，创建“宝山国际航海节”。

（钱帼婷）

专委会工作
■提案委员会　全年共收到提案２２４件，
经审查立案１８１件，全部办复。其中办理
结果为“采纳和解决”、“正在研究和解

决”的１６６件，占９１７％％。征集和汇编
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提案选题，为委员提

案建言服务。参与区人大常委会、区政

府、区政协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

办理工作会议、复查工作会议、年终视察

座谈会的组织工作。遴选并报请区政协

主席会议审定《建议在宝山建若干博物

馆》等重点提案１４件，做好区政协领导促
办重点提案的服务组织工作。与区经委、

区农委、区公安分局、区绿化市容局、区住

房保障管理局开展对口协商和提案促办，

协调推进相关提案的办理和解决。承办

区政协优秀提案评选表彰工作，评选表彰

《打造滨江新区航运“水水”中转站的建

议》等优秀提案１１件。在区政协年终视
察中，参与组织“民生工程”专题视察。

开展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和特邀监督员工

作。全年编发《社情民意》１９８期，向上海
市政协报送１４９期，被市政协及全国政协
采用３１期，采纳率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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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特

邀信息员队伍到普陀区政协学习活动。

筹组区政协特邀监督员工作会议，推动特

邀监督员工作。

■第一经济委员会　与第二经济委员会
联合，就“宝山的金融扶持政策”主题与

区发展改革委开展对口协商。与科技委

员会联合，就“云计算应用”主题与区电

信局开展对口协商，并视察云计算应用

中心、研发中心和应用体验馆。在区政

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民生工

程”专题视察。与第二经济委员会联合，

组织委员参观长江河口科技馆、区民兵

训练中心，到四川省都江堰市考察灾后

重建情况及“秀娘工坊基金”运作情况。

组织部分委员与第二经济委员会联合到

海南学习考察。组织部分委员与科技委

员会联合到广西南宁、北海学习考擦。

■第二经济委员会　以促进宝山北部罗
泾镇、罗店镇、宝山工业园区地区的生

产、生活之间和谐共融为主题开展调研，

形成区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案《宝山北部

地区“产城融合”综合性整体开发的建

议》。与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就“宝山

的金融扶持政策”主题与区发展改革委

开展对口协商。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

中，参与组织“经济发展”专题视察。与

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组织委员参观长

江河口科技馆、区民兵训练中心，到四川

省都江堰市考察灾后重建情况及“秀娘

工坊基金”运作情况。组织部分委员与

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到海南学习考察。

■科学技术委员会　以寻求破解宝山城
市转型发展之策为专题开展调研，形成

区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案《关于推动宝山

城市转型发展的建议》。与社会事务委

员会联合开展课题调研，形成《宝山区发

展低碳经济的实施路径和对策建议》调

研报告。与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就“云

计算应用”主题与区电信局开展对口协

１８

专委会工作



商，并视察云计算应用中心、研发中心和

应用体验馆。就“科普知识和百姓生

活”主题，与区科委开展对口协商，并视

察长江河口科技馆。在区政协年终工作

视察中，参与组织“经济发展”专题视

察。组织委员与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到

广西南宁、北海学习考察。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开展专题
调研，形成《加强餐厨垃圾处理，提升城

市管理水平》调研报告，并在“坚持创新

驱动、转型发展，全面提升宝山城市化水

平”论坛作主题发言。就“环境保护和污

染治理”主题与区环保局开展对口协商，

并视察区环保监测中心。与教育委员会、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联合举办“全民健

身与健康管理”专题讲座。在区政协年

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滨江开发”专

题视察。组织委员到海南学习考察。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时　间 次　别 主 要 内 容

２月１６日 六届三十三次

通过《２０１１年度区政协工作要点》（讨论稿）和有关增补委员事项提交常
委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机关处级以上干部２０１１年度主要工作分工责任
制（草案）、通过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期间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讨论
稿），决定将《建议在宝山建若干博物馆》等１４件提案列为区政协２０１１年
重点提案。

４月２７日 六届三十四次 听取宝山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有关情况。

５月２５日 六届三十五次 听取宝山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有关情况。

８月３１日 六届三十六次 听取宝山城市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１２月２日 六届三十七次
研究七届一次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通过《宝山北部地区＇产城融合＇综合
性整体开发》、《推动宝山城市转型发展》主席会议建议案。

表２ 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编　号 提案号 案　由 提案者

１ ６Ｆ００６ 打造滨江新区航运“水水”中转站的建议 吕祥宝

２ ６Ｆ０１２ 和谐文化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致公党支部

３ ６Ｆ０１４ 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扶持，打造产业新高地 民建区委

４ ６Ｆ０４１ 加快区内交通主干道路网结构配套的建设步伐 侯 艳

５ ６Ｆ０４３ 降低宝山北部地区居民出行成本的建议 民进区委

６ ６Ｆ０５１ 加强宝山住宅消防设施定期检查 黄钢祥

７ ６Ｆ０５８ 宝山交通治堵的建议 陈江、刘祖辰

８ ６Ｆ０６８ 促进全区电子健康档案共享的建议 赵学勇

９ ６Ｆ１０５ 加强和改善本区中小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建议 工商联

１０ ６Ｆ１５２ 建议尽快推开区域自行车租赁 倪华跃

１１ ６Ｆ１７８ 让急救知识从医院走向社区和家庭 马菁雯

表３ 宝山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赵学勇 民革区委
缅怀淞沪抗战历史，打造“抗战文化”品牌———对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淞沪抗战纪念馆内涵的思考与建议

蒋勤芳 民盟区委 “十二五”期间本区人口问题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许金勇 民建区委 加大财政专项资金的扶持，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

倪韶红
民进区委

社会事务委员会
进一步做好本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再思考

陆伟群
农工区委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建立城市管理联动合作新机制，提高世博后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黄钢祥 九三区委 拓展宝山邮轮经济产业链的建议

许宏伟
区工商联

第二经济委员会
积极应对，合理布局，科学发展宝山物流经济

方红梅 区知联会 实施人才安居工程，推动宝山经济结构调整

陆卫平 教育委员会 进一步推进本区社区教育的建议

袁志康 （个人名义） 用好城市风道，减缓城市热岛效应

（钱帼婷）

■法制委员会　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不断提高来沪人员服务管理水平”主

题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进一步加强和创

新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工作的建议》调研

报告。以司法公开为重点，组织委员在

区法院举行“政协委员看法院”活动。

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滨

江开发”专题视察。组织委员参加浦江

游览，到江苏苏州、云南学习考察。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与科技委员会联合
开展课题调研，形成《宝山区发展低碳经

济的实施路径和对策建议》调研报告。

就“贯彻《社会保险法》，努力推进新农保

试点工作”主题，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开展对口协商。就“如何写好提案

与社情民意”召开座谈会。邀请区委党

校教师为委员们解读区“十二五”规划纲

要。关注青年就业问题，与庙行镇、团区

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智园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大学、宝山职校

联合举办企业参观宣讲招聘活动。在区

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经济发

展”专题视察。组织委员到云南学习

考察。

■教育委员会　开展对口协商，邀请区
教育局通报教育工作情况和教育体制改

革发展情况，并议政建言。与人口资源

环境建设委员会、文化卫生体育建设委

员会联合举办“全民健身与健康管理”

专题讲座。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

参与组织“民生工程”专题视察。组织

委员到吉林、黑龙江学习考察。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就“全民健身
建设”主题，与区体育局开展对口协商，

并视察罗泾镇百姓健康设施。与人口资

源环境建设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联合举

办“全民健身与健康管理”专题讲座。

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民

生工程”专题视察。与农工党区委在区

公安分局举行“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健

康讲座暨“家庭医生”合作项目签约仪

式。具 体 承 办 “共 和 国 将 军 心 向

党”———百名将军书画宝山巡展。组织

委员到浙江宁海、湖南考察文化建设

情况。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在区政协
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滨江开发”

专题视察。组织委员到宝山寺、长兴岛

青草沙水库、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长江河口科技馆参观学习，到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伊春市考察少数民族文化建

设情况。 （钱帼婷）

　

２８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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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个，党员２０４人，长期联
系１人，其中处级干部５人，市人大代表
１人，区政协常委２人、委员１３人，区人
大常委１人。年内发展党员１０人，去世
１人，外地区转入２人，转出２人。６月
２１日，选举产生民革宝山区第六届委员
会，赵学勇当选为主委，陆军、李强当选

为副主委；新一届区委领导班子的１１名
委员，８０％以上是大学本科学历，其中
硕士１人，平均年龄４５岁。

加强理论学习。１１月 ４日 ～５日，
民革区委与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

“民革区委２０１１年骨干学习班”，民革区
委委员、各专委会主任、各支部负责人

３０余人参加培训。培训班邀请市政协
巡视员朱希尹作“如何做好参政议政及

社情民意”的专题辅导报告。开展“学

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

组织民革党员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

参政议政。在宝山区政协六届六次

会议上，民革区委提交个人提案１６件，
集体提案２件，其中“缅怀辛亥革命史，
珍存辛亥遗产链”的提案受到市政协常

委的重视，提交上海市两会，并在市政协

机关报《联合时报》头版上刊登处理落

实情况。

开展纪念“辛亥百年”活动。民革

区委开展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五个
一活动”，即：一次演出、一次画展、一次

报告会、一次座谈会、一部纪录片。９月
１６日，民革市委、区政协、区委统战部、
民革区委在宝山文化馆联合举办“纪念

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文艺专场演出”。民
革区委同舟合唱团受邀参加由民革市委

和上海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潮声浩

荡”诗文朗诵会。９月２０日，由区政协、
区委统战部、民革区委联合主办，上海宝

山逸仙国画院承办的“滨江统战情系列

活动—宝山各界人士迎国庆暨纪念辛亥

革命 １００周年名人书画展”开展，展出
７０余幅作品。９月２２日，由区政协、区
委统战部、民革区委联合举办辛亥百年

大型报告会，邀请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

学图书馆馆长、民革成员葛剑雄教授作

《辛亥革命与近代上海》的主题报告。

１０月９日，民革区委组织召开纪念辛亥
百年专题座谈会。由民革市委、宝山区

委及宝山区电视台联合制作描述上海在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

《四方风动》专题片，片长约５０分钟，于
９月底摄制完成，并于１１月２日举行首
发式。

加强组织建设。年内推荐党员许祥

龙、孙参加民革市委第二十八期中青

骨干培训班，推荐党员何方参加宝山区

青年联合会。根据区委统战部要求，推

荐８名党员为宝山区党外后备干部推荐
人选。建立健全各专委会工作制度，推

进专委会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建设。

开展社会服务。民革区委从“社会

服务，借势借力，创造亮点，体现特色”四

个方面入手，坚持做好祖统委和老年妇

女委工作。老龄妇女专委会策划“三

八”妇女节茶话会、敬老节座谈会等活

动。在２０１０年由区委统战部创意建成
民革宝山区委与区台侨办的“对口联

系”平台，活动逐渐拓展，３月 １４日，邀
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周忠菲作《ＥＣＦＡ签订后两岸关
系》的台情形势报告会。以纪念辛亥百

年和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为契机，支持

党员做好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和对台宣传

工作。参与民革市委主办的各类活动，

为民革市委的《祖统通讯》投稿多篇。

参加市委统战部和区社会主义学院举办

的纪念辛亥百年征文活动，获优秀奖和

组织奖。

各支部在开展“特色支部”创建活

动基础上，继续推进支部工作规范化、制

度化建设。各支部结合“观故居，走多党

合作道路”主题活动，开展特色学习活

动。一支部、六支部到金山南社和朱学

范故居参观学习；二支部到辰山植物园

和蔡元培故居参观学习，并与李金居委

开展共建活动；三支部与张庙街道开展

共建活动，举办“纪念辛亥红歌唱响和谐

演唱会”；四支部到崇明岛开展同心同行

主题活动，与龙泉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帮

困活动，并与共和家园支部开展共建活

动；五支部和区帮教协会开展共建活动；

宝钢支部到金山南社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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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２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盟
员有２５５人，占９７３％；离退休人员１１０
人，占４２％。年内发展盟员６人，转出盟
员１人，去世盟员５人。７月１３日，民盟
区委召开民盟宝山区第六次盟员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由１３人组成的民盟宝山区
第六届委员会；在民盟宝山区六届一次

全会上，选举李原为民盟宝山区第六届

委员会主任委员，蔡永平、钟国定、张蕾

为副主任委员；任命张蕾为秘书长。１１
月１７日，召开民盟宝山区六届二次会
议，进行届中调整，选举蔡永平为主任

委员。

积极参政议政。市人大代表蔡永平

在市人大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提交《关于

共和新路高架向北延伸至 Ｇ１５０１的建
议》的书面意见。区“两会”期间，民盟

区委提交集体提案２件，盟内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共提交书面意见３件、提案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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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市人大副主任、民盟市委主委郑惠强参加民盟宝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摄影／浦志根

件。在区政协六届六次全会上，蒋勤芳

代表民盟区委作题为《“十二五”期间，

我区人口问题的建议》的大会发言。在

区政协优秀提案表彰会上，民盟区委集

体提案《养老服务若干问题的思考与建

议》、委员倪华跃个人提案《在新滨江带

建设青少年科技活动基地的建议》被评

为区政协２０１０年度优秀提案。年内，盟
员中有８人被聘为区政风、行风、纠风等
特约监督员，其中蔡永平被市人民检察

院聘为特约检查员。５月，在民盟中央
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立７０周年表彰会
上，民盟区委被民盟中央授予“纪念中国

民主同盟成立７０周年先进集体”称号，
方兆海被民盟中央授予“先进个人”称

号。在民盟上海市委组织的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和民主同盟建盟７０周年知
识竞赛中，民盟区委获团体三等奖。张

蕾、杨广林、丁杰冲、刘宗荫被民盟市委

授予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立７０周年暨
民盟上海地方组织建立６５周年“盟务工
作先进个人”称号。在民盟市委“同心

同行，携手共进”和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

举办的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征文活动中，收
到盟员征文１５篇。

加强自身建设。组织学习胡锦涛总

书记提出的“同心”思想。开展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中国民主同盟成
立７０周年、上海民盟组织建立６５周年
系列活动。４月１日，召开全国“两会”
精神传达报告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民

盟市委副主委吉永华传达全国政协十一

届四次会议精神。７月１５日，与中共宝
山区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统战系统学习

报告会”，邀请民盟中央委员、上海社会

科学院教授马驰作《改革与发展的动

力》的主题报告。８月１１日 ～１２日，民
盟区委班子成员参加由中共宝山区委统

战部举办的“宝山区党外代表人士培训

班”。１０月２０日～２１日，与区社会主义
学院联合举办“民盟宝山区委骨干培训

班”。１２月６日，民盟上海市委主委郑
惠强一行到宝山看望慰问民盟挂职干

部、在区信息化委员会挂职副主任的上

海大学教授刘书朋。

开展社会服务。在“三五”学雷锋

活动中，医疗卫生志愿者为杨行镇社区

居民提供医疗咨询服务。８月１７日，医
卫支部盟员为区文广影视局职工举办

《医学知识与保健》讲座。１１月３日，民
盟区委联合民盟上海文广影视集团委员

会的盟员艺术家前往罗店镇美兰金苑养

老院，举行“浓浓敬老情，温馨一家人”

的文艺演出，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

刚应邀出席。

１月２５日，民盟区委与对口联系单
位区文广影视局在区文化馆共同举办

“２０１１年迎春联谊会”。在“三八”妇女
节期间，组织盟内女盟员到顾村公园赏

樱、参观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在

敬老节期间，盟内医卫界专家为退休支

部老同志举行《老年健康与保健知识》

讲座。９月２８日，组织盟员参加由民盟
上海市委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陶行知

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大会”。１０月１８日，
组织盟员参加由民盟上海市委在上海滨

海古园举行的“辛亥革命先驱、民盟卓越

领导人张澜铜像揭幕暨中国民主同盟

（上海）传统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全年编发《宝山盟讯》４期，《建党
９０周年、民盟成立７０周年》征文专刊１
期。开展“夏送凉、冬送暖”慰问活动。

年末，为民盟区委骨干、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征订《群言》、《中央盟讯》、《中国

统一战线》、《团结报》报刊杂志，为离退

休的老盟员征订《报刊文摘》。（张　蕾）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
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建宝山区委）有

下属基层组织 ７个支部，在册会员 ２０８
人，挂靠会员 ３人，其中中高级职称 ９８
人，大学、大专以上学历占８８％，年内新
发展会员１８名。民建会员吉伟、许金勇
获“民建上海市委２０１０年优秀会员”称
号。民建宝山市区支部会员梁长玉当选

为西江千户苗寨荣誉村民。６月１４日，
民建全国社会服务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

举行，民建宝山区委委员许金勇、郑雷飞

被评为民建全国社会服务先进个人。

民建宝山区委加强自身建设，结合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和辛亥革命１００
周年纪念活动，开展会史和优良传统教

育，学习研究《民建中央关于新形势下进

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组织班子成

员交流学习体会，重点做好基层支部换

届改选工作。开展“弘扬民建优良传统，

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

３月１１日，民建宝山区委召开主委办公
会议，决定成立民建宝山区委学习宣传

工作委员会，并审议《民建宝山区委学习

宣传工作委员会工作简则》，确定有关成

员人选；结合《民建上海市委２０１１年工
作要点》提出年度工作纲要；决定在基层

组织学习《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传承

民建优良传统，开展“树立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同心、同行’主题学习

教育”活动，并组织到重庆拜谒中国民主

建国会诞生地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

厦，瞻仰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碑，参

观重庆特园，了解中国民主运动和中国

民主建国会的发展历史。６月３０日，民
建宝山区委举行新会员入会仪式，民建

宝山区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卢畋宣读７名
会员的入会批复文件，民建宝山区委主

委陈向峰致欢迎辞并向新入会会员颁发

会员证。１１月１８日 ～２０日，民建宝山
区委与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民建

宝山区委骨干培训班”。开展参政议政，

在区政协六届六次全会期间，提交大会

发言１件，集体提案３件，委员个人提案

４８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６件，其中集体提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过程中对非公经营体的思考》、《加大财

政专项资金扶持，打造产业新高地》等备

受社会各界关注。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主委周汉民参加民建宝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摄影／浦志根

加强组织建设，推进基层支部建设，

完成换届选举工作。３月２４日，民建宝
山区委班子成员瞻仰重庆渝中区较场口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纪念碑，参观“民主

之家———重庆特园中国民主建国会展

区”，接受会史教育。５月 ５日，民建宝
山区委召开区委扩大会议讨论换届工作

实施方案。５月中旬，民建区委机关综
合支部、宝山支部、市区支部、工业支部、

罗店支部分别召开支部组织会议，传达

有关区委换届有关文件精神，选举产生

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推荐产生（第

一轮）区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５月
３１日，民建宝山区委召开区委（扩大）会
议，讨论产生区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第二轮），并上报民建宝山区委六届换

届工作领导小组。６月３０日，民建宝山
区委召开六届二十一次（扩大）会议，审

议通过民建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

告、大会筹备工作报告，讨论通过第七届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７月１４日，中
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第七次代表

大会召开，会议听取第六届委员会主委

陈向峰所作的民建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建宝山区第七届

委员会。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市委主

委周汉民，中共宝山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周德勋到会祝贺并讲话。在民建宝山区

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向峰当

选为主任委员，龙婷、卢畋、许金勇当选

为副主任委员，任命卢畋为区委秘书长。

组织各项活动。１月 ８日，组织退
休会员在曙光医院宝山分院体检中心进

行免费体检，共有 ３３人参加。１月 ２２
日，举行“民建宝山区委２０１１年迎春团
拜会”。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吴景平以

及民建市委机关干部３０余人应邀出席。
２月２３日，在会员企业上海钢之杰建筑
产品有限公司接待民建上海市委宣传部

部长唐祖潮一行到宝山调研。３月 １８
日，举行“民建宝山区委学习宣传工作委

员会成立仪式暨宣传工作辅导”活动。

民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唐祖潮就民建

宝山区委学习宣传工作委员会成立致词

并作宣传工作的辅导报告，有２２人出席
活动。５月６日～７日，民建区委吴淞支
部到锦溪怡乐园举行支部组织生活暨外

出学习考察活动。８月２０日，民建宝山
区委与民建上海金融工委举行“形势和

投资”座谈交流会。１０月１０日，民建工
业支部与新会员支部召开支部组织会

议。１０月２９日，民建吴淞支部召开支部
组织会议。

开展社会服务。４月２３日，民建宝
山区委吴淞支部与上海复美康泰大药房

联合举行义诊咨询活动，共接待问诊者

８０余人次。５月，民建会员企业上海华
之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市

区支部会员梁长玉领衔发起“爱心助苗

工程系列活动———苗族少年看上海”活

动，并提供资助。６月 ２５日，民建上海
市委与宝山区委联合举办《纪念中国共

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上海民建专家走
进罗店为民服务》大型社会咨询活动。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

建市委主委周汉民与民建市委常务副主

委兼秘书长徐钧健，中共宝山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周德勋等到活动现场，慰问

参与现场咨询服务活动的专家、工作人

员等志愿者。民建市委组织的４０名专
家义务为８００余名市民提供经济、法律、
医疗方面的咨询服务。７月～８月，民建
宝山区委领导走访慰问老会员，并送上

慰问品和慰问金。 （卢　畋）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
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进宝山区委）有

支部１７个，会员２７９名，其中具有中高
级职称 １３７人，占 ４９％；退休会员 １０７
人，占３８４％；年内发展新会员１３人。６
月２８日，民进宝山区委召开第六次会员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１１名委员组成的

新一届区委。蒋碧艳当选区委主委，喻

碧波、王开泰当选副主委。同年，在区人

大、政协换届过程中，有１７名会员被推
荐为区政协委员，５名会员被选举为区
人大代表。

年内，民进宝山区委广泛收集社情

民意，共计收到各类信息１００条，向民进
市委和区政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４０余
条，被报送至市政协２０余条，其中会员
倪晓茹撰写的社情民意《关于应强制发

放高温津贴的建议》被《联合时报》登

载。在区“两会”期间，民进宝山区委共

向区政协提交集体提案４件，个人提案
和书面意见１７件。民进宝山区委获区
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一

等奖，奚雪明获先进个人一等奖；民进宝

山区委在２０１０年区政协大会上的发言
《加强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努力创建学习

型城区》获优秀提案。民进宝山区委获

民进上海市委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

倪晓茹获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民进宝山区委全面开展学习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组织开展

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胡锦涛“七

一”讲话精神、以及“十二五规划”的学

习活动，组织发动会员参加民进中央举

办的《十二五规划学习纲要》有奖征答，

累计参加１００余人次。邀请民进市委专
职副主委陈强努为骨干会员做“落实同

心同行要求，传承民进传统”的专题讲

座，先后３次组织支部会员、新会员和区
委委员前往民进成立旧址参观；组织开

展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活动及中共宝
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理论学习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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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骨干会员培训班，编辑出版《宝山民

进》４期。民进宝山区委获民进市委
２０１１年度宣传报道先进集体，专职干部
崔晋被评为区统战系统信息宣传先进个

人和民进上海市委宣传报道先进个人，

会员倪晓茹撰写的《五年参政路》分别

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我这五年”征

文佳作奖和市委统战部“我这五年”征

文三等奖。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２日，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市委主委蔡威参加农工党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
摄影／浦志根

民进宝山区委成立青年专委会、参

政议政专委会、社会服务专委会、文体专

委会和经济专委会５个专委会，汇聚一
批有特长、有热情的会员直接参与区委

活动。制定并通过《民进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工作制度》、《民进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各专委会工作制度》、《民进上海

市宝山区委员会支部工作制度》等工作

制度，形成区委工作、专委会工作、支部

工作的总结交流和反馈机制。组织女会

员赴辰山植物园参观考察，骨干会员赴

诸暨考察民营企业等活动。利用重点中

学支部联合与复旦大学邯郸支部对口联

谊平台，牵头在宝山区３所市级实验性
示范性高中落成“创新教育实验基地”。

密切与民进市委教学专家联系，召开“上

海市教委教研室教学协作联盟和民进市

教委机关及直属单位联合支部教学专家

宝山行工作站２０１１年年会暨中美教育
四方五人谈活动”，开展素质教育探讨。

做好爱心助学工作，为共建单位吴淞街

道４名受助学生捐款 ４千元及学习用
品；组织有关专业人士设摊开展医疗、法

律、教育等咨询活动。开展社会服务理

论研究工作，专职干部崔晋撰写的《民主

党派开展社会服务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文获民进中央“民主党派与社会服

务”征文活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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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农工党宝山区委）有

支部１１个，党员２８３人，其中具有高级职
称１２０人，处级干部３人；年内发展党员
１２人，平均年龄４１岁，其中研究生３人，
大学学历９人（占７５％），中、高级职称１１
人（占 ９１７％）；文化、教育界党员占
８３％；医卫界占 ７５％；经济、科技界占
１６７％；外地转入党员２人，转出２人，去
世２人。党员中有区人大代表２人，其中
１人任人大常委；有区政协委员１３人，其
中１名政协副主席，１名政协常委。有２
人参加农工党市委的中青年骨干培训班。

由农工党上海市委推荐的第三批挂

职干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人文学院新

闻系副主任、博士、副教授王学成，挂职

宝山区文广局副局长，挂职一年锻炼。

年内完成区委换届。７月１２日，农工党
宝山区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区政府第

一会议室召开，选举产生第七届农工党

区委委员。这次换届农工党区委班子调

整比例为 ５０％，平均年龄由原来的
４９０９岁下降到４６３６岁。

在区人大六届八次会议和区政协六

届六次会议上，农工党宝山区委共递交

集体提案 ３件，政协委员个人提案 ２９
件。集体提案《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的建议》及《加强老年人事业发展的建

议》被列为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政协重点提

案。秘书长陆伟群代表农工党区委及区

政协文卫体委员会作题为《建立城市管

理联动合作新机制，提高世博后城市综

合管理水平》的政协大会发言。在区政

协六届六次会议上，区委获２０１０年度宝
山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

体三等奖；区委副主委钟勤撰写的《倡导

低碳生活，推进公交出行的建议》获

２０１０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称号，并
获区政协“当好世博东道主”主题活动

先进个人称号。区委副主委徐黎黎在市

人大十三届四次会议上递交《关于加快

海丰农场光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

建设资金到位的建议》的书面意见。区

政协常委马菁雯撰写的“关注妇女的生

殖健康的建议”、委员陆伟群撰写的“关

于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被全国政协采纳；

政协委员方麒林的社情民意“保障居委

会工作人员待遇的建议”、陆伟群撰写的

“建议修缮临江公园内的姚子青营抗日

牺牲处”、“关于增加旅游专线车的建

议”被《联合时报》采用；委员赵柏良撰

写的“延伸９５路上钢一厂终点站至淞南
小区的建议”及陆伟群撰写的“关于取

消固定电话月租费的建议”、党员胡仁英

撰写的社情民意“关于医保费用的合理

调配”被区政协、农工党市委采纳并转送

市有关部门。１０月１３日，区委与中共宝
山区卫生局党委召开对口联系座谈会，

交流宝山卫生事业的改革发展、对口联

系工作及“两会”有关议题。配合农工

党市委的调研课题“对本市临终关怀事

业认知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及“关于本

市中小学师资均衡情况调查情况”进行

问卷调查。１２月２日、２３日，农工党区
委召开参政议政工作会议及提案工作会

议，邀请区政协提案委副主任奚雪明作

参政议政辅导，并讨论区两会提案及大

会发言。

年内组织各支部党员学习中共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和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纪念活
动。２月１０日，作为农工党市委推荐的
两个区县代表之一，参加中共上海市委

统战部举行的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活动阶段性总结交流大会。６
月２１日，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９０
周年座谈会。９月 ８日，与友谊路街道
联合举办纪念辛亥革命 １００周年书画
展，区委副主委马菁雯的十字绣作品“沁

园春·雪”、“爱莲说”及教育支部老党

员张积杰的书法作品等参加展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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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老同志参加友谊路街道举办的纪念

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统战人士专场宣讲活
动。９月２３日、２４日，农工党区委与区
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同心同行”党

员骨干培训班，邀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

院长、农工党市委副主委姚俭建作“增进

政治共识、同心同德共铸辉煌”的辅导报

告，组织观看《农工党史》纪录片，老党

员周之英谈如何做一个有心人撰写社情

民意、积极参政议政的体会；赴农工党党

史教育基地南通季方史料陈列馆、江苏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南通博物苑参观

考察。

农工党宝山区委组织开展医疗咨询活动 农工党宝山区委／提供
开展社区共建，年内与友谊路（社

区）街道开展“八个一”活动：举办一场

广场医疗咨询服务活动，开展一次送医

上门活动，组织一次敬老温暖活动，举办

一场健康知识讲座，开展一次社区志愿

服务活动，举办一场纪念中共建党９０周
年主题文化交流展示活动，组织一次“观

红色电影，忆建党伟业”活动，召开一次

共建工作座谈会。７月 ４日，农工党区
委与区政协联合开通民警就医“绿色通

道”，在宝山公安分局大礼堂举行“快乐

工作，幸福生活”健康讲座暨“家庭医

生”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邀请全国政协

常委、原上海市副市长、原农工党中央副

主席、原农工党上海市委主委左焕琛为

３００余名宝山公安民警作“探索人体奥
秘，追求健康人生”讲座。１１月 １５日、
２９日，邀请曙光医院及曙光医院宝山分
院中医专家在宝山公安分局开展“‘快

乐工作，幸福生活’秋冬养生中医保健诊

疗”活动，为２００余名公安干警提供中医
保健咨询服务。

到云南贫困山区进行爱心传递慈善

支教活动。６月１９日～２３日，农工党大
场支部主任陈明带领来自中、美、韩等国

家高中生一行１６人组成“萤火虫爱心传
递者”团队，到云南贫困山区曲靖陆良县

马街镇黄官营小学进行爱心传递慈善支

教活动。陈明代表“萤火虫爱心传递

者”向黄官营小学捐赠人民币１３０００元，
用于困难学生奖助学金的发放。７月，
交大三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朱家梁到香

格里拉人民医院指导工作。７月２７日，
农工党区委委员陈明一行前往原区委委

员吕忠义所住的浦东新区社会福利院开

展感恩行动，并向吕忠义送上慰问金。

组织开展义务医疗活动。结合“３５
学雷锋”，农工党宝山区委组织中高级医

务人员到文化广场举行医疗咨询。１０
月２０日，市一宝山分院消化科主任、农

工党吴中心支部副主任黄玉伟举办“消

化道肿瘤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健康知识

讲座并解答市民的现场咨询。１２月 ８
日，农工党区委主委罗文杰带领部分委

员及大场支部部分党员到松江华阳敬老

院，给老人们送去包括内科、外科、妇科、

中医科、骨科、五官科、口腔科等各科医

疗咨询及测血压等服务。各支部开展社

会服务活动。敬老节，宝中心支部到宝

林四村敬老院为老人们检查身体、义务

咨询，进行健康指导及心理疏导，并给每

一位老人送上一份精心准备的小礼物。

仁和医院支部在春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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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送上节日礼品。宝钢

支部参加宝钢四村“学雷锋，庆三八”大

型为民服务活动。老党员任佩珊到友谊

路街道宝林四村敬老院，将自己编织的

５０双毛线袜赠送给老人。大场支部党
员赴宝山大华社区重要路口，举行“文明

在我脚下———保护生命、安全出行”宣讲

活动，并协助交通协管员维持交通。

９月９日，农工党宝山区委组织教
师党员、离退休党员、历届区委委员近

１００人赴宝山寺参加庆祝教师节、中秋
节、国庆节、敬老节活动，并组织观看电

影《铁血丹心———邓演达》。年内与区

委统战部、台侨办和友谊路街道统战科、

侨联分会，看望慰问社区归国华侨裘良

正、美籍华人王幼兰夫妇。开展春节及

高温期间的走访慰问活动，关心困难及

生病住院的党员。

９月２８日、２９日，农工党宝山区委
主委罗文杰作为农工党市委推荐的３个
先进区县（宝山、徐汇、虹口）代表参加

在哈尔滨召开的农工党全国宣传工作会

议，宝山区委在会上获“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活动先进市级组织”称号。

在农工党上海市委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

党建党９０周年、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征文
活动中，区委共递交征文１８篇，获优秀
组织奖，部分文章在《农工沪讯》、《宝山

统战》上刊载，其中综合支部周之英的

“从我亲身经历看统一战线”获二等奖；

宝钢支部王克绍的“发扬我党优良传统，

为多党合作作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

诞生九十周年”、傅世琪的“光辉的历

程———庆祝建党９０华诞”、宝中心支部
吴晨的“观谍海风云，忆党史艰辛”、教

育支部凌亿达的“一个党员，一面旗帜”

获三等奖。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举行

的２０１１年“滨江统战情”———“同心同
行”各界人士庆祝中共建党９０周年演讲
大赛上，农工党宝中心支部委员吴晨作

题为《观谍海风云，忆党史艰辛》的演讲

并获三等奖。

３月７日，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
及区社会主义学院召开的统战理论调研

和信息宣传工作会上，农工党宝山区委获

２０１０年统战理论研究优秀组织单位，并
有６篇文章获奖，其中，区委主委陆豪撰
写的《继承发扬传统，践行核心价值》获

一等奖；挂职干部陈良撰写的《宝山区外

来人员就医行为、需求及对策研究》，区

委委员马菁雯撰写的《加强精神疾病综

合防治，推进宝山卫生事业发展》，秘书

长陆伟群撰写的《情系社区尽责任———

农工党宝山区委开展服务世博系列活

动》、《传承前辈风范，加强自身建设》，交

大三院支部主任陈继源撰写的《爱国、民

主、求实、奉献———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感》等５篇文章获三等奖。在
“滨江统战情”系列主题活动之“精彩世

博，缤纷生活”摄影征文大赛中，区委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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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仁和医院支部新党员张斌

的摄影作品《午餐》获摄影组二等奖；交

大三院支部主任陈继源撰写的《世博的

颜色》获征文组三等奖。区委获２０１０年
宝山区统战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区委秘

书长陆伟群获２０１０年度《农工沪讯》优
秀通讯员称号。大场支部主任陈明获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区委委员田小艳撰写的“浅谈上海吴淞

口古长堤的文化内涵与开发利用的思

考”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举办的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优秀论文特等奖，并刊登在《盛世华章与

和谐中国》第三卷上。 （陆伟群）

２０１１年７月７日，九三学社宝山区第六次社员代表大会召开 摄影／沈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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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个（即学习
宣传、参政议政、社会服务、老年妇女、青

年科技和组织发展，其中组织发展是换

届后成立的专委会），社员３１５人，其中
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社员 ３０４人，占
９６５％，离退休社员 １４０人，占 ４４４％；
年内发展社员１５人，转入社员１人，转
出社员３人，去世社员４人。在区政协
六届六次会议上，委员黄钢祥代表社区

委作《拓展宝山邮轮经济产业链的建

议》的大会发言，社区委提交集体提案

《关于拓展宝山邮轮经济产业链的建

议》和《进一步推进体教结合工作的建

议》。在区两会上，社区委的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共提交个人提案１７件，书面意
见３件。黄钢祥的提案《加强宝山住宅
消防设施定期检查》被评为区政协２０１１
年度优秀提案，社区委获反映社情民意

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黄钢祥获先进个

人二等奖。在社市委 ２０１１年参政议政
表彰会上，社区委完成的课题《在基础教

育中推进体教结合，促进学生智体发展

的建议》获社市委２０１０年参政议政工作
三等奖，社区委的参政议政信息工作获

社市委２０１０年信息集体二等奖，沈勇民
获２０１０年社市委信息工作个人二等奖。
２０１１年，社区委申报的课题《完善社区
科普体系建设，推进科技资源科普化》被

社市委列为重点课题，由社区委与上海

大学委员会共同承接，此课题被社市委

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２０１２年在市政
协大会上的大会发言。年内，社区委有

４０余条信息被社市委录用，其中４条被
市政协录用；有 ４９条信息被区政协录
用，其中７条被市政协录用，２条报全国
政协，１条被全国政协录用；有１０条信
息被《联合时报》采用。

４月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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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

员会精神，形成《关于２０１１年社区委换
届工作的会议纪要》和换届实施方案初

稿。４月２２日，召开社区委扩大会议，
传达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关于换届工作

的会议精神，讨论通过《社区委关于

２０１１年社区委组织换届工作的实施方
案》和２３人的新一届社区委委员候选人
建议名单，并成立换届领导小组，下设换

届工作小组。５月 ５日，换届领导小组
召开会议，对各支社上报的社区委初步

候选人名单进行汇总，提出建议候选人

“一下”名单；社区委召开五届三十三次

（扩大）会议进行协商讨论，确定将修改

后的建议名单下发各支社，进行第二轮

酝酿商讨。５月１６日，社区委联合区社
会主义学院举办“继承发扬九三学社优

良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培训，请社市委社会服务部部长李国钧

作报告，８个支社并分组就候选人的“一
下”名单进行讨论，产生各支社的“二

上”名单。社区委换届领导小组召开会

议，对名单进行讨论，确定新一届社区委

的１３名正式候选人名单。６月１６日，召
开五届三十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本届

社区委的五年工作报告，并落实社员代

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完善换届代表

大会会议手册。７月 ７日，社区委召开
第六次社员代表大会，社市委专职副主

委周锋及中共宝山区委、区人大、区政

府、区政协有关领导应邀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议审议通过社区委第五届委员会

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社区委第六届委员

会１３名委员，通过社区委第六次代表大
会决议。８月１１日、１２日，社区委新一
届委员参加宝山区党外代表人士培训

班。９月１日，社区委举办换届后的第
一次社庆活动。

年内，社区委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开展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
年、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征文活动，提交征
文１４篇。秦景香的征文《党旗下我成
长》被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风雨同舟》

等采用，并被收录到上海统一战线《与党

同心同行》优秀征文集《激情颂歌》中；

徐静琳的征文《６０年的感悟》被收录到
上海统一战线《与共和国同行》优秀征

文集《激情如歌》中。１月２５日，召开社
区委、区科委和中共淞南镇党委的三方

共建座谈会。１月２７日，社区委主委徐
静琳等一行前往社区委第一、二届主委

王德仁家开展感恩行动。３月 ２日，社
区委联合淞南九村一居委、大众出租分

公司爱心班组和浦东边检等在淞南振新

花园开展学雷锋活动，提供医疗和法律

咨询，接待咨询者１００余人次。３月 ３０
日，社区委联合区科委和中共淞南镇党

委在淞南镇文化中心举办“科普讲坛”

报告会，邀请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强场激

光物理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李向东博士

结合日本“３·１１”大地震作《核爆炸与
核泄漏你知多少》专题报告。４月 ２８
日，社区委组织老年和妇女社员开展学

习考察活动，参观卫斯嘉闻道园、宝山寺

和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５月 ２３
日，社区委社员参加区科委牵头的“科技

创造美好生活”２０１１年宝山科技节活
动，由民建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张兆安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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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创新与发展论坛举行 摄影／浦志根

作近期国内和上海经济热点及经济发展

趋势的报告；５月２６日，参加宝山科技
节“院士讲坛”活动，由中科院院士、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

研究所研究组组长、博士生导师、九三社

员王恩多院士作“走进生命科学———解

读蛋白质与核酸”专题科普报告。５月
２８日、２９日，社区委组织支社委员以上
干部、后备干部和共建单位人员前往泰

州学习考察。６月 １０日，社市委举办
《科苑掇英———九三学社上海市委院士

专家科普文集》首发式，副市长、社市委

主委赵雯为此书揭幕，《科技掇英》收录

九三学社１６位院士和６０位专家的科普
文章，社区委吴英彦的《神奇的钛合金》

收录其中。６月１０日，市老龄委组织２５
名上海———新疆第九期“银龄行动”志愿

者启程赴新疆喀什四县开展为期２个月
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社区委退休社员张桉

和吕纯渠再次参加“银龄行动”。６月２４
日，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举办２０１１年“滨
江统战情”———“同心同行”各界人士庆

祝建党９０周年演讲大赛，社员李元著以
他的亲身经历作《在清华园里迎解放》演

讲。７月２５日，社区委召开六届二次（扩
大）会议，学习胡锦涛“七一讲话”，讨论

通过新一届委员和秘书长分工，确定新一

届６个专委会召集人等。８月份，社区委
各专委会召开会议，讨论组建换届后的新

一届专委会。８月２０日，社区委组织新
老委员赴福州学习考察，并召开社区委

六届三次（扩大）会议，讨论产生６个专
委会领导班子人选及今后工作，３个参
政议政申报课题，３名新社员发展等。９
月２７日，社区委老年妇女专委会组织重
阳节活动，请社员杜培宜医生为老年社

员作《科学生活关注健康》讲座。１０月
１３日，社区委参政议政专委会举办参政
议政培训班，请区政协提案委副主任奚

雪明作“如何写提案和社情民意”的讲

座，３０余名社员参加培训并提交 １０余
条社情民意。１０月１８日，社区委召开六
届四次（扩大）会议，学习胡锦涛在纪念

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额
选举产生社市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９名
代表，并对参政议政课题进行讨论。１２
月１日，社区委联合上大委、区科委和淞
南镇政府联合举办“宝山现代服务业集

群的创新与发展论坛”，《联合时报》、

《上海科技报》、《上海商报》、上海统战

网、社市委网站和宝山电视台、《宝山

报》、宝山区政府网站等媒体对论坛作了

报道。１２月１３日，社区委召开六届五次

（扩大）会议，对社区委２０１１年工作进行
总结，并听取社员对新一届社区委工作

的建议和２０１２年工作设想。同日，社区
委在红露园大酒店举办迎新年团拜会，

有关部门领导和１６０余名社员出席团拜
会。１２月２９日，社区委召开新一届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会，就如何做好参

政议政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社区委和社员获多项奖项。３月７
日，在区统战理论调研和信息宣传工作

表彰会上，社区委获２０１０年区统战理论
调研和信息宣传工作先进集体，获“精彩

世博缤纷生活”征文优秀奖，摄影三等

奖，沈勇民获统战理论论文二等奖，徐静

琳和林琳获三等奖。３月３０日，主委徐
静琳应邀出席为纪念澳门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颁布１８周年在澳门世界贸易中心
举行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与澳门特区

的发展”研讨会，并作题为《试论国家管

辖豁免权在港澳特区的适用———兼评香

港法院的刚果（金）案有关争议》的主题

发言。１２月１５日，在社市委宣传工作表
彰会上，社区委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征文活动优秀组织一等奖”、“社
史社章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沈勇民获

“表扬通讯员奖”。年内，社员贾旭获全

国电工钢学会学术年会论文优秀奖和宝

钢科技论文三等奖，社员郭丽丽获上海

市育才奖，社员林琳获“宝山区三八红旗

手”称号，社员全先国获“宝山区优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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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党员４５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
称的党员 ４１人，占 ９１１％；退休党员 ４
人，占８８９％；年内发展新党员４人。按
照《致公党上海市委关于２０１１年区委及
直属组织换届工作的意见》及中共宝山

区委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宝山区委

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区级组织换届工作的
会议纪要》精神，从４月着手成立总支筹
备工作。６月２７日，中国致公党上海市
宝山区第二次党员大会暨中国致公党上

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召

开。大会听取并审议致公党宝山区第一

届支部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

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第一届总支部委员

会。在致公党宝山区第一届总支部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主委陈亚萍，

副主委华宜，委员赵婕、张浩。

积极参政议政。在区政协六届六次

会议上，共向区政协提交提案 ５件，其
中，集体提案４件，委员个人提案１件。
党员汪义生撰写的集体提案《建议将陈

伯吹作品改编成动漫、小品剧》被区政协

评为２０１０年度优秀提案。总支主委陈
亚萍反映的《对中小学校组织境外游学

活动加强监管的建议》被《联合时报》采

用；副主委华宜反映的《加强农村农业合

作社与街道社区标准化菜场之间合作的

建议》、委员赵婕反映的《加强对垃圾盛

放器具及运输工具清洁管理的建议》、委

员张浩反映的《切实执行高峰时段外地

牌照车辆禁行规定的建议》以及《整治

十字路口发放代开发票等名片现象的建

议》；支部委员兰轶东反映的《开放放学

后校园，增加就业岗位，为少年儿童创造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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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由的活动空间》、党员俞健波反映

的《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建

议》等被区政协《社情民意》刊物采用。

年内，总支配合市委完成《关于进一步完

善低收入群体相关政策的研究》调查问

卷２００余份。
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党员参加致公

党市委及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全

国“两会”精神传达会、学习报告会及各

类形势报告会等，使党员进一步提高把

握国情、市情、区情的能力。８月，致公
党总支委员参加由中共区委统战部举办

的宝山区党外代表人士培训班，学习统

一战线理论；９月，致公党总支与区社会
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第一期党员学习班，

通过听辅导报告、座谈交流、学习考察等

形式，使党员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总支

领导班子参加中共宝山区委双月座谈

会、情况通报会和谈心会，围绕区的中心

工作，就区“十二五”规划、换届人事安

排方案、《政府工作报告》，推动经济社

会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等重大事项坦诚

进言。总支重视对中青年党员的培养和

选拔工作，在建立后备干部人才库的同

时，通过多渠道积极推荐后备干部接受

锻炼。年内选送３名新任支部委员参加
致公党市委举办的“第１６期、第１７期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宝山区的“上海

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中，由致公

党市委选派的致公党员邓卫平挂职担任

宝山区科委副主任，其所在的致公党华

东理工大学委员会与总支就党务合作、

校企合作、信息互通等进行沟通与交流，

促进各自的党务建设，为推进致公党干

部队伍建设发挥作用。

开展组织活动。１月，结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全

体党员赴浙江萧山学习考察。３月，为
庆祝“三八”妇女节，组织女党员参加市

委举办的有关皮肤保健讲座。年内，总

支开展“贴近宝山，了解宝山”系列活

动。８月，组织党员参观宝山国际邮轮
码头、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９月，组织
党员参观罗泾公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洋桥村柴肠湾农业科技园和何家宅自然

村宅。１２月，在共建单位庙行镇牵头
下，带领党员参观上海婚礼中心、陈伯吹

实验幼儿园。各支部在完成总支布置的

各项工作前提下，突出自身特点和优势，

开展丰富多彩的组织生活。第一支部开

展“同心同行”主题活动，组织全体党员

赴中国馆参观 ２０１１毕加索画展。第二
支部在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之际，组织党

员到上海图书馆参观“回望百年，振兴中

华———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大型图
片展及宋庆龄故居。

开展社会服务。本着“小型多样、求

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原则，开展与庙行

镇的共建活动。２月，邀请致公党上海
市委秘书长、东方讲坛讲师凤懋伦为庙

行镇社区统战人士作《改革开放与爱国

统一战线的发展》专题讲座。５月，组织
党员参与致公党市委青委会联合杨浦区

委在杨浦区五角场万达广场举办的“致

公党上海市委爱心义卖”活动。６月，总
支党员积极参与市委在全市各级组织和

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向四川藏区小学生及

学龄前儿童捐献书籍及玩具，建立“致公

同心书屋”的献爱心活动以及在毕节地

区开展“联系贫困学生、结对帮扶送温

暖”活动。１２月，总支向共建单位庙行
镇社区图书馆捐赠书籍。

总支通过召开主委办公会议、总支

会议、总支（扩大）会议，制订《总支工作

制度》，成立 ２个支部及 ４个专项工作
组，明确支部委员及组员分工，完善评先

奖优工作制度，建立联络员以及组织发

展、党费缴纳等制度，使总支各项工作规

范化、制度化。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

举办的“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征文活动中，
党员从个人与组织相结合的角度，联系

自身工作实际，撰写学习心得体会。其

中多篇理论文章被《上海致公》杂志录

用。全年在《宝山统战》、《党派工作动

态》等各类刊物上发表稿件５０余篇。出
版《宝山致公》２期，及时寄送至每位党
员手中，发挥内部刊物的宣传阵地作用。

年内，总支主委陈亚萍被区政协评

为“当好世博东道主”主题活动先进个

人。党员汪义生被致公党中央评为

２０１１年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人及致公
党中央２０１０年度参政议政优秀成果奖。
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２０１１年
“滨江统战情”———“同心同行”各界人

士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演讲大赛上，由党员
申筱撰写、郑宇华演讲的《不朽的辉煌》

获优胜奖。在致公党市委举办的“重唱

经典、延承传统、再续辉煌”为主题的纪

念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歌咏比赛活
动中，致公党宝山区支部获三等奖及优

秀组织奖。 （洪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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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层商会 １４家（９家镇商会、３
家街道商会、２家工业园区商会）、行业

商会２家（钢结构商会、物流商会）和异
地商会２家（温州商会、萧山商会），企业
会员４４７５家，其中年内新成立宝山区工
业园区商会，新发展企业会员２５０户。８
家会员企业被评为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
（第十五届）上海市文明单位，３０家会员
企业被命名为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第十
五届）宝山区文明单位。上海东方泵业

（集团）有限公司被命名为上海市新经

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

点”，２家非公企业党支部获“两新”组
织、“五好”党组织称号，２名非公企业党
组织负责人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２名
企业家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２０１１
年，区工商联有４家民营企业进入全国
民营企业５００强，１１家企业跻身上海市
民营企业１００强；２家企业进入上海市民
营企业制造业５０强，１０家企业进入上海
市民营企业服务业 ５０强，１家企业获
２０１１年全国工商联科技创新企业奖。

完成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和“国务

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落实情况调研。全年共组织

各类培训６次，副区长朱永泉为民营企
业家作“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及本区‘十

二五’规划发展纲要”专题报告。区工

商联按照“十二五”发展规划，结合会员

企业产业特点，着力打造金融、资源等平

台建设，引导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发展，推

动银企合作、银商合作、商企合作、企业

联手，基本形成金融平台与合作平台立

体交叉网络。有序建立小额贷款公司、

担保公司，温州商会组织温州企业战略

重组整合工作；萧山商会成立转型升级

专项小组，组建新的投资公司支撑会员

企业转型升级；钢结构商会与国企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启动“国际钢创总部基

地”建设，“上海国际钢建筑创意中心”

按规划实施；各镇、街道、园区商会积极

创造环境，利用各开发区的政策优势、配

套功能，引导符合宝山区产业导向的民

营企业入区进园。继续开展老革命、老

党员、老模范与民营企业家结对帮扶的

“感恩行动”。区工商联获２０１１年上海
市光彩事业组织奖。

１月２４日，召开由区委、区政府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参加的民营企业家恳谈

会，协调解决一批民营企业重大项目建

设、转型升级现实问题；各行业商会、异

地商会开展与区有关部门的联络联系工

作，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技术

品牌、信息法律等方面的支持。３月２６
日，举办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惠民生、促就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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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百企千岗民营企业招聘会，共有１４８
家企业参加招聘会，提供岗位 ２４００余
个，有１８００多人与招聘企业初步达成用
工意向。４月２８日，承办第三届宝山区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

大会，２１名非公人士获第三届“上海市
宝山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１０月 ２９
日，以“电商时代”为主题的“第八届长

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召开。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季晓东，

代理区长汪泓致辞。全国各地钢铁商

会、国家有关行业组织领导、专家学者、

从事钢铁贸易的企业负责人共４００余人
出席论坛。《人民日报》、《解放日报》、

《文汇报》、《新民晚报》等１０余家主要
媒体对论坛进行报道。１１月 ８日，按
《区委办〈关于转发区委统战部关于工

商联（民间商会）２０１１年换届工作的意
见〉的通知》要求，区工商联召开第七次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执委会。

（沈剑峰）

工会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总工会辖有直
属工会４３家，基层工会２１３６个，涵盖单
位１３８２４家，职工３７６９５０人（其中女职
工１４５８１６人，农民工 １０９３２６人），会员
３４６０７６人（其中女会员１３５５７０人，农民
工９８４５６）。（１）围绕“十二五”开局起
步，开展职工建功立业活动。开展以“当

好科学发展主力军，打好创新转型攻坚

战”为主题的宝山区经适房供应管理工

作立功竞赛；开展宝山职工职业技能竞

赛活动，１３３名职工取得国家中级职业
资格证书，１６名职工取得国家高级职业
资格证书，５项比赛第一名均被授予“宝
山区技术能手”称号。与区安监局等部

门联合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全区参

赛企业４８７家，覆盖职工４８万人，比上
年增加７２１％；全区各级工会共组织开
展经济技术创新活动８０项，提出合理化
建议 ５４６３条，创造经济效益 ６３７７万
元。开展劳模先进事迹专题报道，集中

展示宝山劳模风采，全年共走访慰问劳

模２５４人次，送上慰问金３９２万元。五
一前夕，组织开展全国、市和区五一劳动

奖章（奖状）及工人先锋号推荐评选工

作。举办“宝山工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

立９０周年文艺汇演”活动。（２）坚持主
动、依法、科学维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加强区、街镇两级三方协调机制建设，开

展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共评选

出１２０家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健全劳
动关系预警调处、诉求表达、权益保障、

信息沟通机制，全区已建独立工会企业

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制率达到 ６０％。
坚持工会兼职仲裁员驻会办案制度，工

会仲裁员参与办案５３１件。与相关部门
联手妥善处理职工群体性事件２３起，基
本形成“预警、调解、协商”联动的劳动

关系调处机制。（３）解决职工“三最”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开展

“十送”实事工程。一送岗位：举办２０１１
年宝山工会“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

你我他”职介专场，２５６家企业提供６０００
多个岗位，８０００余人参加应聘，达成录
用意向１７１７人；区职工援助服务中心向
２３６家企业推荐上岗５３５人。二送温暖：
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困难职工１８７５
人，发放慰问金３０３７万元。三送保障：
全区职工参加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１７４
万人次，年度投保总额 １７４７７万元，给
付金额１０５０６万元；向 ２０００名职工送
“团体意外保障计划”，为近１０００名困难
女职工送“特种重病互助保障计划”；区

总工会补贴每人１０元推进非公民营企
业参保“在职住院保障计划”。四送健

康：为３０３３名困难职工办理市公惠医院
助医卡，为１８０８名女职工免费开展妇科
体检，开展职工食堂卫生检查。五送文

化：开展“百场电影进企业，流动影院进

工地”活动，送电影 １０５场，观看职工 ５
万余人次；年内新建职工书屋４７家，累
计共建职工书屋１７８家。六送清凉：夏
季高温期间，共投入资金４３２万元，慰问
２１万名职工。七送培训：举办培训班
１７９个，共培训７８６４人次。八送服务：加
强区、街镇两级职工援助服务网络建设，

开展“一门式”服务和“为老”服务，做好

职工参保、法律咨询等工作。九送法律：

举办职工学法讲座，发放《职工法律知识

手册》５０００册；聘请律师驻会为职工无
偿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十送连心

卡：全年向１万余名新会员送上连心卡，
累计向全区３３万余名会员送上工会连
心卡。（４）推进“两个普遍”（普遍建立
工会组织、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推

进工会组建、集体协商工作。召开双月

推进会，制发每月进度表，实现年内净增

建会企业２９５０家，净增工会会员２２９６７
人，全区单位建会率达到８６４％。对集
装箱运输行业工会组建进行调研，推进

集卡运输企业以块为主、联合建会。基

本形成“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持

续”的集体协商推进机制，主动开展“大

协商要约行动”，全年开展要约企业

４５００余家。建立专职指导员队伍，全区
有５５００家企业开展集体协商，工资集体
协商覆盖职工数１１７５万人。开展《上
海市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学习、宣传、

培训和知识竞赛工作，组织１３０００余名
职工参加《条例》网上知识竞赛。召开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会议，组织开展

区第九次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调研检

查，加大非公企业２＋Ｘ制度建设。（５）
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提高工会工作水平。

召开宝山工会创先争优工作推进会，明

确“凝心聚力助推转型，以人为本共建和

谐”的创先争优主题，以“一规范、两推

动、三服务”为载体，开展建功立业、“十

送”实事、建会建制、集体协商要约等四

大行动。开展工会干部“大培训”，坚持

举办年度大型工会报告会、季度专题讲

座和月度实务培训，年内培训 ３８７４人
次。坚持领导班子联系基层制度，开展

“深入基层、深入企业、走千听万”活动，

建立落实“两个普遍”分片联系、双月推

进、信息通报、考核激励制度，区总工会

主席室领导定向包干 １５个责任片区。
开展年度走访调研和集中座谈，形成调

研报告２０篇。

■开展“送温暖援助服务日”活动　１月
１３日，由区总工会主办，友谊路街道、区
工会职工援助服务中心协办的“心系职

工情，温暖进万家”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２０１１年元旦春节送温暖援助服务日活
动，在牡丹江路文化广场开展。共有３０
余人参加服务活动，提供就业指导、劳动

争议调解、法律、女职工权益维护、互助

保障计划、工商政策、计生政策等咨询活

动，同时提供简单的生活、医疗等服务，

向过路群众分发各种政策、健康宣传资

料３０００余册。

■召开工会五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
　１月１９日，区总工会召开五届八次全
委（扩大）会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袁鹰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总工会主席杨卫国代表区总工会

五届常委会作工作报告，１０家直属工会
作大会交流发言。

■召开“职工书屋”授牌仪式暨交流大
会　３月１日，区总工会在罗泾镇上海
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召开宝山区工会

“职工书屋”授牌仪式暨交流大会。会

议总结宝山区“职工书屋”三年建设工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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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文明办、区总工会为区职工书屋授牌 摄影／胡立伟

作，并有３家基层工会介绍所在单位“职
工书屋”建设经验。至年末，全区共有

“职工书屋”１３１家。

■举办大型职介招聘会　３月 ６日，由
区总工会主办，顾村镇总工会承办，上海

市总工会培训中心协办的“２０１１年宝山
工会‘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

他’职介专场”，在顾村镇诗乡文化广场

举办。招聘会共有２５６家参展企业，提
供岗位６０００余个，涉及文员、操作工、设
计师、财务管理和销售等各个层次和领

域，其中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术类、服务

类、普工类占很大比例。据不完全统计，

吸引８０００余人次参加应聘，当场意向录
用１７１７人次。

■协办市外来务工女性医疗帮困金启动
仪式　３月８日，由上海市总工会女职
工委员会和解放军第４１１医院主办，宝
山区总工会协办，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承

办的“和谐共建，庆‘三八’外来务工女

性健康实事项目进园区暨外来务工女性

医疗帮困金启动仪式”，在宝山区城市工

业园区通成物流公司举行。医务人员对

女农民工们进行女性保健知识讲座和宫

颈癌、乳腺癌的筛查。

■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先进
表彰大会　４月２８日，宝山区召开庆祝
“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先进表彰大会，表

彰在推进宝山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江新区

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

会上，宣读《关于表彰和学习２０１１年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上海市工人先锋号、宝山区五一劳动奖

状（章）和宝山区工人先锋号的决定》，

先进代表作交流发言，并发出“当好主力

军、建功十二五”倡议书。

■召开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会议　５
月３日，宝山区２０１１年厂务公开民主管
理工作会议召开，各街镇、园区、相关委

办局厂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小组组长、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参加会议。会议表

彰大场镇、张庙街道、上海祥明仪表机箱

有限公司等７家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上海
市推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大

场镇、水务局、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

司、华山医院宝山分院４家单位作经验
交流。区总工会对 ２０１０年厂务公开民
主管理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并对２０１１年
工作要点进行布置。

■开展广播体操培训　５月，区总工会
举办宝山职工第八套广播体操培训，来

自全区各直属工会的职工代表５０余人
参加培训。该培训是贯彻国家体育总局

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体群字〔２０１０〕
８８号）精神，落实《全民健身条例》，进一
步推动职工体育发展，提高宝山职工健

康素质的重要举措。经过培训后，职工

代表将作为教练对本系统职工进行广播

操培训。

■开展学习《上海市职工代表大会条
例》系列活动　５月上旬，区总工会会同

有关部门召开以宣传《上海市职工代表

大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要内

容的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会议，为有

关直属工会订购《条例》单行本、《条例》

释义等学习文件，同时邀请市工运学院

教授为基层直属工会干部和基层企事业

工会干部举行学习《条例》专题报告会，

部署开展《条例》网上知识竞赛活动，累

计有１３１０６名职工参加网上答题。５月
３０日，组织基层１９家直属工会开展《条
例》知识竞赛预赛，有６支队进入决赛。
６月９日，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保
障民主，构建和谐，促进发展———宝山区

总工会学习贯彻《上海市职工代表大会

条例》知识竞赛决赛”，顾村镇代表队获

一等奖，区国资委、月浦镇代表队获二等

奖，区市容局、罗店镇、区水务局代表队

获三等奖。

■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文
艺汇演　６月２８日，宝山工会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文艺汇演在区文化
馆举行，１７家直属工会选派的１８支表演
队伍，共计 ２００余人参加文艺汇演，有
５００余人观看演出。

■举办“集体协商”专题培训班　７月１２
日，区总工会举办“集体协商”专题培训

班，特邀劳动法专家讲课，讲解工资集体

协商与签订集体合同的原则、种类、内

容、重点和技巧。顾村镇总工会、上海祥

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工会就各自在开展

集体协商工作中的做法和经验作交流。

有２００余人参加培训。

■召开工会五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
　８月２日，区总工会召开五届九次全
委（扩大）会议，回顾总结上半年工作，

研究部署下半年年工作任务。区总工会

２０名委员参加会议，区总工会经审委
员、部分女工委员代表、直属工会干部、

区总工会各部室和直属单位负责人列席

会议。

■开展“金秋助学”活动　区总工会完
善帮扶机制，动员各级工会按帮扶标准

同比例配发助学资金，注重物质帮扶与

精神帮扶相结合的办法，采用和家长或

学生进行电话沟通、面对面交流和通信

等方式，对助学对象特别是心理有问题

的学生进行疏导和励志教育，鼓励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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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健康成长。区工会系统全年通过单

位定向助学、个人结对助学和一次性助

学等方式，向困难职工家庭发放助学金

４３８９万元，共资助２１４名困难职工和困
难农民工子女。

■开展为老服务活动　９月２４日，区总
工会退管会举办“庆国庆，迎重阳”为老

服务活动。活动内容以贴近退休人员生

活为主，有中医询问、秋冬季节老人如何

进补保养、互助医保咨询、房产咨询、老

人维权、垃圾分类宣传、发放垃圾分类袋

及资料、织补羊毛衫，理发、安全使用燃

气宣传、热水器、灶具更换、维修、生活中

必须用品修补、磨刀、修鞋、修车等。有

４８名志愿者参与活动，共服务８９１人次。

■区领导调研工会工作　１０月 ２４日，
区委书记斯福民到区总工会调研工会工

作，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

杨卫国汇报工会的基本情况和近年来的

工作情况。１２月１４日，区领导汪泓、夏
雨、周德勋、钟杰、陶夏芳、沈伟民一行到

区总工会调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总工会主席杨卫国作专题汇报。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区总工会举办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活动 摄影／胡立伟

■举办宝山职工“安康杯”暨安全生产
知识竞赛　１１月３０日，２０１１年度宝山
职工“安康杯”暨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决

赛举行，来自宝山区街镇、园区、委办局

和集团公司的１７支代表队经过初赛，有
６支队伍进入决赛。决赛经过必答题、
抢答题、情景模拟题等环节，区国资委工

会获一等奖。 （胡立伟）

共青团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１４至２８岁青
年１３５万人，占户籍人口的 １５１４％。
有共青团员３１万人，其中年内发展新
团员２２８４人。有团委５６个，团总支１０５
个，区属团工委 ８个，团支部 １８８９个。
全区１１６个行政村有团支部 ７８个；２５３
个居委会有团支部２１１个。有少先队大
队１２０个，中队２３４６个，大队辅导员１２６
人，中队辅导员２３４６人。年内加强基层
基础建设，提高团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

水平，举办基层团支部书记轮训班、教育

系统团干部、大队辅导员培训班等各类

区骨干团干部培训班；推荐优秀团干部、

青年参加团中央、团市委等培训 ３５人
次。推进两新组织团建工作，全年新建

“两新”团组织６３３家。行知中学团委获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淞南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团支部获“全国五四红旗团

支部”称号；宝山区第一中心小学三（１）
中队获全国少先队优秀中队称号；吴淞

中学团委获“上海市五四红旗团委”，高

境镇团委、庙行镇团委获“上海市五四特

色团委”，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

件刑事检察科、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管理部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集体称号。宝山区文化馆、高境镇司法

社工点被评为“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宝山区青年志愿服务总队、宝山区机关

事务管理局青年志愿服务队获“上海市

志愿服务先进集体”称号。宝山区共青

团系统有 ９人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
章”，区教育局团工委书记王燕平获“上

海市青年五四奖章”标兵称号。有２人
获“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１人
获“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２人入
围第八届“上海文化新人”提名奖。加

强调研工作，重视理论研究，完成 ２０１１
年度课题调研工作，课题《运用新媒体推

动共青团工作的现状与方法研究》获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共青团优秀调研成果三
等奖。

■举办区八次团代会　８月 ３０日 ～３１
日，共青团宝山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区委

党校召开。团市委书记潘敏及区领导吕

民元、斯福民、沈秋余、康大华、袁鹰、夏

雨、周德勋等出席。出席会议的正式代

表、列席代表共２４５名。团区委书记李远

锋作题为《凝心聚力促发展，创新进取展

宏图———引领团员青年在建设宝山现代

化滨江新区征途中绽放青春》的工作报

告。区八次团代会选举产生团区委八届

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４０名，选举常务
委员会委员１１名，李远锋当选为八届团
区委书记，孙兰、时林当选为副书记。

■开展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主题活动　坚
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实践体验为途

径，针对青少年的思想实际和思维特点，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建党９０
周年教育实践活动，引领青年“永远跟党

走”。开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

题教育活动，组织动员全区团员青年深

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举办学子讲坛、理论学习年会、与先进人

物面对面等主题实践活动，与区关工委、

教育局、区委党校共同举办第七期青年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开展“红

领巾心向党”主题教育活动和少先队创

先争优活动。探索运用网站、微博等新

媒体开展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宝山

共青 团 网 站 获 “上 海 市 优 秀 网 站

提名奖”。

■加强自身建设　根据区委“组团式联
系服务群众”的要求，开展“走百访千·

听研评荐”活动，要求新一届团区委委

员、候补委员、团区委机关干部能够每月

不少于两天深入自己所联系的基层单位

进行走访调研，加强团的作风建设。建

立新一届团区委委员、候补委员集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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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５月４日，宝山区举办纪念“五·四”青年节９２周年“精彩宝山，青春舞台”活动
摄影／蔡　康

习制度，每两月一次，每次不少于半天，

推进学习型团组织建设，确保学习的制

度化、常态化和规范化。完善团代表常

任制、离任团干部交流座谈以及新上岗

团干部集体谈心等制度，通过组织团干

部培训班、选派干部挂职锻炼、参加青年

岗位技能比赛等形式，在团干部及团员

青年中开展学习成才主题活动，全面提

高团员的思想素质和综合能力。

■深化结对帮困服务　加强对援外地区
困难青少年的结对帮扶，开展新疆叶城

师生与宝山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活动。

以“关爱成长、牵手同行”为主题，组织

区属团组织与４７所区内农民工子女学
校及农民工子女较集中学校进行结对服

务，开展“缘聚宝山———来沪务工人员子

女志愿服务项目”，有２３万余名来沪务
工青年子女受益。开展关爱空巢老人、

脑瘫儿童志愿行动，推进与援外干部家

属结对服务。开展“冬日阳光暖童心、携

手关爱伴成长”青春送温暖集中行动，组

织基层团干部、区青联委员走访、慰问区

内各类困难家庭青少年１８９人，送上助
困资金７８３万元；为１０名尿毒症青少
年患者送上治疗补助４万元；为参与区
重大项目建设的来沪务工青年送上价值

７万元的亲情电话卡；组织 ６００余名青
少年集中观看电影；为杨行敬老院、宝山

区福利院老人送上慰问品。定期组织青

年志愿者为老人提供医疗保健、健康养

生、文艺体育等志愿服务，累计帮困金额

超过２２万元。

■开展志愿服务行动　整合团内外资
源，拓展志愿服务。参与上海樱花节、世

界海洋日等志愿者活动；开展“３·５”学
雷锋、“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集中服务、
节能减排、生活垃圾分类等公益宣传行

动。举办“创业者的足迹”就业创业大

讲堂，与区相关部门共同组织青年专场

招聘会，探索形成青年就业服务一条龙

模式。开展“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

行动”，动员志愿者组织运用“大结对”、

“小结对”、“一对一结对”等多种模式，

以成长、融汇为主线，定期和不定期地支

持和帮助来沪青少年。月浦镇团委采取

“１个团支部＋１家社会企业 ＋１所农民
工子女学校”的结对模式，定期组织团员

青年、企业青年与来沪青少年开展结对

互助、爱心捐赠等活动；大场镇团委联合

高校、社区和社会志愿者团体共同开展

“爱心学校”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

活；高境镇团委结合建党９０周年等重要
节点，带领来沪青少年参观淞沪抗战纪

念馆等；上海大学的 １０支志愿者服务
队，与１０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相对集中
的学校结为帮扶对子，为外来青少年提

供学业辅导、自护教育等志愿服务。

■探索项目化服务方式　６月，完成“天
使妈妈———来沪天使育儿扶助”服务项

目，项目组共在 ３个自然村（顾村盛宅
村、羌家村，大场联西村）开展２３５场次
活动，为４４６６人次的来沪务工人员及其
子女提供服务。１２月 ３日，实施“关爱
青春，同沐阳光”来沪青少年生活技能培

训项目，招募７０名“关爱青春大使”，开
展１４０场互动式培训，惠及７０００余名来
沪青少年。举办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面对面活动，营造全社会维护青

少年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承办“爱心

上海，爱汇浦江”上海共青团牵手行动首

场活动，７２名外地来沪的青年志愿者，
真诚牵起困难孩子的手，以“临时家庭”

的形式共同游览多伦路文化街，参观左

联纪念馆、鲁迅故居等城市景观，并在上

海星美国际影城，免费观赏电影《七

小罗汉》。

■加强“两新”组织团建工作　团区委
坚持党建带团建，结合宝山非公有制企

业和新社会组织发展实际，多管齐下、多

措并举，扩大共青团组织的覆盖面，增强

团组织的生机和活力，努力探索一条“扩

大覆盖强基础、开展活动增活力、完善服

务促发展、建立机制管长远”的非公有制

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之路。年内，全

区共建立非公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组织

６３３家，数量位居全市第二，覆盖３５岁以
下青年 ９２２２人，其中团员 ４４７７名。围
绕宝山“十二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转型的实际，做好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

上海智力产业园、复旦软件园、半岛１９１９
创意园区等宝山新兴产业和白领青年集

聚区的团建工作。制定《宝山区非公有

制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指导手

册》，形成多元化的建团模式，并将此项

工作与组团式联系服务青年群众、驻沪

（宝山）团建工作、服务来沪务工青年及

其子女“牵手行动”等工作有机整合。

■少先队工作　２０１１年，宝山少先队以
“红领巾心向党”为主题，以开展“少先

队创先争优活动”为主线，以促进少先队

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蓬勃发展为目

标，引导全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全面

发展。重点开展“滨江少年·红色记

忆”系列寻访活动，“高举队旗跟党走”

系列队课展示活动，“新老队员共话成

长”快乐队日活动，“高举队旗跟党走，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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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火炬耀童心”宝山少年儿童庆“六

一”活动，“飘扬的领巾，舞动的青春”少

先队辅导员舞蹈技能大赛等。宝山区第

一中心小学三（１）中队获“全国优秀中
队”称号，宝山区第三中心小学黄泽骋被

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员”；宝山区实验

小学、泗塘二中被授予“上海市首批少先

队工作示范校”，宝山实验小学苏华萍老

师被评为“上海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

有６个少先队大队被评为“上海市红旗
大队”，８个中队被评为“上海市快乐中
队”，１０支小队被评为“上海市自动化小
队”，８名辅导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少
先队辅导员”，４０名少先队员被评为“上
海市优秀少先队员”、“优秀队长”。加

强少先队调研工作，有２篇论文获上海
市少先队科研优秀成果评比一等奖，１
篇获二等奖，２篇获三等奖；９篇论文获
全国少工委“培养少年儿童对党和社会

主义祖国朴素感情”论文成果奖。

（彭　渤）

妇联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街、镇妇联１２
个，村妇代会 １０８个，居妇代会 ２９３个，
区委办局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５个。年
内，全区各级妇女组织围绕争当优秀女

性、争创美好家园、争建先进集体的目

标，开展具有妇联特色的工作。向全国

妇联报送反映党的十七大代表申惠芳先

进事迹的电视专题片《女儿》，作为全国

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内容。举办宝山

区基层妇女干部岗位培训班，各街镇妇

联主席、居（村）妇代会主任、各系统妇

工委主任３７０余人参加培训。与区委组
织部、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宝山区第四期

优秀女青年干部培训班，６８名优秀女青
年干部参加培训。开展“妇联维权在身

边”维权项目，１２个街镇共创建１８个妇
女维权特色项目，实现区域内的全覆盖。

举办“巾帼大学堂”系列讲座，在机关、

社区、农村开设“文明观博”、农村信息

化、法律知识和家庭教育等各类讲座

１３０场，受益人９９５５人次。联合上海大
学开展调研，完成《宝山区外来女性社会

融入》、《宝山区老年独居妇女生活状况

初探》调研报告。３月，宝山区妇联被评
为“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
集体”。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１）３

月５日，召开“建功十二五，巾帼创新业”
三八节庆祝大会。以演讲报告会的形

式，展现“百姓书记”申惠芳、“城管巾帼

英雄”潘兰英、“中国白求恩”马莉、“真

情为农献青春”的施月欢、“微笑天使”

陈奇玲、“失足少年的编外母亲”夏正枫

等６个不同行业优秀女性的感人事迹。
（２）通过《宝山报》宣传专版，展示区妇
联在“服务妇女、创先争优”中的重点和

亮点工作，让社会了解妇女工作和妇女

发展。（３）举办“相聚春天里”处级女干
部庆“三八”活动，组织全区多才多艺的

女领导，与区领导一起通过舞蹈、歌曲、

配乐诗朗诵等节目，欢庆节日，营造“新

宝山、新女性，共发展、齐进步”的浓厚氛

围。（４）会同区级机关妇工委、慈善基
金会宝山分会，联合举办“庆三八”爱心

义卖活动，将区级机关女干部们捐出的

１４００余件家用小电器、日用品等进行义
卖，共募集爱心款６７１０元，所有善款全
部通过慈善基金会用于救助宝山患妇科

重症的困难妇女。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年内，各级
妇联共接待来信来访来电５８５件，同比
呈下降趋势；配合信访，安抚化解吴某、

郑某等女性老上访户的疑难问题。开展

各类维权宣传活动：（１）与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联合开展维护

女职工劳动权益专项检查，共抽查用人

单位１６户，涉及女职工２９０２人；（２）召
开女法官、女律师新春座谈会，发挥女法

官、女律师特长，为来访妇女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３）推进“家好月圆”———婚姻
家庭咨询工作室的运作，共计接待咨询

１２５６对夫妻，为２４９对夫妻提供离婚劝
和服务，共劝和９９对，劝和率３９７６％；
（４）联合区司法局、区法院、区卫生局、
区教育局等１２家单位举办以“贯彻《人
民调解法》，强化维权服务，建设平安家

庭”为主题的“三八妇女维权周大型广

场咨询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１１０９９份，接待咨询４７７８人次；（５）开
展“以案说法”系列讲座，举办各类普法

讲座８０场，受益人数６５８６人；（６）开展
禁毒宣教活动，发放宣传资料２４４５７份；
举行宣教讲座７３场，受益人数５２４１人；
召开座谈会６４场，受益人数１６２２人；组
织观看电影、宣传片等８５场数，受益人
数６６２９人；（７）开展志愿者帮教结对活
动，结对３８５对；（８）与区公安分局联合

开展以“关爱儿童，严防拐卖”为主题的

大型宣传活动，张贴标语４００条，发放宣
传资料１万余张。

■开展帮困和助学活动　年内为全区
３２名困难老“三八”红旗手、４４名准孤
儿、１２名来沪困难女农民工、１４１名妇科
重症患者送上帮扶金２５１６万元，帮助
４０７名特困家庭学生获助学款６３１７万
元。开展每月申报综合帮扶项目，为６０
名患重症困难妇女和１５名儿童累计发
放帮扶款１３６５万。与区工商联联合开
展“感恩行动”，为１８名上海市三八红旗
手，送去宝山区非公企业家捐赠的慰问

金６万元。在“牵手世界·让爱飞翔”上
海市儿童庆六一慈善系列活动中，鼓励

宝山区女企业家协会成员捐赠４６万元
善款，用于资助贫困儿童及家庭。推出

“邻里一家亲、关爱独居老人、家庭志愿

者在行动”项目，组织９１１名家庭志愿者
与４７６名独居老人结对，召开家庭志愿
者座谈会，家庭志愿者为结对独居老人

提供帮助服务累计１４５７６小时。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　（１）２月２３日，
在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召开为退休和

生活困难妇女免费安排妇科病、乳腺病

筛查政府实事项目总结表彰会，表彰获

２０１０年度宝山区完成实事项目特别贡
献奖、优秀组织奖、贡献奖和组织奖单

位，专题部署２０１１年的实事项目任务。
争取市慈善基金会和区人口计生委支

持，开展部分生活困难的外来媳和流动

人口育龄妇女的免费普查工作，拓宽“两

病筛查”政府实事的覆盖面，全年为

２９１３３名妇女进行免费筛查，超额完成
任务（任务２万）。（２）推进“百万家庭
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政府实事项

目。５月１５日，在安信广场举行启动仪
式；邀请环保专家集中授课，向妇女代表

普及教育低碳生活常识；发放倡导低碳

生活的宣传绿色套装、折页和健身锤等

宣传品５２８万件，完成对４３５万户家
庭低碳生活知识宣传、培训工作。

■组织建设和对外交流　加强“妇女之
家”建设，下发《在党群共建创先争优活

动中建设居（村）妇女之家的实施意

见》，制定宝山区居（村）妇女之家评估

细则，将“妇女之家”建设成为广大妇女

的宣传教育中心、维权服务中心、学习培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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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中心和文体活动中心，全区建有妇女

之家４０１个。成立全区女性文体团队骨
干沙龙，延伸工作手臂，主动引领广大妇

女参与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会。８月
２７日，配合区台办，接待台湾桃园县中
坜市妇女会，就妇女共同关心的就业、家

庭等问题进行交流座谈，促进海峡两岸

妇女组织的沟通。

■加强未成年人教育　５月２１日，联合
市创业协会儿童创意专业委员会和《为

了孩子》杂志社在文化广场开展评选

“低碳生活小使者和文明礼仪小天使”

报名活动。组织区自强大队少年参与

“争做党的好孩子”全国少年儿童庆建

党９０周年征文、书画摄影作品征集活
动，宝山区获全国三等奖１人、市一、二、
三等奖 ９人、市优秀指导奖 １人。５月
２９日，举办“同城同乐，快乐六一———宝
山区妇联关爱儿童”专场演出，组织外来

流动儿童和困难家庭儿童等３００余人参
加活动。５月 ２９日，与市科学育儿基
地、顾村镇政府联合在顾村公园开展“六

一”亲子嘉年华活动，来自社区的１５０户
０～６岁儿童家庭共５００余人参加活动。
９月１３日～２０日，开展第十三届家庭教
育宣传周活动，发放０～６岁家庭教育宣
传资料和宣传物品４３６０余件；在宝林三
小举行以“你是我的幸福———我们的幸

福生活喜洋洋”为主题的家庭教育展示

活动，展示“家校合作，让每一个孩子健

康快乐成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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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区工委

会）共有同学７人，年龄最小８４岁，最大
９４岁，平均年龄近９０岁。大多数同学年
老体弱，行动不便，身体状况较差，基本

上是足不出户，在家中静养。年内，区工

委会突出重点，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走

访、慰问，了解同学们的实际情况，加强

沟通，并传递各种时事要闻和市黄埔同

学会信息，协助区委统战部领导起到关

心、沟通与黄埔同学之间的桥梁作用，从

实际出发为同学们排忧解难。全年共走

访慰问同学１２０人次左右，发放慰问金
近２５０００元左右（含市同学会）。

年初，从虹口转来家住顾村的杨昌

佳同学因患癌症晚期，病情恶化，不幸去

世，享年９３岁。区工委会主委彭望?因
突发心脏病于１０月１５日不幸去世，享
年９５岁。２０１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
周年暨辛亥革命百年诞辰，组织黄埔同

学及亲属开展一些有益的活动。组织参

加民革三支部发起的“红歌唱响和谐”

演唱会。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组

织参加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等举办

的“８·１３淞沪抗战纪念７４周年英烈祭
悼仪式”。９月１６日，组织部分黄埔亲
属观看由民革宝山区委组织的辛亥百年

文艺演出。９月２３日～２５日，组织黄埔
亲属１０余人自费赴南京拜谒中山陵、参
观总统府活动，大家以拜谒、参观的方式

以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诞辰。重阳节前

夕，走访慰问同学，为他们送上象征健康

长寿的重阳糕。１２月８日，组织黄埔亲
属参观位于宝山区庙行镇的上海婚礼

中心。 （王丽华）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至年
末，宝山区按法律口径的海外华侨、华人

有１９１９２人；归侨、侨眷、港澳同胞眷属、
留学生眷属２２３９７人；归侨３４９人，侨眷
１０４２７人，港澳居民眷属１１０３人，留学生
眷属 ３７８２人，华侨 ５０４３人，外籍华人
５３４５人，港澳居民１１９６人，长期生活在
宝山的华侨华人２１９人，留学及归国人
员３１６８人。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
合会（简称区侨联）成立有１２个基层侨
联分会（基层侨联组织达到全覆盖），共

有联络员３００余人，长期服务对象９８人
（其中多数为老归侨）。

１月２６日，区侨联在新长江大酒店
举办“老归侨年夜饭”活动，邀请区内５０
余位老归侨回家过年。区侨联委员、基

层侨联分会秘书长、侨界人士代表等领

导和嘉宾１００余人参加活动。３月５日，
区侨办、区侨联、区人大侨民宗工委和友

谊路街道在牡丹江路文化广场共同举办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侨法宣传主题活动。３月
８日，区侨联、区侨办联合召开“关注十
二五，聚焦新宝山———宝山区女侨胞、女

台胞座谈会”，全区各条战线上的侨台界

女同胞代表２０余人参加座谈会。３月９
日，区侨联召开五届四次全委会。会议

传达中央、市、区有关重要会议精神，通

报区侨联２０１０年工作总结及２０１１年工
作要点。３月１６日，区侨办、区侨联、区
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侨务工作专题培

训班。全区各镇、街道、工业园区及教

育、卫生等有关委办局的统战干部、统战

社工，区侨联委员以及各基层侨联分会

骨干人员８０余人参加培训。
６月２２日，区台侨办、区侨联、杨行

镇联合在杨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滨

江统战情系列活动———“纪念中国共产

党诞辰９０周年”宝山区侨台界“同心同
向”文艺汇演。来自全区各街道、镇的侨

台界人士３００余人参加活动。市侨联副
主席兼秘书长杜宇平，中共宝山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等领导应邀出席

活动。９月９日，区台侨办、区侨联在区
文化馆影剧院举行“同心同向———宝山

区侨台界‘迎中秋、庆国庆’电影招待

会”。侨台界代表人士１５０余人参加活
动。９月２１日～２２日，区侨联、区侨办、
市老年基金会宝山区分会联合举办“庆

国庆、迎重阳”侨界人士看宝山活动。全

区４００余名侨界人士参观上海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宝

山体育中心和杨行敬老院。１０月２５日，
吴淞社区（街道）第二次归侨侨眷代表

大会召开，基层统战干部、归侨侨眷代表

８０余人参加会议。１２月９日，区侨联召
开五届五次全委会，会议传达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通报区侨联２０１１年工
作总结及今后５年工作打算。１２月２８
日，区侨联、区台侨办召开侨台界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座谈会。

年内，区侨联健全走访慰问机制、联

谊联系机制、信息畅通机制。全年走访

慰问２００余人，送上慰问款、慰问品累计
６万余元；争取市侨联领导支持，为２０名
困难老归侨落实慈善医疗卡２０张（５００
元／张）；春节期间，区慈善基金会给 ３０
名生活困难的归侨侨眷每人５００元慰问
款；组织３０名老归侨到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宝山分院体检。继续开展“迎新春、

迎中秋、庆国庆、敬老节”联谊活动、“老

归侨回家吃年夜饭”、老归侨一日游活

动、报告会等系列活动，组织两批４０余
名侨界人士到青浦“侨爱心休养中心”

参加疗休养。以“建党９０周年、辛亥革
命１００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为主线，组
织开展“滨江统战情”系列活动之“同心

同向文艺汇演”、“侨界人士看宝山”、

“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征文演讲比赛
等一系列主题活动。全年组织各类报告

会、学习交流会１２次，参加人数８００余
人，撰写论文体会文章１８篇；举办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定期

组织侨联干部、基层侨联会委员、信息员

参加侨联工作的学习交流。每季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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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基层侨联工作例会。举办基层侨联

干部培训班。举行侨商座谈会，帮助侨

界企业了解当前的最新信息和政策。４
月至６月，举行全区特色“侨之家”展示
活动，各基层侨联分会根据各自区域特

点，因地制宜开展“侨之家”展示活动。

５月至９月间，开展全区基本侨情调查
工作，区、街镇共拨出专项经费近１００万
元，选派２４５７名调查员，在区主要路口、
居民小区等布置宣传横幅３０７幅、张贴
海报１８２４０张、出黑板报４３５块，发行社
区报１０万余份；区、街镇和村（居）委累
计举办 ２０３场培训会，参加培训 １８８８６
人次；印制各类表格资料２８５７１６份。调
查结果显示，全区有侨情对象１０５６０户，
与２００４年的 ２６７６户相比增长 ３９倍。
区侨联获市侨办、市侨联授予的基本侨

情调查工作优秀组织奖称号。做好侨界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维护侨益

的工作，举行参政议政座谈会，广泛收集

侨界的社情民意，在区“两会”期间，侨

界代表、委员共向大会提交议、提案３０
余件。加强信访工作，共接待来信、来

电、来访８０余人次。开展海外联谊，拓
展新华人华侨工作领域，接待加拿大、新

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侨团侨领到宝山参

观考察。与南通市通州区侨联、上海市

黄浦区侨联、常州市侨联进行友好互访，

双方加强合作，互通信息，交流经验。年

内，区侨联获上海市统一战线先进集体、

市侨联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区侨联

报送的调研文章获市侨联调研报告三等

奖。全年出版《宝山侨讯》４期；以《中国
侨联简报》、《侨联动态》、《上海侨讯》、

《政府门户网站》、《宝山统战》等为载

体，发布信息２００余篇。 （俞华斌）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围绕和支持解决
青年就业和创业问题，动员区青联委员

及其所在单位、企业主动为区内青年搭

建就业创业的扶助平台，全年共举办１１
场青年就业创业大讲堂，邀请市、区优秀

青年创业精英为２０００余名青年提供创
业指导。举办“太极思维与中国智慧”

讲座活动，开展“攻坚克难转方式，青春

融汇十二五”座谈会，探索对新社会阶层

人士的凝聚和服务工作。开展多场“十

二五”规划座谈交流活动，组织参观寻访

宝山新兴产业活动。发动区青联委员向

贫困青少年献爱心捐款活动，累计捐款

１０万余元。举行“青春向祖国致敬”升
旗仪式，举办纪念“五四”运动主题集

会、表彰大会和“真理的力量”党史、党

情报告宣讲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组建宝山青年服务队，设食品安全、税收

政策、公共卫生、运动健身、房屋政策以

及市容环境等６支宣传服务队，定期开
展各类宣传活动３０余次，在参与、服务
与奉献中增强宝山青年的社会责任感。

通过开展“青年文明号”、“青春岗位建

功”、“立功服务竞赛”、“微笑窗口”优质

服务示范等评比活动，积极培育和树立

青年典型，激励更多的青年奋发成才。

坚持完善组织结构、规范组织运行、活跃

工作形式，发挥青联秘书处的服务、协调

和组织作用，完善各项会议制度、委员卸

职增补制度、委员联系制度等；定期召开

青联常委会、秘书长联席会议，推进青联

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高效化”运行。

巩固滨江新区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主动与区域内的部、市属单位以及部队、

高校等青年组织联系互动，探索形成项

目联合开发、活动联合开展、信息联通共

享、阵地联合使用的区域化青年工作联

动平台。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２月１７日，区
第七次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在区少年

宫召开，区领导袁鹰、陶夏芳、倪诗杰等

出席。区六届学联副主席、团区委候补

委员、吴淞中学周佳雯同学代表六届学

联作题为《高举旗帜，坚定理想，肩负使

命，开拓进取，用青春和智慧谱写宝山

学联工作新篇章》的工作报告。在第二

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宝山区学生联

合会第七届委员会１３家委员单位。宝
山学联坚持用榜样典型鼓舞青年学生，

通过“红色一课”、“红色寻访”、“红色

剧展”、“红色歌舞”等多种形式，开展

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活动，激发广大青年
学生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感

情。拓展校园红色资源，拓宽休闲活动

阵地，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

环境；开展学生会风采展示、青春宣言

征集、青春畅想绘画征集、优秀学生团

课展示，为学生的全面成才提供广阔舞

台。加强学习型学联组织建设，坚持用

先进理论武装青年学生，通过抓好、抓

实理论学习年会、马读班、青年团校等

学习、培训活动，引领青年学生把加强

理论学习作为提升自身修养的一项重

要内容，强化中学生的思想政治建设，

年内有３９名优秀高中生经马读班学习
后“推优”入党。 （彭　渤）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至年
末，协会有会员单位 ２１８家，比上年减
少８９家。年内，协会主要围绕“提升
宝山区餐饮业食品安全”开展工作。

（１）配合政府监管部门做好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处置。４月 １１日，中央电视
台《消费主张》栏目对上海联华和华联

超市销售“问题馒头”进行曝光，曝光

了位于宝山区南大路 ３８０号的上海盛
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生产的馒头含

违规添加、生产日期造假等。协会从

食品安全大局出发，配合监管部门做

好工作，要求会员单位举一反三，开展

自查和整改，并配合监管部门开展检

查；根据开展的添加剂专项整治要求，

向会员单位通报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

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

单，要求全面自查，为监管部门开展专

项整治奠定基础。（２）开展禁止酒后
驾驶宣传。主动与区公安交警部门沟

通，共同开展禁止酒后驾驶的宣传，制

作公益宣传卡 ２万份，发到各会员酒
店。参加区消防运动会，获团体三等

奖；６名员工参加个人项目比赛，其中
３人取得名次；宝山宾馆和聚宝轩酒
店１２名员工参加队列操比赛。会员
单位金富门酒店被评为“区五一劳动

奖状”单位。（３）组织食品安全培训。
年内，根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

分局要求，承担新办和续办餐饮企业

的食品安全培训，共举办食品安全培

训班１９期，培训餐饮企业负责人和关
键岗位操作人员 ４３５人；组织上海市
食品安全在线考试 １７场，有 ２６２人合
格。与上海市食品安全考核网的考试

对接，编印相关教材和复习资料，解决

培训工作遇到的教材缺乏的困难。

（４）服务企业。协会加大“公众责任
险”宣传力度，主动上门为企业续保，

全年投保公众险的企业有 １１２家，投
保１４６份，分别比上年增加 ８３６％和
９７２％。协助区交警部门整治双城路
停车问题。协会召开企业座谈会，区

交警部门与企业经直接沟通，动员相

关会员企业配合整治活动。（５）加强
宣传和自身建设。３月 １５日，在区食
品安全工作大会上，协会发出“以实际

行动构建宝山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

境”的倡议，得到餐饮企业积极响应。

协会秘书处完成历年档案整理，对收

发制度进行规范。 （吴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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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业
■编辑　刘　娴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概况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宝
钢”）是世界现代化程度最高、生产规模

最大、品种规格最齐全的钢铁联合企业

之一，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

股公司，对授权经营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向国务院国资委承担保值增值责任，注

册资本５１０８３亿元人民币，总部设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３７０号。至年末，
员工总数为１１６７０２人。宝钢（１９９３年前
称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始建于 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５日，由国家
投资建设的一期工程建成投产；２０００
年，由企业自筹资金建设的三期工程全

部完成，跻身世界千万吨级特大型现代

化钢铁企业行列。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７日，
联合重组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和

上海梅山（集团）公司；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２８
日，重组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２００８
年６月２８日，成立广东钢铁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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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钢铁重组取得实质

性进展。宝钢以钢铁为主业，生产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钢铁精品，形成普碳

钢、不锈钢、特钢三大产品系列，广泛应

用于汽车、家电、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能

源交通、金属制品、航天航空、核电、电子

仪表等行业。宝钢重点围绕钢铁供应

链、技术链、资源利用链发展相关多元产

业，形成资源开发及物流、钢材延伸加

工、工程技术服务、煤化工、金融投资、生

产服务等六大相关产业板块，形成相关

多元产业和钢铁主业协同发展的业务

结构。

年内，宝钢深化管理变革，规范公司

治理结构，理顺内部管理关系，为各产业

发展提供规范稳定的治理环境，共享服

务、离线研究等管理变革成果；推出领导

人员任期制、新业务项目运作平台等新

的管理机制；通过科学决策、宏观风险预

警、库存风险控制等措施，使公司管理和

经营做到风险可控。提升双高产品出口

量和出口比例，加快海外加工中心布点

和建设。全年完成工业总值（现行价

格）３５０１２１亿 元，工 业 销 售 产 值
３５２７２２亿元；资产总值４７３８２０亿元，
流动资产 １６３８９７亿元，流动负债
１５８４５２亿元，资产负债率 ４２８０％，流
动比率１０３；营业总收入３１６２４５亿元，
营业成本２８００６１亿元；产品销售费用
４６９０亿元，管理费用１６４２４亿元；实现
利润总额 １８１５１亿元，净资产收益率
５６７％。全年完成铁产量 ４００９２７万
吨，钢产量４４２７１３万吨，商品坯材产量
４３２９４２万吨。年内，宝钢连续８年进入
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 ５００强榜
单，位列２１２位，当选“全球最受赞赏的
公司”。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

分别给予 Ａ、Ａ３、Ａ－，前景展望为稳定
的最新信用评级，是全球钢铁行业信用

评级最高的企业。宝钢获第二届中国工

业大奖；第六届“中华慈善奖”之“爱心

捐赠企业”称号，这是宝钢第三次被授予

“中华慈善奖”；获“中央企业参与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突出贡献奖”、“中国十大

创新型企业”、“第十二届全国职工职业

道德建设标兵单位”称号，并被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

■应诉钻杆产品“双反”调查案　１月，
宝钢应诉美国对中国钻杆产品的“双

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取得“宝

钢钻杆产品方面倾销幅度为零”的裁决

结果。钻杆产品生产工艺复杂，属于石

油管中的高端产品。１９９７年，宝钢成为
国内首家向美国出口钻杆的企业。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３１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
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及４家
美国公司正式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

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中国进口

钻杆产品启动“双反”调查。２０１０年 １
月２１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立
案调查；２０１０年８月，美国商务部对宝钢
初裁倾销幅度为７６４％，后更正倾销幅
度为２６６％；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４日，依据宝
钢提供的充足证据，美国商务部裁定宝

钢倾销税率为零。

■宝钢多项新品研制出成果　１月，宝
钢生产出Ｂ９６ＬＸ极高强度钢帘线盘条，
实现钢帘线盘条产品的全系列覆盖。５
月，试制成功中国最大壁厚（２３５毫
米）、最大管径（外径１２１９毫米）的Ｘ１００
钢级ＵＯＥ直缝埋弧焊钢管。１２月，宝钢
研制的一次干粉涂搪用搪瓷钢新品，通

过全球最大电力环保设备制造商———英

国豪顿集团认证，这一填补国内空白的

产品将应用于火电厂烟气脱硫脱硝装

置。年内，宝钢“特薄带钢高速酸轧工艺

与成套装备研究开发”项目获２０１１年中
国冶金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先进高强度

薄带钢产品、工艺及设备”项目获 ２０１１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８个参展项
目在第五届波兰华沙国际发明展上获７
个金奖、１个银奖。

■宝钢股份通过国家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１月，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钢
股份”）在国内钢铁企业中率先通过国

家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十一五”期间，

国家有关部委在部分钢铁企业中开展国

家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试点工作，宝钢股

份是试点企业之一。２００８年，宝钢股份
自主开发“三流一态”（能源流、制造流、

价值流、设备状态）核心能源管控体系，

并逐步在各单元推广应用。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０年，宝钢股份能源成本连续２年同
比下降１０亿元以上，以高炉、炼钢、热轧
等为代表的主要工序能耗连续２年同比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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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揭牌　３月
１８日，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揭牌仪
式在福州举行。该公司前身为福建德胜

镍业有限公司，重组后将发挥宝钢在研

发、市场、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利用

福建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建成全

球最具竞争力的绿色不锈钢产业生产基

地，满足国家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及海峡

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发展要求。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吃水深度１３．５米、装载量达１１．５万吨的超大型船舶 “宝探”轮，满载进口铁矿石，靠泊宝钢原料码头 宝钢集团／提供

■宝钢—澳大利亚联合研发中心成立
　４月９日，宝钢

!

澳大利亚联合研发

中心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成

立。宝钢
!

澳大利亚联合研发中心是宝

钢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联合研发中心，

也是宝钢实现研发资源国际化配置的重

大战略举措之一，标志着宝钢践行国际

化战略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联合研发中

心由宝钢和昆士兰大学共同发起，并联

合新南威尔士大学、蒙纳什大学、卧龙岗

大学参加，将围绕新材料、新能源技术、

节能及环保技术等领域开展研究与开

发，首轮合作期限为５年。宝钢将视实
际需求，每年为中心的研究项目提供

２００～５００万澳元研究经费。

■宝钢原料码头靠泊史上最大载量巨轮
　４月２９日，吃水深度１３５米、装载量

１１５万吨的超大型船舶“宝探”轮，满载
进口铁矿石，停靠宝钢股份原料码头，刷

新长江深水航道通航船舶吃水新纪录，标

志宝钢股份原料码头与长江深水航道全

面接轨。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揭牌　５月２２
日，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在

广东省湛江市举行。宝钢湛江钢铁有限

公司是宝钢集团重组韶钢和广钢，通过

淘汰落后、减量置换、循环经济、环保搬

迁，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在湛

江市建设的钢铁基地。湛江钢铁公司的

设立，旨在承担钢铁项目建设及未来运

营，具体贯彻实施国家关于珠江三角洲

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结合中央企业自身

优势与广东省良好资源条件，加快广东

省淘汰落后产能，实现我国钢铁工业结

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８月２２日，宝钢在广州签署重
组韶钢、广钢相关协议，为湛江钢铁项目

开工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年底，宝钢湛

江钢铁与广钢合资的广州薄板有限公司

正式组建。

■发布《绿色宣言》和《产品环境声明》
　５月２４日，宝钢在业内独家发布《绿
色宣言》和《产品环境声明》，这是中国

钢铁业在产品环境绩效披露方面的重大

进步。《绿色宣言》涉及采购、生产过

程、产品、合作等方面，是宝钢环境经营

战略的行动纲领；《产品环境声明》向社

会公布涵盖热轧等五大类产品从原料开

采到产品加工、使用阶段的生态信息技

术性文件，为公众提供可验证、可量化的

产品环境绩效数据。

■宝钢高磁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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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钢制造的主变压器在三峡水利枢纽地

下电站并网运行，打破中国大型变压器

用高等级取向硅钢长期依靠进口的局

面。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经国务院三峡办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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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３月，宝钢完成 １０００
吨高磁感取向硅钢供货任务；同年８月，
采用宝钢硅钢片的三峡水利枢纽地下电

站变压器在保定天威制造完成，２４项技
术性能经测试均获通过。

■宝钢获中华慈善奖“爱心捐赠企业”
称号　７月１５日，由国家民政部主办的
“第六届（２０１０）中华慈善奖”评选结果
在北京揭晓，宝钢获“中华慈善奖”之

“爱心捐赠企业”称号，这是宝钢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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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予“中华慈善奖”。２０１０年“中华慈
善奖”评选从２０１１年２月启动，设有“爱
心捐赠个人”、“爱心捐赠企业”、“慈善

项目”和“慈善楷模”等奖项。共有 ４０
名个人和志愿者团体、３７家企业和 ２３
个慈善项目获奖。

■宝钢试点实行领导人员任期制　９月
７日、８日，宝钢集团分别与宝钢金属、宝
钢资源签订任期合同与任期绩效责任

书，标志宝钢正式试点实行领导人员任

期制。２０１０年４月，宝钢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规定，修订实施《领导人员管理

制度》，明确规定实行任期制。试行任期

制，在于强化经营责任意识，培育企业家

精神；鼓励经营团队不断超越自我，创造

价值；营造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

华的职业化环境。

■“宝航１８”轮首航成功　１０月７日，宝
钢首条自制船“宝航１８”轮首航成功，满
载２万吨煤炭安全停靠在宝钢原料码
头，标志宝钢迈出建立完全自有船队的

第一步，为宝钢原燃料沿海运输提供

保障。

■武汉宝钢制罐有限公司开业　１１月８
日，武汉宝钢制罐有限公司正式开业，这

是继上海、河北、成都、佛山之后，宝钢在

国内投资兴建的第五家两片易拉罐工

厂。武汉宝钢制罐项目是宝钢金属与英

和国际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专业生

产铝制两片罐企业，产品主要为王老吉、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青岛啤酒等知名饮

品企业提供铝制易拉罐配套供应服务，

年产能可达４８亿只。

■宝钢股份取向硅钢二期工程建成投产
　１１月 １７日，宝钢股份有限公司取向
硅钢二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工程于

２０１０年３月开工建设，年设计产能１０万
吨，由轧前准备机组、硅钢精整机组等组

成。二期工程工艺及技术由宝钢股份自

主集成，较一期工程缩短５个月。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宝钢股份厚板部行车作业 摄影／姜为强

■宝钢赴港发行债券　１１月 ２５日，宝
钢在香港发行３６亿元离岸人民币计价
债券，这是中国内地非金融类企业首次

赴港发行债券，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

的一宗由内地企业赴港发行人民币计价

债券的交易。此次发行的债券共分三部

分，包括 １０亿元 ２年期债券，利率
３１２５％；２１亿元 ３年期债券，利率

３５０％；５ 亿 元 ５ 年 期 债 券，利
率４３７５％。

■八一钢铁拜城、伊犁钢铁基地项目获
批　１２月１８日，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
铁有限公司阿克苏拜城和伊犁钢铁基地

的自治区核准手续全部完成，标志八一

钢铁“一体两翼”规划进入实质性实施

阶段。八一钢铁“一体两翼”新发展规

划，是以乌鲁木齐本部为中心、阿克苏拜

城南疆钢铁基地和伊犁伊钢生产基地为

两翼的钢铁生产布局。产品以 ２０００公
里为半径，覆盖全疆及西亚地区。年内，

八一钢铁有限公司第三座２５００ｍ３高炉
成功点火开炉；三号烧结机工程投产；南

疆钢铁基地建设项目开工。

■江苏海门钢构项目建成投产　１２月
２３日，由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投资７２亿
元新建的宝钢钢构（江苏）有限公司年

产１５万吨重型高端钢构项目建成投产。
该项目于 １月 ２６日开工建设，历时 １１
个月，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

产”目标，刷新同类项目建设速度新纪

录。公司将依托宝钢高性能钢材和强大

的设计、研发、总包、信息化管理能力，利

用海门市濒江核心区域优越的长江水运

地理优势，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全方位

钢结构系统解决方案。

（张文良　金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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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１日正式运

行，总部设在宝杨路 ８８９号，注册资本
２６８４亿元。至年末，公司在册员工
１５０００余人，其中在岗 １２０００余人。公
司全年营业收入完成１７１５亿元，完成
利润总额６７７亿元。年内推进重点项
目建设，拓展业务经营活动，优化资产

结构，加快核心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内

部管理；开展投资审计、经济责任审计、

财务收支审计、管理审计、国有产权变

动净资产审计复核等各类审计工作，涉

及宝钢发展本部及所属全资（含分支机

构）、控股子公司，审计计划项目完成率

为１４５％。年内，公司“非高炉炼铁渣的
回收处理方法”在纽伦堡国际发明展上

获奖；公司创新成果获第二十届全国发

明展４金４银８铜；获宝钢青年创业计
划大赛金奖。

■生产经营活动　年内完成上海地区生
产服务业生活后勤业务整合和外包；承

揽湛江钢铁生活后勤业务，实现由“业务

操作者”向“集成管理者”的转变。完成

上海地区生产服务业生产协力业务整

合，实现冷轧薄板立式包装机组和热轧

板坯切割业务总包项目试点运作。材料

公司高炉矿渣资源综合利用改造项目

（化产码头）试运行；宝磁公司自主研发

成功超高纯氧化铁红核心工艺技术，建

成国内第一条年产１０００吨的超高纯氧
化铁红中试线，产品品质达到同类进口

水平；工业环境技术部通过优化完善调

度和回收体系，承揽无利用价值污泥处

置业务；宝钢物流完成物流一体化整合；

新事业公司引入库存风险预警管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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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良好的资产周转效率；工贸公司采用

重点经营项目制推进业务拓展，实现利

润总额２５５４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４％。置
业公司实现上海地区生产服务业不动产

集中管理。

■推进重点投资项目建设　重点项目建
设项目按时间进度推进，年内累计完成

宝钢集团下达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

９１％。６月，氧化铁红综合利用产业化
一期项目正式动工；１０月２８日，高炉矿
渣资源综合利用改造项目完成负荷试

车；宝钢文化中心改扩建项目、宝龙固废

资源综合利用环保节能改造项目获宝钢

集团立项批复。

■优化资产结构　开展全面资产盘点工
作，对固定资产、不动产及固定资产信息

系统进行全面梳理，实现摸清家底、理清

资产的基本目标。资金方面实现向宝钢

集团资金平台切换，集中度达 ９０％；债
权方面执行全过程管控，制订明确清欠

目标；存货方面根据业务特性实施最低

库存、安全库存严格管控；股权投资方面

继续推进企业清理。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０日，来自云南曲靖的游客在宝钢股份热轧厂“第一卷”前参观 摄影／姜为强

■完成生产服务业整合任务　完成宝
钢生产服务业上海地区物流业务整合

工作。１月，上海宝钢物流公司成立；
４月，完成物流一体化整合工作。完
成上海地区生产服务业生活后勤整合

工作；７月，按照“业务‘区域一体化’
外包和人员借用”的改革总体思路和

操作原则，在确保业务有序对接、员工

队伍稳定的前提下完成各项整合工

作。７月２６日，举行海宝产业园物流
码头项目建设协议签字仪式。９月，
完成上海地区生产服务业协力业务整

合工作，深化产业协同，与宝钢工程集

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深化与宝钢集团经济管理

研究院合作，开展重点产业研究，建立

新型建材、磁性材料行业风险预警

机制。

■强化管控体系和运营能力建设　全
面启动管理体制优化工作，精简总部

部门与职能配置；加强风险内控体系

建设，建立完善全面风险预警指标体

系；优化提升体系管理能力；有序推进

信息化项目建设，实现资源再生专业

管理系统和宝钢不动产管理系统上

线；开展现场基础管理三年提升评估

工作。

■提升资产运营效率　开展资产运营
效率提升理念宣传，采用点面结合管

理模式提升宝钢发展整体资产运营效

率，摸索出“聚焦资产质量，优化资产

结构”、“聚焦精益运营、提升盈利能

力”、“聚焦战略规划，实现持续发展”

为面，落实各项精细化管理为点的系

统性资产运营效率提升方法。全面甄

别资产质量，针对性开展无效、低效资

产的处置，对宝钢发展所有资产逐项

甄别，除贸易板块和特殊因素外资金

平台集中度达 ９２％；对 ６个月以上债
权制定明确清欠计划；引入钢材贸易

库存风险预警管理；通过压缩内部自

用房产，加大外部招租力度，房产出租

率达９４％。抓住亏损分子公司，剖析
资产运营状况，提出改善建议。借助

宝钢发展学习平台，推广资产运营效

率提升经典案例。

■加快核心人才队伍建设　３月 １９
日，首次举办针对社会市场的宝钢发

展“求贤若渴”专场人才招聘会。聚焦

资源再生、物流和不动产等重点产业，

通过《宝钢日报》等平台发布招聘信

息。优化人才队伍配置，开展直管技

术业务和高技能后备人选推荐、选拔

和审定，制定并落实后备人选三年培

养计划；开展首席操作和高级操作等

岗位评聘工作；健全绩效评价管理体

系，完善《岗薪工资制实施细则》。

■促进员工发展　完善员工服务中心
建设，完成员工服务中心功能和区域

全覆盖（同口径）。启动员工心理援助

计划（ＥＡＰ），成立员工“心晴工作
室”。落实员工发展报告制度，编制

２０１１年度宝钢发展员工发展报告。
开展２０１１年度员工敬业度调研工作。
推进实施第二批接害岗位普查定级，

完善接害岗位数据库及管理流程。１
月２６日，召开宝钢发展首届企业文化
大会；５月 ～１１月，举办宝钢发展第二
届“我们的嘉年华”活动。拟定《关于

开展“发展杯”员工经济技术创新活动

的指导意见》，建立员工创新沙龙活

动、员工创新工作室和员工经济技术

创新小组 ３个层面的《管理办法》；年
内，举办主题为“自主创新展风采、建

功立业促发展”的“发展杯”员工创新

活动月活动；组织 ３０名创新沙龙成员
３７项创新成果参加在山东威海举行的
第２０届全国发明展，共获 ４金 ４银
８铜。

■科研合作　４月，宝钢发展科技管
理部、材料公司、包装管理部与同济大

学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并签订产学

研合作框架协议。１２月２６日，科技管
理部、材料公司与宝钢股份研究院建

立“冶金钢铁渣综合利用联合实验

室”，提升冶金钢铁渣综合利用技术水

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进程。

■降本增效　宝钢发展将降本增效指标
的完成情况纳入各单位ＫＰＩ绩效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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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采取项目化管理，各单位逐级分解可

控指标，作业区或班组以降本数据“上墙

公示”等形式，提前完成冲刺指标的

１５９％。全年能耗总量６１万吨标准煤，
与上年相比，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

约２４％。

■设备基础管理　编制下发《电梯维修
保养管理办法》；建立和完善设备管理体

系；建立完善设备标准体系，９月完成维
修标准的编制与评审工作，１０月实施。
完善建构筑物、空调指导价格体系建设，

提升设备系统人员素质，全年实施培训、

交流以及取证项目２１项。全年累计固
定资产维修实绩占全年调整计划预算的

９９％。开拓公司发生维修费用占调整计
划预算的９９％；昌新公司发生维修费用
占调整计划预算的７８％。

■客户服务管理　明确以大客户经理
制为中心的客户代表服务体系，选取

资源再生事业部为试点单位推行大客

户经理制，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

服务。优化客户服务绩效评价体系，

基本构建完成覆盖宝钢发展下属 ２１
家业务单元的《客户满意度专项评价

体系》，形成贸易类、物流类、不动产

类、生产协力类、后勤保障类 ５大类评
价体系、２７套专项评价问卷，以满意
度管理体系促进服务绩效管理的提

升；启用客户服务系统平台“网上调查

模块”。

■安全环保管理　全年组织各类检查
７８次；各一级业务单元组织检查 ３４３０
次。１１月８日，宝钢发展在宝钢物流公
司设备大院４号高架库举办“１１９”仓储
消防综合演习。开展接害岗位普查定级

工作。全面完成环保责任目标，全年无

环境污染事故。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４日，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召开管理体制优化工作动员会 宝钢发展／提供

■参与宝山区人大代表选举　按照宝山
区和宝钢集团统一部署，参加宝山区第

七届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工作。成立选

举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经过选举

准备、宣传动员和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

推荐和协商以及代表候选人介绍和投票

选举等各项环节；设选举大会２４个、投
票站２３个、流动票箱２个，选举一次成
功。通过民主选举，蔡伟飞、宋燕（女）、

王润禾 ３人当选为宝山区第七届人大
代表。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２月，开办党支部
书记“员工心理辅导师”培训班；开展党

支部书记研修会活动；通过征集和修订，

部分案例入编《宝钢“党员登高计划”

１００例》第三版、《宝钢党组织生活设计
１００例》第三版、《党支部群众工作 １００
例》；创建党支部书记身心健康教练团

队；开展党课教育活动，宝钢发展党委书

记作题为《小支部、大舞台、大责任、大作

为》的党课；６月２４日，举行宝钢发展思
想政治工作预警机制项目启动、“心晴工

作室”揭牌暨协力员工党员服务共管共

建签约仪式。

■推进“三项教育”专题活动　从规范
性、可操作性的角度入手，推进“三项教

育”常态化工作。工作内容上，提出

“７＋α”模式，即明确必须完成的 ７项
“规定动作”，并提出若干“自选动作”选

项，供基层单位选择实施；工作方式上，

由原先“宝钢发展统一布置”转变为“督

促规定动作落实，参与自选工作实施”；

工作对象上，将教育对象由宝钢发展直

管人员向全体敏感岗位人员实施覆盖。

■开展“五个阳光”活动　开展“五个阳
光”活动。一是阳光采购和销售。年内，

监察部加强推进网上采购、网上销售、网

上招标和加强对供应商的管控，全年实

现阳光采购１４６５亿元，其中网上采购
７１１亿元，实现固废资源阳光销售５６３
亿元。二是阳光消费。年内联合有关职

能部门对费用列支较大的１０家单位进

行综合检查，发现共性问题３项，个性问
题３项，并实施监督和整改。三是阳光
工程。继续以工程建设项目“创双优”

为抓手，首先组织召开公司工程“创双

优”工作会议，对各单位前期工作进展情

况进行系统回顾，通报７个方面典型性
问题；其次，对５家一级业务单元就如何
开展“创双优”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工

作解读，累计培训中层干部及项目管理

人员２００余人；再次，直接指导参与公司
重大工程项目“创双优”工作，帮助基层

建章立制，分清责任、实施、监督三大主

体的界定，完善对项目建设中立项、概

算、招标、施工、质量、安全、验收、档案等

重点管理内容和重要环节的监管和“痕

迹”管理。四是推进“阳光管理薪酬”和

“阳光选人用人”工作。年内会同职能

部门指导基层准确理解和落实“宝钢薪

酬管理八条纪律”，两级纪检监察组织坚

持推进纪检、审计成果的有效应用，在重

要人事任免或对拟调整领导人员、拟认

定后备人选时，严格实行纪检监察评估。

五是重点落实“三重一大”制度。年内

两次组织对基层单位贯彻落实“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进行调研和评估，对发现的

记录载体不统一、记录内容不完整等共

性问题在公司研讨会上通报。同时，针

对基层在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中

存在的困惑和建议，会同党委组织部，从

健全和优化流程角度入手，着手对落实

“三重一大”实施细则进行修订。

（张　凯）

３０１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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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与口岸管理
■编辑　刘　娴

港务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华浜分公司　张华浜分公司拥有万吨
以上泊位６个，岸线总长１３２３米，码头
占地５３１０８６平方米。全年完成货物吞
吐 量 ２７０５７１万 吨，比 上 年 增 长
４６９３％；实现总收入 ３８２亿元，增长
６１２％；实现总利润３４８１４６万元，下降
５３１％；完成各类更新改造投入共
２０２６４９万元；完成各类船舶作业１１２４７
艘次，平均船舶计划兑现率 ９２％，装卸
人员劳动生产率３４９０２吨／人；全年浮筒
重大件作业船舶１２９艘次，共计２４６件、
６４１万吨、１４４４万立方米，成功接卸重
达７５０吨出口“石油平台”设备，创近几
年公司重大件装卸之最；公司客户满意

度测评达９９１％。年内，公司被推选为
上海市五星级文明口岸示范窗口，获上

海市四星级诚信企业等称号。

张华浜分公司加强与集团、船方和

货主沟通合作，走访市内外客户单位近

４８０余次，组织召开“２０１１年客户答谢
会”、“集装箱船公司座谈会”，定期召开

货运工作会和经济效益分析会；履行服

务承诺，制定相关服务要求，使外集卡服

务３０分钟承诺制和驳船作业４８小时内
完成的服务承诺总体控制在较好水平。

推进“安全长”体系建设，制定关于设立

区域专职安全员（长）安全管理的方案；

建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持续开

展危险源辨析，运用监控视频，加强安全

管控，完善集装箱码头“四牌一图”（安

全操作牌、安全责任牌、应急措施牌、危

险品告知牌；危险品箱区平面图）设置，

确保港区生产作业运行安全。推进设施

设备更新，完成更新低板牵引车５台、装
载机１台、铲车２台和内燃机吊车２台；
实施部分桥吊技术改造项目，完成 Ｚ１０１
桥吊的置换工作，缓解内贸超重集装箱

的装卸瓶颈问题；开展４次装卸机械专
项整治，完成上级下达的２０１１年“吊车
吊臂安装水平控制装置”安措项目。开

展科技项目研发，完成１００吨液压轮胎
压床、３５吨桥吊全电动轻型吊具、轮胎
吊空载节油装置和桥吊能耗控制辅助系

统等科技项目，并上报集团完成项目评

审工作；“浮筒（锚地）重大件设备装卸

技术研究”和“折叠式车辆坡道装置”项

目分别获集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

三等奖。分公司始终将“三化”（系统

化、信息化、精益化）建设作为企业管理

的重点，注重生产作业“黄金点”、现场

装卸“标准桩”以及车间５Ｓ（清理、清扫、
整理、整顿、素养）管理等核心项目管理；

加快制度建设，成立８个制度预审小组，
召开２０余次集中评审会，对原有的６５５
项制度进行梳理整合，建立１０大类３６１
项制度体系框架，加快两码头制度体系

统一化进程；做好 ＥＡＭ设备管理系统、
富策预算管控系统及金蝶人力资源系统

等调研、开发与试运行工作。举办各类

培训班２０８期，参训人员 ２５０１人次，组
织４４名公司管理人员参加网络在线培
训，全年培训投入费用４３１１万元；组织
职工参加“集团第七届职工技能竞赛”

活动，２人获单项第一名，１人获第二名，
８人获第三名。加强“上港和谐家园”建
设，围绕《构建上港和谐家园体系实施办

法》，制定６０项具体实施项目；加快“凝
聚力”工程、素质工程和品牌工程建设，

组织迎国庆青年大学生辩论大赛、卡拉

ＯＫ独唱比赛、篮球友谊赛、足球联谊赛
等各类文体活动；推进员工餐厅文化建

设，做好宣传策划、设施采购、推进培训

工作，开展“企业文化１００问”测试；关注
职工队伍建设，召开各类座谈会１２次，
及时解决９３条各类诉求和建议，促进职
工队伍稳定。 （陈必银）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分公司　上港集团宝山分公司拥有
万吨级以上泊位３个，码头岸线总长７８０
米；至年末，在册职工 ３８９人。年内，该
公司贯彻落实集团“把握机遇，发挥优

势，创新求突破，转型谋发展”的工作方

针，围绕公司结构调整和正常装卸生产

两项工作内容，全体干部职工发扬企业

主人翁精神，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在面临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做到思想

不乱、管理不松、安全不放、队伍不散，努

力完成各项作业任务。１０月，公司停止
外贸船舶作业；１２月２７日，完成最后一
艘船舶装卸任务。全年完成吞吐量

６１２２万吨，其中外贸吞吐量完成１２３９
万吨；完成营业收入１５７３６３万元，实现
利润１８９３２万元。

宝山分公司自 １９８９年 １２月 ２５日
开港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２７日最后一船收
尾，经历２２年生产作业过程，从第一年
货物

"

吐量完成 ７３万吨，发展到 ２０１１
年货物

"

吐量达到 ６１２２万吨，其中
２０１０年货物

"

吐量最高为６７１７万吨，
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７７６９万吨。

为促进上港十四区的整体转型，加

快宝山滨江建设，根据上海市政府专题

会议精神和相关要求，宝山区政府与上

港集团签订《共同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就宝山新城

ＳＢ－Ａ－４单元地块签订《上港十四区整
体转型开发协议书》，明确开发建设具体

范围、要求、主体、开发方式和推进节点

等内容。宝山分公司２０１２年将开展业务
转移、人员分流安置、资产处置等工作。

（汤诚兴）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泾分公司　罗泾分公司设计年吞吐能
力８６０万吨，拥有码头泊位总长 ２４６０

５０１



米，有６个３万吨至５万吨级栈桥式码
头深水泊位，码头前沿水深 －１３２米；
有１１座５００吨到１万吨级水水中转泊
位，码头陆域面积 ５５４９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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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４２２万平方米堆场、４２万平方米 ４
座仓库连成一体。２０１１年，分公司完成
货物吞吐量 １１３９６６万吨，比上年增长
１３９％，为年度计划指标 １０７０万吨的
１０６５％。完成营业收入 ３７１４４２８万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为年度计划指标
３４４７２４８万元的１０７８％。成本费用支
出３６５９８１３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１％，
为年度计划指 标 ３３９６５２３万 元 的
１０７８％；实现账面利润 ８８７万元，增长
１６８１％，为年度计划指标 ５００万元的
１７７４％；实现考核利润 １１００６４万元，
为年度目标指标１０００万元的１１００６％。

分公司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准确判

断市场走势，推进业务创新，在确保完成

年度生产经营任务的同时，紧盯进出口

设备、内外贸钢材和森林产品“三大”主

攻货源不动摇，不断补充和扩大其他货

源，公司货种结构有较大改善；开展市场

营销活动，公司领导带队走访北京有关

部委办及广州、武汉、株洲、山东等外贸

出口企业和重要客户；加强客户个性化

服务，重点落实风力和车辆两大出口设

备集并工作，培育和发展新的客户群、新

的货种、新的业务。全年签定装卸合同

１２２份，新增中特、圣特、东新公司等客
户１５家，引进出口保加利亚风电设备、
出口马来西亚城际动车、出口土耳其地

铁车厢、特资等高费率新生项目 １０余
项；外贸进口纸浆、钢材比上年分别增长

２９５％和３５１％，外贸出口设备、钢材分
别增长 ３２７％和 １１％。增强生产组织
水平和应变能力，面对经常性船舶到港

不均、库场紧张和劳动力紧缺等多重压

力和困难，完善和提高现场生产管理体

系，重点提高生产组织能力和装卸效率；

发挥生产业务人员主观能动性，集中力

量组织重点船舶、重点货种的快装快卸，

最大限度提高码头泊位利用率和工班装

卸效率。安全、优质完成核电、风电、化

工等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项目进出口设

备的装卸。创新生产管理机制，推进生

产现场水平机械“重进重出”作业，减少

吗啡车空驶率，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库场

运用超常规发挥，全年平均每月入库量

４０２６万吨，超上年 ３５５１％；平均每月
出库量３８９６万吨，超３４５７％；平均每
月堆存量３５０５万吨，超８２１％，超设计
能力４１５６％；最高日堆存量达到４２万
吨。深化客户服务工作和措施，加大客

户服务工作力度，坚持以“用心服务、追

求更好”的服务理念，深化、细化客户服

务管理体系建设，认真兑现客户服务承

诺，加强对客户来电来访核查、处置工

作，始终将服务质量视为公司生存发展

的生命线；创新个性化服务工作，成立以

仓储物流部为主的进出栈队一条龙服务

机制，建立健全相应规章制度，方便客户

业务联系，减少外来车辆滞留时间，提升

优质服务层次。全年随机发放客户服务

意见征询单１９７份，满意率９０７９％；单
船装卸质量验收单 ６９０份，满意率
８４５％；营业大厅接待客户 １５９８次，五
星满意率９９０７％；客户意见簿有３８条
赞美意见，２条批评意见，满 意 率
９５８３％；全年公司客户总体满意率
９２５５％，比上年增加 ０９２个百分点。
牢固树立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针对

生产经营的特点，建立以提高经济运行

质量为主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发挥预

算在日常经营活动中管理和调控作用，

控制和减少预算外支出，全年预算执行

率１００３１％，切实提高公司经济运行质
量。适应港建费等税收政策变化新要

求，做到新老收费工作的无缝衔接；制定

公司二级指标考核办法、节能考核办法

等多项制度，实施奖金分配与生产绩效

挂钩，调动职工积极性；推进生产管理系

统ＢＴＯＰＳ工作，扩大和提高数据采集的
精准度；加强企业财务、计划、统计、审

计、法务等专项管理，落实应收账款催讨

各项措施，公司应收款明显降低，确保资

金链的安全和稳定；推进阳光采购，加大

物资采购和“比价”工作力度，从源头控

制成本支出。全年对定点供应商 ５４２５
票计 ９５０９万元进行比价，节约金额
２７３２３万元，其中重大比价项目１５项计
６９３０６１万元，节约金额 １８７７６万元。
梳理经济合同，完善合同文本，降低采购

成本，规范进货流程，减少经济纠纷，有

效降低公司经营成本。针对近三年老职

工退休进入高峰，合理整合与调整部分

岗位，撤消企业发展部，配备费收丈量

员、现场安监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完成宝

山分公司３５名分流人员招聘安置工作；
完成“集团第七届职工技能竞赛决赛”

承办工作，分公司获散杂货板块团体总

分第一名，１０人获单项前三名；加大对
承包工管理力度，做好新一轮《承包合

同》签约和组织实施，加强对承包公司指

导和监督，强化对人员流动率和安全质

量的预控力度，保证生产经营需要；推进

装卸承包班组长岗位津贴制度，制定外

来务工技能等级晋升奖励若干意见；加

强作业票管理，维护公开、公平、公正收

入分配原则，坚决杜绝作业票弄虚作假

的行为；落实员工年度培训计划，全年共

举办各类培训班 １８８期，培训 ３５７０人
次，其中，外出培训６７期计５６７人次，公
司自主培训１２１期计３００３人次；根据新
进人员集中上岗情况，各部门开展岗位

自主培训，仓库物流部自编教材授课，定

期组织开展新老员工业务交流，推进青

年职工到重要岗位历练及公司新进人员

接岗工作。坚持科技工作一切为生产经

营服务的思想，推进设备管理创优活动，

加强装卸机械“管用养修”工作；开展装

卸机械抢修和装卸工具配套工作，最大

程度满足装卸生产发展需要，年内公司

获上海市设备管理优秀单位称号。完成

《新型叉车齿套研制》、《起重机安全防

护装置技术改进集成》等３项集团科技
进步项目，编写《散装矿渣微粉装船安全

工艺措施》、《中国南车出口列车车辆装

卸工艺措施》等临时操作工艺规定，为安

全操作提供有力保证。加大设备更新改

造力度，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９４７５
万元，完成水工、土建修理项目１３８８万
元。总投资 ４３６７３万元 ２号灰坝改建
简易场地开工建设，可增加库场面积

４９９万平方米；投资３８０万元实施２台
１０吨门机改造；全年新增装卸机械 １２
台，其中５０吨内吊３台、４５吨正面吊１
台、３２吨叉车１台、２４米低平板１台等；
新安装３号仓库无线基站和会议视频系
统等。加大非生产性资金投放，完成食

堂文化建设改造项目，投资５０４万元对
承包工宿舍楼１６７间阳台进行全面封窗。

（吴仲之）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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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经营罗泾二期矿石码头，主要从事进口

铁矿石装卸及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罗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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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厂（原中厚板分公司）物料配送服务。

公司共建有泊位１１个，其中２０万吨级
泊位２个，水水中转小泊位９个，陆域面
积６６万平方米，堆场面积５５２万平方
米。公司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最

好成绩，全年累计完成吞吐量 ４３０８万
吨，比上年增加６９０万吨；完成营业收入
６３７亿元，增加６９４０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１５亿元，增加３９２０万元。公司被评为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设备管理优
秀单位”；被上海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评为上海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港口建设示范单位；职工朱建龙获市总

工会“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职工科
技创新标兵”称号。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区滨江委／提供

年内，公司推进市场开拓、客户服

务。抓住长江航道增深契机，全年走访

客户６０余次，在保证年度计划内货源同
时，新争预算外货源 ９０余万吨。围绕
“安全、优质、高效、低耗”服务理念，兑

现服务承诺，打造服务品牌，全年船期兑

现率达到９８％，客户满意度达到９６％以
上。“安全、准确、及时”完成钢厂配送

铁矿石、辅料３６５万吨。５月２５日，载货
９３万吨“贝特王子”轮船船直过（大船

→驳船装卸工艺流程），实现公司整船直
过零突破；落实重大投资、改造项目。４
月２６日，与上海振华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合同，新增一台 ２１００ｔ／ｈ桥式抓
斗卸船机，总价４９９０万元；１０月，完成总
投资额５１７５万元的堆场挡墙工程建设
实体部分和项目的初步验收工作，为提

高堆场堆存能力和科学化管理水平奠定

基础；完成年度各类项目４５项，签订合
同２３２项，总金额１７６亿元。推进企业
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完成年度科技创新

项目２７项，其中“现代散货码头电能智
能管理系统开发应用”获中国港口科技

进步奖三等奖；获集团科技进步奖３项，
取得直接经济效益２８２９万元；通过优
化作业流程、实施远程抄表等措施，万吨

吞吐量能耗控制在２４７４吨标煤。加强
环保设施维护和投入，通过转运站安装

喷雾装置项目，改善装卸过程中扬尘问

题。加强企业管理，开展和谐企业创建

活动。整理编印《管理制度手册》５册共
计１９９项规章制度；夯实会计基础，提高
财务管理水平，公司被宝山区财政局评

为财务会计信用等级 Ａ类单位；以“和
谐罗矿建设”为切入点，加强员工教育培

训，采取“导师带徒”、技能培训、岗位练

兵等形式开展员工教育培训１４０６人次；
全年共帮困２４０人次１６５６００元，组织员
工疗休养１２批次。 （薛国荣）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邮轮港公司）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由上海市宝山区政府与中外运长航上海

长江轮船公司合资成立，至年末，共有职

工１４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６８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００万
元。开展邮轮临时接泊。３月１４日，皇
家加勒比邮轮公司所属国际邮轮“海洋

神话”号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４
月２３日驶离码头，期间以换乘港作业形
式共进行９个航班的邮轮临时接泊。１０
月１５日，邮轮港公司举行开港仪式，成
功接靠嘉年华邮轮公司旗下“钻石公

主”号邮轮。开展内贸船舶靠泊，全年共

接靠 ４５４艘次，实现营收 ９００万元，其
中，散货船舶９艘次，船厂交接船舶２艘
次，其他社会船舶４４３艘次。代理船票
销售。全年共完成７个航次邮轮的销售
任务，实现营收２５０万元。开展码头固
定租赁及供水供电等辅助性服务性项

目，实现营收２００万元。
２０１１年，邮轮港公司加强内部管

理，员工队伍建设渐趋规范。开展公司

形象建设、员工队伍思想建设和员工多

元化培训。通过 ９个正式邮轮航班的
实战演练，提升员工队伍整体素质。开

展岗位管理、岗位技术、岗位服务、岗位

操作等常规培训，借助公司良好的外事

关系，成功摸索境外实岗培训，提升中

青年骨干的综合业务素质。完善细化

规章制度，在劳动人事、财务管理、工程

管理、安全管理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

步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完善

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为企业依法、规

范、健康、安全运作提供保障。推进项

目建设，邮轮港主体工程逐步向邮轮港

公司移交。公司有关部门先期介入，为

项目的正式接收及设备设施的良性使

用奠定基础。 （高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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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
关　至年末，吴淞（宝山）海关全有干部
职工１７１人，平均年龄３９４１岁；内设科
级机构１４个，业务涵盖通关、查验、物流
监控、加工贸易、稽查、统计、旅检、监审

等，业务门类比较齐全。全年共监管进

出口货物４４万批（含吴淞口岸及外关区
分拨货物），比上年减少５２５万批，减少
５４３８％；监管进出口货物３４９６２万吨，
减少２６８万吨，减少０７５％；监管进出
口集装箱１４６４万标箱，减少１１７５３万
标箱，减少８８９３％，重９６７５万吨，减少
９１６％；监管进出口散货３３９９４５万吨，
上升６４４２％；受理进出口报关单 ２６２
万份，减少４０５７％；受理进出口货物查
验４３９万、４５２７标箱，共查获各类违法
违规案件６５起，立案５７起；共监管进出
境邮轮２０艘次，监管进出境旅客２２９８４
人次，其中进境１１７７６人次，出境１１２０８
人次。全年实现征税入库１７０亿元，比
上年减少１６７１％；归类、审价、稽查、缉
私各业务条线合计补税１３２亿元，上升
９８４％。年内，该关获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
第十五届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以邵东

华先进事迹创作的《平凡的脊梁》，在

“感动海关———我身边的故事”征集活

动中，获海关总署“最佳感动海关故事

奖”，邵东华应邀参加２０１１年全国海关
关长会议，接受颁奖，邵东华事迹同时入

选上海市级机关“好人好事”；有１１人、
１３人次获上海海关重点工作集体三等
功，７人获上海海关重点工作集体嘉奖；
吴淞海关学会中心组获评上海海关学会

“先进集体”。

吴淞（宝山）海关辖区内区域具有

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关区内有吴淞

口国际邮轮码头旅检现场，４个自管码
头、５个查验点、６个进口分拨点、１２个
保税仓库、３个新箱堆场，总计３１个海
关监管场所，共有包括宝钢在内的１３８３
家海关注册备案企业，主要经营钢铁、化

工涂料、硅片、皮革、集装箱制造等行业。

（１）针对重要工业原材料价格大幅波
动，创新思维，科学解难，着力提高监管

效能。一是加强综合治税。面对海监管

场所关停调整，美债、欧债危机，日本受

大地震重创，钢铁等重要工业原材料价

格大幅波动，吴淞口岸应税商品集中度

与进口企业离散度双向背离严重等不利

因素，将２０１１年列为“通关质量年”，打
好税收工作“主动仗”。二是严密实际

监管。共关闭３个监管点，封存上港九
区Ｈ９８６设备，验收辖区 ５家公共型码
头、４家单位专用码头、６家进口分拨监
管仓库；完成军工路堆场设立工作，保证

“苏州号”、“新鉴真号”集装箱监管业务

无缝交接；对保税仓库出库查验和辖区

监管点管辖范围进行调整，实施职能管

辖明确的属地化管理模式；加强人力资

源配置，制定临时监管方案，采取“５＋
２”、“８＋Ｘ”、２４小时连轴转模式确保货
物不积压不滞港。在港区硬件设备配置

不足的情况下，共完成４６个航次、１１８７
标箱的查验监管任务。三是助推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建设。采取登轮监管与随船

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创新运用旅客与行

李分离的通关流程；开设客流高峰期特

需服务与咨询专窗，登船发放指引手册

并提供咨询服务，合理调配人员确保旅

客２４小时通关；邮轮码头正式开港之
前，制订临时通关方案和应急事件联动

处置方案，多次组织现场论证，以优质安

全高效的服务质量，确保邮轮港试运行

期间国际邮轮的顺利靠泊。全年共监管

进出境邮轮２０艘次，累计为２万多旅客
提供通关服务。（２）做好服务，以“为民
便民利民”为宗旨，提升服务大局的适应

力。一是提高窗口服务水平。围绕“细

致周密，服务到位，和谐通畅”的窗口建

设要求，制订《吴淞海关“开展窗口行

动，把关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方

案》，开展“文明窗口”创建活动，实行

“亮牌服务”；实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的社会管理理念，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在

业务现场设立电子显示屏、政务公开栏，

开设咨询服务专窗，派发海关法规政策

宣传手册；组建青年宣讲团，到区内企

业、监管场所、产业园区开展政策宣讲与

业务培训，强化“一对一”、“面对面”的

规范操作指导；举办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海关
政策解读现场会（吴淞海关专场）和吴

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开港海关服务在线访

谈。二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深化邮轮

经济产业政策研究，主动为地方政府和

企业提供船供基地、邮轮物资配送、免税

商店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政策咨询、论证

服务；帮助拓展宝山邮轮经济产业链，改

善邮轮经济发展“软环境”，推进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功能性项目建设，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邮轮母港；对宝山区现代

服务业积聚区和特色产业园进行调研，

根据宝山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

时调整海关服务新思路。（３）带好队
伍，以落实准军事化纪律部队建设为重

点，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是

学军治关，落实准军事化纪律部队建设

要求。按照准军事化建设“内强素质”

与“外树形象”并重的要求，开展“学军

治关”活动，举行队列展示和广播操评比

竞赛，展示关员良好精神面貌，营造浓厚

的“学军”氛围；丰富“铸魂、强能、塑形、

严管”内涵，注重关员的日常养成，开展

“内务规范示范科室”和“群众满意窗

口”创建活动，丰富关警共建内容，学习

部队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队伍作风。

二是把握要义，推动创先争优主题实践

活动深入开展。开展“文明窗口”创建

活动，实行“亮牌服务”，开展“一个党员

一面旗帜”活动，加大对先进典型、先进

事迹的宣传力度；各党支部开展“四比”

活动，即立足岗位比奉献、优化作风比服

务、凝聚精神比干劲、开拓思路比创新，

进一步提升规范执法和文明服务水平；

围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重点推
进“创新发展大家谈”、“党员承诺”、“我

为党的生日献礼”创意作品征集、“他

们、你们、我们的三十年———纪念建党九

十周年”大家沙龙等４项活动。作品《动
画手翻书》、《工章画》分别获海关总署

最佳作品奖和优秀作品奖。三是培树职

业道德，提升海关文化建设水平。将文

化建设纳入总体规划，开展海关队伍建

设大讨论和共同价值取向大讨论，凝炼

具有吴淞海关特质的队伍建设方式和共

同价值取向，培养职业道德、强化海关精

神的引领作用；开展“关长荐书”、“知识

交换空间”、“工间操推广”、“吴爱吴家”

系列健身赛等文化活动，编发《精神文明

专刊》、《交换空间》等电子期刊，集中展

示文化建设成果；修缮关史陈列室、阅览

室、乒乓房等精神文明园地，实施办公场

所添绿工程，增设关员休息室，增设电子

屏，美化报关大厅环境。四是创新队伍

管理，加强海关队伍建设。健全讲座式

培训、课堂式培训和关外自主式选择培

训“三位一体”的教育培训体系，推进学

习型海关建设；围绕提升综合素质，在

“每月一讲”的基础上，自１０月起，邀请
各行业专家举办“精业务、强素质、争四

好”专题讲座，全年共开展１４次全关讲
座式培训；采取挂职锻炼、轮岗交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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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结合岗位空缺，按照“重在培养”的

原则，创造条件让后备干部在业务与行

政、机关与基层岗位间进行交流，提高其

处理复杂矛盾、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姚红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位于长江
口、黄浦江交汇处，勤务岸线南起公平

路，北至崇明岛，西起浏河口，东至长江

口。辖区共有包括国内迄今规模最大、

最现代化的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宝

钢集团原料和成品码头，集装箱集散地

军工路、张华浜、宝山 ３个大型现代化
集装箱转运码头在内的３２个对外开放
码头，５个锚地，４７个浮筒，海港执勤岸
线长达１４４２公里。至年末，该站有干
部职工１９４人，设３个科室和５个基层
科队。全年共检查出入境（港）船舶

１０３５０艘次，出入境（港）人员２０２１２９人
次，分别比上年增加２７２９艘次、６０８８３人
次。其中，出入境船舶６１１７艘次（出境
船舶２３８９艘次，入境船舶３７２８艘次），
船员１１６７１０人次；出入港船舶 ４２３３艘
次（入港 ２６８４，出港 １５４９），船员 ８５４１９
人次；发放登轮证 ９６７５８份，登陆证
２７９７４份，搭靠证１６６０份；简易程序案件
１０３起１０３人次，一般程序案件１２起１２
人次；监管在港船舶 ２８０４３艘次（日均
７６８艘次）。

年内围绕新三年提高边检服务水平

工作目标，抓好专业素质培训，强化服务

定式养成，创新口岸管控模式，完善海港

基础业务，进行勤务改革试点，加强队伍

教育管理，增强综合保障能力。一是创

新口岸管理举措，管控效能明显。引入

风险评估机制，创新船舶码头分级分类

管理；建立驻岛联防勤务模式，创新“两

岛”管理机制；完善巡检联检制度，创新

锚地船舶管理；完善海港基础业务制度，

创新勤务运作和日常检查模式；完善海

港基础业务建设。５月，被公安部出入
境管理局指定为经验交流单位参加全国

提高港口边防检查工作科学管理水平座

谈会；９月，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全站口岸管控创新

工作专门发出简报；１０月，被公安部出
入境管理局指定为海港勤务改革试点单

位。二是创新便民服务举措，做精做强

服务品牌。打造机关办证大厅咨询台品

牌，增加咨询台功能，健全工作制度，提

供优质服务；做强“站长接待日”品牌，

邀请服务对象参加，纳谏建言，共谋提高

服务水平工作；创新服务举措，针对服务

对象提出的需求，４月 １日在辖区罗泾
码头启用办证服务点；推出货主急需登

轮事先预检制度，方便货主紧急登轮；推

出提前申办登轮证等系列服务举措，便

利服务对象登轮。全年共收到服务对象

锦旗１３面，感谢信１１封。三是队伍管
理亮点频出，队伍风正、气顺、和谐稳定。

建立“淞检政工网”，研发“队伍管理信

息系统”和“党务公开系统”，利用科技

手段加大队伍管理力度，网上公布相关

事项，实现政策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完善“三位一体”（单位、民警、家庭）共

管双赢模式，开展“三个一”工程建设，

以一张亲情联系卡、一封家属助廉信、一

份助廉宣传画的形式，加深民警职工家

属与单位的交流和沟通；依托迎接建党

九十周年系列活动和“发扬传统、坚定信

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开展

“红歌讼党绩·党魂铸警魂”歌咏比赛、

“与信仰对话”新老党员座谈会、党史知

识竞赛、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激励民警

职工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罗丽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至年末，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
下简称吴淞局）共有干部职工９９人，内
设３个办事处和８个科室。全年受理进
出境报检 ３３９４４７批次，比上年减少
３１５４２批次；入境非法检申报１８０４０９批
次，减少４４４６８批次；完成进出境检验检
疫２５６７６１批次，检验检疫量与上年相比
基本持平；完成进出口商品检验 ９６２２５
批次，经检验发现不合格进出口商品

５２８批次，其中涉及安全、卫生、环保共
１２０批次，不合格检出率为５４９％；出入
境集装箱查验检疫４５１０５２标箱，检出问
题１７９５４标箱，其中检出空箱不合格１０
自然箱次；检疫出入境国际航行船舶

１７５５艘次、人员４３４４９人次，妥善处置５
次船舶检疫突发事件，监管供船食品

２６７批次，进行现场快速检测１４２批次。
全年共截获各类疫情１３７３１批次，疫情
截获率 ５３５％，其中，危险性有害生物
咖啡果小蠹、双钩异翅长蠹、鹰嘴豆象、

巴西豆象、四纹豆象等１２８批次，媒介生
物１８７０批次，船舶疫情５９２艘次。封存
来自高致病性禽流感、疯牛病、口蹄疫等

疫区船舶上的肉类４７４批次、１９０２２５公
斤，比上年分别上升９０％和６０％。实施
出境动植物产品及木包装熏蒸监管

２８６８７批，输非、输伊监装１０批次。完成
吴淞口岸医学媒介鼠、蝇、蚊监测工作，

共捕获鼠类 ２９只，蚊类 ９２０只，蝇类
７８５５只。完成船舶舞毒蛾的监测工作，
对１２０艘次出入境船舶进行舞毒蛾巡
查，未监测到舞毒蛾。全年共处罚违法

案件４起，无行政复议；完成行政许可审
批２６项，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程序符合
率１００％。

吴淞局围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紧抓上海港航运业务调整契机，一方

面在上海检验检疫局支持下调整完善口

岸业务，增加属地功能。坚持“质量提

升，服务先行”工作理念，树立“抓质量，

保安全，促发展，强质检”大局意识，注重

与宝山区商务委、海关等政府职能部门

及区域内企业沟通与协作，通过学习、合

作和提高，顺利接手区域内１５６家出口
企业，实现业务平稳有序对接。实行检

企共建，建立产品风险预警应对机制，完

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立快速通关放

行模式，合作举办相关产品标准的培训、

研讨、交流活动。实施“一企一策”特事

特办制度，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和大型企

业提供个性化精细服务。强化精细微观

服务，推行“５＋２”无假日工作预约报检
制度；落实惠企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加

大宣传力度，普及和宣讲最新国家政策，

制作《机电产品检验快讯》，方便企业及

早了解 ＴＢＴ／ＳＰＳ最新动态，及时应对。
另一方面抓住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设契

机，依托“口岸卫生检疫查验岗位创先争

优”活动载体，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加强

与邮轮港相关单位的沟通、协作，改善口

岸通关环境，加快通检通关速度，增强口

岸服务功能。在邮轮检疫工作中，加强

与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合作，共同进行现

场查验演练。针对邮轮入境旅客人数众

多、随身携带物品繁杂的特点，分设检疫

犬、“一机两屏”两道关口，实现“人、机、

犬三位一体”综合查验模式，提高禁止入

境物截获率。编写随船检疫、人员及携

带物检疫查验、邮轮与口岸卫生监督等

一整套作业规范；专题研究入境邮轮高

公共卫生风险问题，定期进行搜集、分析

和分类国际传染病疫情，形成邮轮带疫

风险的预评估；综合分析数据，进行染疫

研判并准备对应处置方案；建立健全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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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ＶＶＩＰ用餐及大型酒会食品安全保障
专项方案等。通过严格把关，维护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良好卫生环境，打造“吴淞

船检”特色品牌。吴淞局全年共完成 ９
个航次以吴淞口邮轮码头为母港的邮轮

实靠检验检疫试运行工作，共检疫出入

境人员３１８２２人次，入境托运行李８６９５
件，截获禁止进境动植物产品１１批次；
排查处置入境人员疾病申报１例以及门
式放射性检测仪报警１例。完成大型宴
会卫生监管、生冷食品卫生学调查、医疗

设施调查等７个调研项目，并分别撰写
调研报告；整理完成“海洋神话号邮轮档

案”、“吴淞口邮轮码头档案”，为构筑安

全口岸奠定基础。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７日，上海宝山海事处开展小型内河船舶的集中安全大检查 宝山海事处／提供

年内推进“六五”普法教育，通过开

展培训、交流、专家授课等，提高工作人

员的法制意识。开展业务能力培训，完

善工作方法，提高检验检疫工作水平。

开展“双打”（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打击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质量月”（每年９
月开展，２０１１年主题为建设质量强国、
共创美好生活）等专项执法行动。“双

打”期间，组织各类培训 ２３期，培训人
员近６００人；出动执法人员 ８２０人次，
执法检查 ３２７次，打击各类违法行为
１７０次。全年在集装箱量急剧下降的情
况下，各类疫病疫情检出率保持在５％
以上。推进入境货物全申报和提货单

电子签章，全年通过电子签章放行货物

４８２８３３批次；探索分拨货集中查验新模

式，实现分拨货在仓库集中实施现场取

样检验；优化保税仓库及特殊监管区监

管模式，针对区域内２家进口酒类保税
仓库，采取对货物实施进库检验和出库

核销工作机制，缩短物流周期，节省企

业物流成本。积极应对日本核泄漏、台

湾塑化剂、达芬奇家具等突发事件，及

时启动应急预案、明确职责分工、细化

工作措施。在“塑化剂”事件中，加强对

台湾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化妆品

中各项“塑化剂”的检测，按时完成对

２０１０年以来问题产品的排查、追溯、召
回工作，查获上海口岸首例进口食品添

加剂塑化剂超标、首批 ＤＥＨＰ不合格进
口食品，确保吴淞口岸台湾进口食品安

全。完善硬件设施，健全各类制度，增

强口岸实验室检测能力，推进口岸应急

能力建设，积极与驻港部门协作，开展

包括口岸突发核与辐射、生化和食品中

毒事件在内的２０多次应急处置联合演
练。推进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管理标准体系
建设，做好每季度工作质量检查，将行

政业务贯标和党建质量管理相结合，做

到同步检查、同步整改、同步落实、同步

提高。规范各项工作流程，有效提高行

政管理、队伍建设、查验监管和党建工

作的科学化水平，全年开展工作质量检

查４次，共梳理和修改体系文件５９次，
涉及删除、新增或修改工作规范和工作

记录８９份。依托 ７个业务研讨小组，
开展检验检疫业务知识的研讨和学习，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坚

持科技兴检战略，竭力打造科技质检。

全年上报并成功立项科研项目共４项，
并完成项目评审；有 １２篇科技文章在
相关科技刊物上发表，其中３篇被收录
进《２０１１中国国境卫生检疫学术大会
论文集》。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教

育，全年举办主要党政领导干部讲党课

３次，学习先进事迹报告会、以案说法警
示教育和主题教育活动 ２１次；受理投
诉２起，均为无效投诉；收到感谢和表
扬信７件，客户总体满意度为９５４％。
１月１日，进口服装及仿真饰品纳

入法检目录。吴淞局一线科室组织学习

《ＧＢ１８４０１００３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
术规范》、《ＧＢ５２９６４－１９９８消费品使用
说明 纺 织 品 和 服 装 使 用 说 明》、

《ＧＢ１１８８７－２００８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
定及命名方法》等国家强制标准；开展相

关业务培训，派出业务骨干指导辖区内

监管仓库考核并备案服装中文标签整改

仓库。全年共检验监管进口服装 １５４６
批次、２２４９４５１件、１７３０１４２千克，货值
１９９８０４６７８６美元，共检出标签不合格
１８８批次，不合格率为１２２％；经口岸抽
样送检３５４批次，送检率为２２９％；检出
内在品质不合格 ２７批次，不合格率
７６３％。进口仿真饰品 １６７批次，重量
１７９５０６９千克，货值９８８３６３４９美元，经
口岸抽样送检３５批次，送检率为２１％；
共检出不合格７批次，不合格率为２０％，
重量２０４６９千克，货值３０８４８５５美元。

（葛金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至年末，上海宝山海事处有在职员工

１０４人，其中具有硕士学历１４人、本科
学历４５人、专科学历 ３０人；具有高级
职称５人，中级职称２５人，初级职称５０
人。下设办公室、党群工作部、财务科、

监管科、执法支队、政务中心、指挥分中

心、督察科、宝钢办事处；有“海巡

１０６０”、“海巡１０６１”、“海巡１０６２”、“海
巡１０６５”、“海巡 １０６６”、“海巡 １０６８”６
艘执法船艇，３辆海事专用标志执法车，
并配置有 ＶＴＳ（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终
端设备、２９个可对管辖区域进行实时监
控的探头等。该处管辖区域自吴淞口

河塘灯桩沿长江至浏河口，共 ２８座码
头，年货物吞吐量２３７５亿吨。全年共
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６１５２９艘次；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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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港２１０８６艘次，比上年增加 １５３％；
危险货物申报 ２８８起，船申报 １２３起；
船舶安检 １１６０起；处罚违法船舶及人
员７１３起次，减少１０７％；巡逻艇巡航里
程９９４８６海里，巡航时间 １３７９２７５小
时；组织搜救４３起，获救人员５８人次，
救助成功率 ９６７％。年内，获 ２０１１年
度上海海事局工作考核优秀单位、第十

五届（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文明
单位、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海事局文明标兵单
位、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模范职工之家、长
江水域船舶超载运输专项整治活动先

进集体等称号。

２０１１年３月７日，吴淞海事处举行综合救助演习
吴淞海事处／提供

年内，宝山海事处瞄准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提出的“到２０１５年，基本建成全
方位覆盖、全天候监控、快速反应的现

代化水上交通安全监管系统”的发展目

标，按照“攻坚、转型、发展、提升”的发

展要求，围绕宝山辖区水上安全监管工

作，服务海事事业科学发展，落实排查

安全隐患、深化“链网”工程（打造责任

链、编织安全网）、打造服务品牌，服务

地方经济、健全管理构架五大工作，构

建“四型”（学习型、责任型、服务型、创

新型）海事，践行“三个服务”（服务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服务于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于人民群众安全

便捷出行），全力确保宝山辖区水上交

通形势的持续安全稳定。在落实排查

安全隐患方面，按季度开展隐患排查和

水上安全形势评估，针对辖区监管的重

点和难点，共梳理出包括航道设置、宝

山港池口门、渔网管理、小型船缺少避

风锚地、引航员不规范交接、私渡、故障

船高发７个比较突出的风险隐患，通过
专题研究、对症下药、跟踪督办，全力消

除安全隐患。在深化“链网”工程方面，

与太仓海事局就港界线毗邻水域吸沙

船管理进行沟通协调，多次召开会议，

统一管理方式，进一步巩固打击非法吸

沙船的效果；与崇明海事处协调交界水

域的管理，落实“紧追权”管理工作；配

合协调吴淞海事处等相关单位肇事逃

逸管理工作，基本达到接报后５分钟内
落实协调工作。在打造服务品牌方面，

深化服务内涵，推进“服务满意度评价”

工程，营造温馨执法环境，树立“微笑”

服务窗口形象，推行自行报港签证船舶

“一次办结”服务；开展港建费征收工

作，确保顺利接管；开辟电煤绿色通道，

排忧解难服务港航；简化水工审批流

程，推行便民服务。

在服务地方经济方

面，通过指派专艇实

施全程维护和现场

警戒、开展课题研

究、实施大型邮轮

ＰＳＣ检查、指导吴淞
口国际邮轮码头落

实各项安全措施等

工作，确保邮轮进出

宝山水域安全、靠泊

码头安全，推动地方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在健全管理构架方

面，优化“三层一线”

（每日通知督办、每

周工作安排、每月工

作会议）纵向行政管

理模式，履行“四小

时”回复制；完善“五

位一体”（“三重一

大”决策制度、海事

监管体系、海事督察

体系、行政考核体

系、岗位指导手册）

横向行政管理模式，

坚持“决策、执行、监

督、完善”的闭环管

理精髓，提高各项工

作质量。 （戴浩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至
年末，上海吴淞海事处有在职员工 ３０２
人，其中具有硕士学历１６人、本科学历
１１５人、专科学历１１８人；具有高级职称
９人，中级职称 ４８人，初级职称 ９４人。
２０１１年，上海海事局开展巡查执法模式
改革，组建巡查执法支队，统一交通组织

和水域巡航工作。该处与新成立的第二

巡查执法支队合署办公，辖区范围包括

黄浦江部分水域、长江上海段及长江口

部分水域，全年辖区水上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全年共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

４２４０４艘次，比上年减少２０３４艘次；受理
危险货物申报审批１３７８艘次，防污作业
审批７０６３件；查处各类水上违法案件
２０３５件；组织应急搜救３０２次，救助船舶
４８４艘，人命救助成功率达９９８％。

年内，该处通过分析排摸危险源，与

相关部门加强联动执法，与港航企业、码

头单位搭建合作平台等，协同编织安全

网，共同打造责任链。制订出台《吴淞海

事处“保三头”内部工作流程》，有效解

决张华浜、军工路码头船舶靠离码头、通

过弯头、掉头管理等难点问题；开展隐患

排查和专项整治，加大对采砂作业、砂石

运输及水上水下施工船舶的监管力度，

优化辖区通航秩序和环境。加强对青草

沙水库周边水域日常巡查，保障水源地

水域环境清洁；为电煤油运及重点物资

运输船开设“绿色通道”，实施大型邮轮

“全程监护”，确保进出上海港安全顺

畅。推进海事船艇巡航、执法、搜救一体

化，完善应急体系，提高协同搜救能力，

完成“力鹏１”碰撞等事故处置工作，成
功救起全部遇险船员；组织辖区船舶安

全抗击“梅花”等超强台风，应急处置工

作取得多项成果。强化船舶安全检查、

危防检查工作，提升业务能力。继续实

施“一站式”窗口受理、双休日双人受理、

长航签证点预约签证等便民服务举措。

（吴真真）

１１１

口岸管理



２１１

港口与口岸管理



　工业与建筑业
■编辑　刘　娴

工业
■概况　２０１１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
之年，是宝山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的关键之年，全区工业以“结构调整、发

展提升”为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

进产业能级提升，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全年完成区域工业销售产值２７４４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９９％，其中区属工业销售
产值完成１３３５亿元，增长１３９％；区域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０９亿元，比上
年增加６８亿元，其中区属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４１７亿元；全年工业综合能耗
总量６１６万吨标煤，工业万元产值能耗
下降１２３％；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全
年达到２２００亿元，增长１７６％。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开展工业园区综
合评估工作，按照３大类１４个单项指标
体系对园区内４０７家参评企业进行评估，
其中优良企业 １１７家，所占比例为
２８８％；一般企业 １３８家，所占比例为
３３９％；较差企业 １５２家，所占比例为
３７３％，形成《宝山区工业园区企业评估
报告》。全年共调整企业７３户，减少能耗
３万吨标煤，腾出土地近５３３３公顷。开
展重点区域结构调整，根据区“十二五”

规划总体要求，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吴淞工

业区、南大地区和富锦工业小区等重点区

域调整工作。其中，南大地区一期产业结

构项目上报市经信委７９个，至年末共调
整７５家企业，获市级扶持资金５０００万
元。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围绕新能源、

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加快引进和建设

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全年共引进高新技

术产业化项目１２个，总投资３５４亿元。
加大政策聚焦扶持力度，申报上海克朗宁

技术设备有限公司、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

中心有限公司等４个项目列入上海市高
新技术产业化计划，申报上海普安柴油机

有限公司、法众轨道交通运输设备（上

海）有限公司等８个中央和市两级重点
技术改造专项，获扶持资金５２９３万元。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区域创新能

力建设，构建以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全

年共创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２家，区级企
业技术中心３家；通过产学研合作，有１１
项专利产品获市政策扶持，投产后预计新

增产值１８亿元。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围绕重点培
育５０个骨干企业、重点打造２５个专业载
体、重点发展５大产业的“５０２５５”发展目
标，加强调查研究和集聚区评估工作，推

进生产性服务业载体建设、功能完善和产

业集聚。加强调查研究，组织编写《传感

器技术促进宝山企业转型》、《转型发展，

整合提升—宝山钢铁服务业发展研究报

告》、《上海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服务业

发展报告———宝山篇》等６篇研究报告。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评估工作，从产

业定位、开发建设、产出贡献、功能配套、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等方面，开展生产

性服务业功能区评估工作，完成对国际节

能环保园、智力产业园、“钢领”及钢铁金

融服务产业园等４家功能区的评估。加
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载体建设，全区共有

经国家、市授牌的专业载体９个，生产性
服务业功能区数量排名全市第二。８月，
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和半岛１９１９被认
定为市级创意产业集聚区；推荐上海动漫

衍生产业园等３家园区获评上海市品牌
建设优秀园区。

■强化节能降耗工作　研究制定宝山区
２０１１年工业节能重点工作安排和工业
节能考核细则，分解节能降耗综合能耗

控制目标和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目标。

推进“节能五色管理法”，制定《关于进

一步在工业企业推广“节能五色管理

法”的实施意见》，将管理对象由年耗能

１０００吨标煤以上扩大至年耗能５００吨标
煤以上企业，占全区规模以上企业综合

能耗量超过８５％，２０１家重点用能单位
中的１４６家实现综合能耗和万元产值能
耗双下降。重点推动三大节能。在结构

节能方面，通过实施电力加价收费制度

等措施，对年耗能万吨以上的上海海豹

水泥集团公司、上海三水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和优耐德引发剂（上海）有限公司

实施结构节能，项目调整后年耗能减少

１０万吨标煤；在技术节能方面，对全区
２６家重点用能单位实施４０余个十大节
能工程改造项目，节能量约１万吨标煤，
其中南极光钢铁（上海）有限公司等１１
个项目推荐申报上海市节能技改专项扶

持，节能量６８００吨标煤；在管理节能方
面，全区通过实施管理节能累计达１万
吨标煤，其中粤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宝

山冶金辅料有限公司等成效显著。发展

循环经济，对全区４６家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开展现场检查和享受国家资源综合利

用政策认定工作，推进宝山工业园区、月

浦工业园区一批具备条件的企业实施集

中供热，推进无燃烟煤区建设。

■服务中小企业　以创造中小企业发展良
好环境为出发点，深化政策咨询与宣传、融

资服务、企业与信息交流、教育与培训“四

大”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中小企业发

展。完善工作机制，建立由区经委牵头，１８
个区政府职能部门、１５个街镇（园区）和３３
个经济发展区参加组成的区服务企业“１８
＋１５＋３３”工作网络，明确责任分工，健全
例会和信息报送制度，建立企业诉求处理

工作规范。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推进

区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工作，锁定１３家
拟上市重点企业。４月，上海海隆石油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募集

资金达９５４亿港元；组织协调中小企业开
展集合票据发行工作，上海欧际柯特回转

支承有限公司等３家企业入围，发债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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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亿元。办好高新技术产业化论坛，紧密
结合经济形势、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产业

发展趋势，采取综合类与专题类相结合、专

家学者主题演讲与企业家介绍实用案例相

结合等多种形式，及时为企业解读政策、提

供市场信息；举办中小企业发展扶持政策

专题培训会和贯彻落实《中小企业发展条

例》精神、解读宝山产业发展政策暨２０１１
年宝山工业年鉴发布会两期高新技术产业

化系列论坛。加强政策支持，年内有４家
企业获国家中小企业成长发展专项资金项

目支持，争取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共８１０万
元。其中，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３家企业获２０１１
年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固定资产建

设类技术改造项目支持；上海银兴担保有

限公司获２０１１年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担保业务补助项目支持。 （王　琳）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０１１年５月７日，宝山工业园区举办篮球、乒乓、羽毛球体育比赛 宝山工业园区／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１年，按照区委、区政府对
宝山工业园区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围绕

区“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发挥区位优

势，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加快

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

能级，促进二三产业协调融合发展”的总

体战略，统一园区调整发展思路，分解年

度目标和任务，细化阶段性工作重点和

目标。全年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６６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完成增加值 ２２７
亿元，增长２０％；完成税收４１亿元，增
长１３％；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９５９１万元，
增长１４％；完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１６

亿元，完成年计划 １０７％。落地型企业
税收、财力增幅较大，均同比增长４２％，
海隆集团、雪花啤酒、松川电子等企业增

长较快。

■加快园区产业转型　加大工业项目招
商和建设，推进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经营

性用地储备和建设，启动商业及房地产

项目。上半年，占地６４７公顷的旭辉房
产项目完成立项、供地、环评、报建等相

关手续并开工建设，年内实现销售；完成

园区金石路北侧经营性用地９８公顷动
迁腾地工作，年内挂牌；提前完成沪太

路、罗北路商用地块１６公顷地块动迁。
推进南京美强集团建设园区城市综合体

项目、罗森宝一期商办房产招租和商业

设施建设，加快二期２４７公顷商务用地
建设。

■争取工业用地指标　至年末，园区累
计开发利用土地６９３３３公顷。其中，工
业用地 ４９３３３公顷，市政用地 ２００公
顷。注重从源头上确保引进项目的质

量，瞄准九大类高新产业类项目（新能

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

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

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做好现有项目包装，使新项目纳入

九大高新产业土地指标的绿色通道。全

年共完成７个高新技术项目的用地招拍
挂，３个高新技术项目的用地指标申报
工作。

■推进产业项目　全年共有１８个在建
项目（包括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开工的中远川

崎、太平洋机电、宝钢包装等１５个先进
制造业项目）。６月，中远川崎工程竣
工，至年末共有８个项目竣工投产。全
年新签约２０个项目，总投资４０多亿元。
推进上汽集团彭浦机器厂、Ａ８数字音乐
产业基地、南京美强控股集团商业、房产

等项目。

■完善企业服务　改进和完善企业服务
功能，建立企业注册登记、项目报批报

建、财政扶持政策、企业融资和上市辅导

服务等企业服务制度。调整招商引资奖

励办法，鼓励引进现代服务业和招商引

税工作。

■海隆集团成功上市　４月２１日，园区
落户企业海隆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

市，成为宝山区第一家上市企业。海隆

集团成立于２００５年，注册资本１５亿元，
主要提供钻杆、输送管和 ＯＣＴＧ防腐涂
层涂料。２００８年业务拓展至油田服务
领域，初步专注钻探服务，不断扩大服务

范围。根据Ｓｐｅａｒｓ报告，按２００９年销售
计算，海隆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钻

杆及 ＯＣＴＧ涂层涂料服务供应商，同时
是中国最大的油气输送管线涂层涂料供

应商。２００７年６月，公司筹备在香港上
市；２００８年初重组；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
召开上市启动大会，１２月 ６日递交 Ａ１
申请表；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通过上市聆讯，
４月２０日定价，４月２１日在香港联交所
主板开始买卖，海隆控股股份代号为

０１６２３，股份以每手 １０００股买卖。香港
公开发售部分录得超额认购３０２倍，国
际配售部分亦录得多倍超额认购，发售

价定位每股２６０港元。海隆于全球发
售合４亿股股份，其中９０％以国际配售
形式发售，其余 １０％在香港公开发售。
海隆全球发售集资净额约为 ９５４亿
港元。

■开展稳定工作　年内开展建筑市场整
顿治理，成立工作小组，召开建设企业整

顿自查会议。通过自查，全面梳理存在

问题，理出重点薄弱环节；加强施工现场

管理，做到文明施工、安全施工、不出事

故；开展对拟开工企业施工员、质量员、

安全员事前培训；加强对租赁厂房企业

的准入、生产、环保、安全等监管，减少安

全隐患。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和检

查，开展食品安全检查，建立定期回访制

度。全年信访、集访事件比上年大幅下

降，社会稳定总体受控。 （沈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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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完
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３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６３％；完成增加值 ４５亿元，增长
２７５％；完成税收总收入 １３６亿元，增
长４１９％；完成区级财政收入３２亿元，
增长３４４％。全年完成落户企业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５家、上海市重点技改项
目５家、节能产业结构调整２家、服务业
发展配套资金１家、创新基金４家、“小
巨人”４家、产学研合作８家，新增企业
中心２家。全年园区综合耗能６６１００吨
标煤，比上年下降 １３６％；引进道具广
告制作等 ６家企业消化空置厂房 ９４４５
平方米。９月，上海钢联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普安柴油机有限公司项目开工建

设。年内，有序推进上海相宜本草化妆

品有限公司、上海马拉松·革新电气有

限公司等一批在建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１年３月５日，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召开基层党组织书记工作例会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供

■园区综合管理　开展社会管理创新试
点活动，抓好“综治进企业”和“六位一

体”（即集综治、警务、流动人口管理、治

保、调解、群防群治于一体）综治警务室

管理；建立外来人口常态化管理机制，完

成小孟介生产队视频监控封闭式建设，

对园区９个环境脏乱差地区开展集中整
治。共接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１３６件
（批），全年案发总量比上年下降 ５％。
年内与１４９家单位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
和食品安全责任书，提出检查整改意见

１１２０余条，对９家违章单位进行处罚，全
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９月，城市实
验幼儿园建成开学。投资３０万元装修
改造丰翔新城居民区老年活动室；引入

宝山１９路公交车。完成园辉路中修工
程，修缮３座危桥，粉刷行政村内９条行
人通道；全年新种绿化面积 ３０００平方
米，补种绿化１５万平方米，并聘请第三
方进行养护。年内，园区通过宝山区环

境保护和建设协调推进委员会扬尘控制

区验收审核。汛期内共启动应急响应

１７个班次，出动人员１２５人次，确保园区
安全度汛。

■民生保障工作　年内为３６１名农业人
员和９４６名镇保人员落实农村合作医疗
保险，组织７５３名老人参加医疗下乡免
费体检和义诊，组织４５７名妇女参加免
费妇女病普查；对１６９名征地养老对象
提高养老金标准，对５４６名征地劳动力
提高补助费标准，推荐就业上岗５３人，

对１３００名６０岁以上老年村民发放“老
人节”、春节补贴。完成６７００名落户企
业职工综合保险转城保工作，完成企业

工资集体协商８３家，集体劳动合同签约
１万余人。成功调解 ８４起劳动争议案
件，成功率达８２％。

■园区党建　围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组
织开展评优表彰、园区运动会、知识竞赛

等“七个一”系列活动，共有６名党员及
３个党支部分别被授予市、区级先进称
号。完成三星、五星村村委会、党支部换

届选举工作；完成园区第二届商会换届

选举工作。全年新成立非公企业党支部

４个，新发展党员８名，新建独立工会３
家，新增会员２０５人。 （夏文涛）

建筑业
■概况　全区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６０９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０％。区域内
三级资质以上建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

产值５３５４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４％，其
中在外省完成产值 ３６８３５亿元，增长
１１８％；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２５５２万平方
米，增长２２５％；房屋建筑竣工面积４２５
万平方米，下降３２％。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冶）是一

家从事ＥＰＣ工程总承包以及检修协力、
钢结构和相关的装备制造、房地产开发

和国际工程业务承包的大型国有企业，

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管的中国冶金科

工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国家建设部核发

的房屋建筑、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双特

级资质，冶金行业甲级设计资质、建筑行

业（建筑工程）甲级设计资质，建筑智能

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资质、市政公用、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以及

地基与基础、土石方、钢结构、机场场道、

无损检测、炉窑、防腐保温等多项专业承

包壹级资质，以及 ４０余项其他专业资
质。２０１１年，上海宝冶公司的营业收
入、经济效益、利润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

均有大幅上升。至年末，公司共实现营

业收 入 １６７４０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０１０％；年末资产总额１５３１６亿元，增
长２０８５％；实现总产值１４３３１亿元，增
长１０６５％；实现利润总额６６６亿元，增
长１７６７％；实现利税总额１３０４亿元，
增长 ８３１％；。公司主体员工有 ４５７７
人，返聘人员 ２２人，外劳力人员 １５３３
人，公司在岗员工共计６１３２人。
２０１１年，公司找准市场定位，及时

调整营销策略，实现市场开发新突破。

全年共组织投标６０８项，中标３５３项，新
签合同金额１６４３８亿元。在冶金领域，
连续中标安钢１５５０冷轧、安钢４７００立
方米高炉、鄂钢新２号和３号转炉、宝钢
取向硅钢、山西中阳钢铁体系升级改造

工程等冶金项目；中标中国台湾台塑集

团新建设计年产量７２万吨的不锈钢厂
总承包项目，成为台塑在大陆冶金市场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在石灰窑领域，创

新经营模式，围绕 ＥＰＣ总承包模式的发
展、延伸和成熟，承接石灰窑 ＥＰＣ总承
包近 ３０座，市场延伸至天津、河北、新
疆、内蒙、青海、广东、广西及长三角等

地；并在ＥＰＣ总承包模式之外承接石灰
生产的后续保驾服务工作，ＥＰＣ－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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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实施成为新的市场培育点和利润

增长点。在民用建筑领域，相继中标福

建三明市体育中心钢结构及金属屋面工

程、厦门国际会展三期主楼工程、马鞍山

市会展中心工程、深圳第一创业大厦、中

国医科大学沈北新校园主体工程、防城

港市职业教育中心项目一期工程、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航站楼１０万平米屋面系
统工程等项目。在检修工程领域，全年

实现检修产业合同签约额共计７亿元，
比上年增长７％；完成检修产业产值６７
亿元，增长 ７％。在沙钢签约额突破亿
元大关，沙钢成为公司仅次于宝钢股份

的第二大常规检修基地。在保障性住房

建设领域，至年末，公司开发商品房和保

障房项目建设面积累积超过 ３００万平
米。其中，上海宝山罗店大型住宅社区，

总投资４０多亿元，建筑面积７１５万平
方米。年内，该项目经历有关单位对工

程安全、质量、合同管理等项目工作共计

３１次审查，均获得高度评价；安全管理
方面，该项目在上海市安全生产管理体

系４个季度４次检查中，获３次优良，１
次合格，综合达到优良标准；该项目获第

二批全国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示范工程称

号、获评中冶集团２０１１年度安全质量标
准化工地。扬州、慈溪等地保障性住房

建设基地建设推进顺利。在民建市场，

继续推进珠海十字门、河北保定万博广

场、马鞍山体育会展中心等多项具有重

大影响的地标工程。

上海宝冶创新平台管理，健全完善

组织体系，组织重大科技专项攻坚，多领

域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其中，《大跨度预

应力钢结构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获

２０１０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编写发
布《技术总结论文管理规定》等管理流

程，组织２个中冶工程技术中心，制定管
理制度和研发计划，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和研发团队，通过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

两年一度的评价考核；公司组织研发《美

标超高层建筑结构分析及节点设计方法

研究》等１２项科技成果通过中冶集团组
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宝冶成为中冶专项

研发的重要牵头单位；公司编制发布《地

下室排水板防水施工工法》等２０项企业
工法、５部企业标准和４部行业标准，其
中２部获国家级工法、１５部获部级工
法；在申请专利及报奖方面，公司全年共

申请专利１００项，１０项科技成果获上海
市发明成果奖、４项技术获中冶集团科
学进步特等奖。 （鲁　忠）

■五冶集团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五冶集
团上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

冶）是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核心子公

司，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冶股份的成员单
位。至年末，上海五冶注册资本３３亿
元，总资产４１５亿元；拥有冶炼、房屋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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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类专业技术管理人员２４２８人，其中
教授级高工３０人，高级职称２６１人，中
级职称５１１人，初级职称 １１３１人，其他
４９５人。

２０１１年是上海五冶“三五规划”开
局年，公司坚持“创新、责任、转型”指导

方针，积极拓展市场、优化产业结构，夯

实基础管理、提升经营质量，转变发展方

式、创新经营机制，严格成本控制、狠抓

风险管理，为“三五”开局奠定良好基

础。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６８７亿元，比上
年增加 ２７亿元；新签合同额 ７５９亿
元，实现利润２６７亿元，利润增加０７７
亿元。公司全年申请专利７１项，获授权
专利２５项；评审、发布企业标准１９篇；
形成企业工法１４项，省部级工法６项；
形成技术成果２１项，其中通过中冶鉴定
１０项；在省部级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２８
篇。年内组建“中冶干熄焦炉施工与维

护工程技术中心”，厦门金桥卷烟厂工程

通过“中冶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

程”验收，国家标准“硅钢设备安装验收

规范”通过建设部标准委员会立项评审。

公司获中冶集团２０１１年科技创新优秀
团队奖，获中冶集团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
项、三等奖２项；获中冶集团专利技术奖
银奖１项，科技论文奖５项；“干熄焦使
用寿命检修维护技术研究”获国家财政

部２０１１年度财政支持项目科技进步二
等奖；“转炉工程改造安装技术研究与应

用”获上海市安装协会技术创新一等奖。

年内，公司首次以主体承建身份承建的

“宝钢五冷轧工程一期”、“首钢京唐冶

炼工程一期”工程分获国家鲁班奖、国家

优质工程金奖；公司获２０１１年上海１００
强企业称号，并跻身上海市２０１０年施工
企业综合实力排名 ３０强（位列第 １４
名）；公司蝉联“全国建设工程优秀项目

管理成果一等奖”；“创一流工程、建精

品硅钢”获中国建筑业协会优秀项目管

理成果一等奖；３人获全国工程建设优
秀项目经理称号；２篇ＱＣ管理成果获全

国工程建设系统优秀成果一等奖，１篇
获二等奖，７篇获全国冶金施工系统一
等奖，１篇获“上海市工程系统一等奖”。

（刘晓龙）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公司隶属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注册资金

３亿元，是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的国有大型综合施工总承包企业。公司

下设张家港、浙江、江西、晋江、武汉５个
区域分公司，建筑、基础、设备安装、钢结

构、城建５个专业工程分公司，宝钢工程
分公司、３个工业工程事业部及 ４个直
管单位；具有冶炼工程、房屋建筑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三个施工总承包一级等资

质；具备中国钢结构制造企业特级、美国

ＡＩＳＣ认证、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
书，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等专

项资质。至年末，公司在岗员工 ３１６７
人，其中管理人员１６２８人，工程技术人
员６６４人；博士研究生６人，硕士研究生
６７人；具有中高级职称７２２人，一、二级
建造师 ２６６人。公司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
２０００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２００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ＧＢ／Ｔ２８００１－
２００１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年内，公司贯彻集团稳健、可持续的

经营方针，以管理密集、技术密集、主业

突出为发展方向，拓宽市场领域和区域，

调整组织结构，完善管理制度和内控机

制，主要经营指标和财务数据均保持历

史同期较好水平。公司全年共完成营业

收入６６７亿元，比上年增加 ４６亿元；
新签合同额 ８０５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２４５亿元，利润总额增加０７１亿元。全
年共累计承建项目２６４项，其中总包项
目１９６项、分包项目６２项、ＢＴ和ＥＰＣ项
目（建设—转让、设计—采购—施工）６
项，工程分布于长江以南多个省市和沙

特、马尔代夫等６个国家。在冶建市场，
公司连续中标沙钢１４２０毫米冷轧、沙钢
润忠３号电炉工程、沙钢安阳永兴转炉
连铸工程、宝钢取向硅钢二步（一标

段）、宝钢焦炉系统升级综合改造工程焦

１标、南钢节能降耗调整产品结构技术
改造项目宽厚板工程（二标段）等大型

冶金项目，巩固宝钢和沙钢等大客户市

场份额；扩大在南钢、重钢、中天钢铁、宝

钢湛江等地的市场规模。在工业建筑市

场，公司取得浙江鹏德微电子 ＥＰＣ总承
包项目、普洛斯昆山千灯物流园 ＥＰＣ总
承包工程、宝钢钢构年产１５万吨钢结构
项目、江苏吉鑫风能年产３０万吨大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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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电机项目等重要工业建筑项目；与

力拓、巴斯夫等大客户进行前期接触，为

下一步开展高端业务奠定初步基础。在

民建、市政市场，公司连续承接合景峰汇

七期、十期，上海嘉定菊园、南京上坊保

障房项目、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扩建

工程、泰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等项目；与恒

盛地产、合景泰富等一些大客户建立起

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海外市场，公司首

次以ＥＰＣ总承包形式中标沙特达吉姆
油罐区总承包工程，中标阿尔及利亚国

际会议中心、印尼综合钢厂钢结构、斯里

兰卡汉班托塔国际机场等工程。

年内，公司获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建筑
施工企业综合实力排名第９名、２０１０年
度上海城市公众满意企业、２０１０年度上
海市诚信企业、国家优质工程奖３０年先
进单位等称号。公司承建的重钢 １７８０
热轧板带项目获“冶金行业优质工程”

奖，武钢二冷轧电镀锌主体工程获“楚天

杯”，宝钢不锈钢六标（后续）工程获“上

海市用户满意工程”及上海市“金钢

奖”，江阴市民水上活动中心工程获上海

市“金钢奖”，江阴国际会展中心工程获

无锡市“太湖杯”。公司主编的《烧结机

械设备工程安装规范》和《空分制氧设

备安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两项

标准获国家住建部批准；组织完成工法

编写３８篇，其中《板坯连铸机安装工法》
获国家级工法；完成专利申报３０项；发
布ＱＣ成果３０篇；组织申报７项中冶集
团科技成果奖，其中１项成果获集团科
技进步二等奖。 （乙福祥） 中国二十冶集团公司承包建设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镍钴项目 二十冶／提供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年内，公
司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适度相

关多元化作为转型目标，“调结构、转方

式、促发展”。全年实现利润８３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４９１１％；营业收入 ２１９２９
亿元，增长 ３２８６％；新签合同额 ３００４
亿元，增长４４１６％，再创历史新高。至
年末，公司在册人员１３１１２人；在岗人员
９７８４人，其中管理人员２９６５人，工程技
术人员３１８１人，工人３０５５人，服务人员
５８３人。年内，公司获“中国建筑业企业
竞争力百强”、“中国优秀施工企业”、

“全国安装行业先进企业”、“中国施工

管理协会技术创新先进企业”、“上海市

建筑业诚信企业”、“上海市建设工程质

量先进企业”、“国资委法制宣传教育先

进单位”、“中国中冶统计工作先进单

位”、“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等

称号；获中国中冶安全质量示范工地 ５

个、省市级文明工地 ７个；获“上海市
２０１１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履职考核成绩
突出单位”、“全国安全文化先进单位”

和“全国冶金系统青安杯竞赛优胜单

位”称号。在上海市建筑（集团）企业经

营实力排名第六。

全年共竣工单位工程５３５项，验收
一次合格率１００％，参加评优的４６项单
位工程均被评为优良工程，共获２７项省
部级以上优质工程奖。其中，在“国家优

质工程奖设立３０周年”评选中，公司承
建的宝钢一钢１７８０热轧、首钢顺义冷轧
和天铁冷轧薄板酸轧线工程，分别获突

出贡献单位及经典工程、精品工程奖；首

钢顺义冷轧薄板和宝钢五冷轧带钢工

程，分别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

家优质工程金奖”。公司开展节能环保

和绿色施工活动，万元营业收入综合能

耗同比降低 ３６％；承建的东方丽都二
期、嘉定南翔地块商住楼、月浦宝月花园

以及贝岭技术研发中心工程均通过上海

市绿色施工创建达标考核。通过完善质

量、安全管理体系，强化现场质量、安全

管控，年内取得无质量事故和无轻伤、重

伤、死亡事故的历史最好水平。扩大冶

金项目市场阵地，在确保现有冶金市场

占有率的前提下，开拓新疆、福建、广西、

陕西等新的冶金市场，签订阿拉尔三五

九钢铁、胜宝钢厂、营口五矿高炉、迁安

燕钢热轧、南钢宽厚板、中天钢铁、新疆

和静、宝钢八钢、福建宝钢德盛、广西柳

钢、陕西汉钢、辽宁凌源钢铁等４０余项
冶金项目，累计合同额 １２９０９亿元，占
新签施工合同总额的５０２５％。增加非
冶金施工合同大额订单，开拓非冶金市

场，新签珠海横琴市政工程、陕西富平生

态水泥、四川邮政储蓄银行、天津东丽住

宅、浙江和泰综合体、上海２１１工程、广
西百靖高速公路、吴淞医院新建外科大

楼等２０余项非冶金项目，累计合同额
１２７８２亿元，占新签施工合同额的
４９７５％。拓展海外市场，新签越南冷
轧、尼日利亚冷轧等海外施工合同 ５１
亿元；签订斯里兰卡科伦坡外环高速公

路框架协议，合同价约３亿美元。
公司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

步伐，落实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有保有压等

措施，增强抗风险能力，提高盈利水平，完

善工程总承包、房地产开发、装备制造、工

厂服务等主业板块。促进企业传统施工

板块的不断升级，湖南常德大道改扩建工

程ＢＴ项目，主车道全线试通车后进入回
购阶段；珠海横琴市政基础设施 ＢＴ项
目，进入施工建设阶段；签订四川邮政储

蓄银行、陕西富平生态水泥厂等ＥＰＣ、ＰＣ
高端建筑项目，共计７０１亿元，占公司新
签合同总额的２３３％。年内，公司控股
参股的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项目共计１９
个，在建施工总面积２７８５万平方米。其
中，上海、天津、秦皇岛、齐齐哈尔等１０个
商品房项目进入销售阶段，签约销售面积

１６６１万平方米；芜湖保障性住房项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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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回购阶段，回购面积８８６７万平方米。
公司与渤海钢铁集团合资，成立天津中际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形成高端产品竞争优

势；与中信泰富达成合作意向，拟定承包

西澳ＳＩＮＯ铁矿的生产运营、技改、检修
等服务项目；签订湘钢、天钢和日照钢铁、

天铁热轧、首钢迁钢冷轧等检修合同，金

额约２亿元。
公司优化资源配置，理顺管理关系，

促进企业发展。调整企业发展部、经营

计划部和企业文化部的管理职责，整合

金结构和制造分公司后成立钢结构分公

司。加强预算管控，将财务预算指标层

层分解，采取与相关单位负责人签订《经

营管理目标责任书》方式，把资产运行质

量等指标纳入其年薪考核，加大考核权

重，使其在保持一定规模的同时，更加注

重资产运行质量和财务风险，确保年度

预算指标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处置低效

资产，完成公司内部及中国中冶对低效

投资和资产的处置审批程序，处置沙河

老基地的土地和构筑物、东方丽都和长

沙万达的抵账商铺、宁波的闲置商品房、

天津的中冶置业和天管钢结构的股权等

资产。强化资金管控，加强资金信息化

管理和预算管控，确保资金高效运行；严

格清理银行账户，实现资金高度集中；全

面推行票据支付业务，降低财务费用成

本。通过强化资金管控、监督预算执行、

拓宽融资渠道和提供资金保障，为产业

结构调整和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狠抓降本增效，实施全员、全要素、

全过程的成本控制，核定管理费用指标

并将其纳入所属单位负责人绩效考核管

理；针对效能、效率、效益中存在的问题，

开展执法和效能监察，交流项目降本增

效的管理经验。加快结算进度，依照《工

程项目预结算管理办法》，与分公司和项

目经理部签订《项目竣工结算目标责任

书》，确保项目结算工作的顺利进行；在

发布项目竣工结算时间计划和通报竣工

结算计划完成情况的同时，重点跟踪管

控十大竣工结算项目。全年完成竣工结

算项目１３８项，竣工结算造价 ５２４１亿
元。加速债权清理，对已完未结形成的

存货，加大与业主的结算力度，奠定清欠

基础；对信用度差、恶意拖欠债务的业

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全年回收工程款１２８５４亿元，降低应收
账款的坏账风险，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

完成特级资质申报，按照住建部《施工总

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实施办法》，组织

完成冶炼特级资质就位申报工作，核查

结论在中国中冶子公司中名列前茅。开

展质量、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内部审核，通过中建协认证中心的复评

审核。推进信息化建设，通过改造网络

中心机房，扩增财务管理模块，增购久其

网络报表和报销系统等功能，实施档案

管理、移动办公和标准自动更新等系统，

提高信息化的运行质量和管理水平。财

务信息化管理处于中国中冶子公司领先

地位，人力资源实现业务动态管理和绩

效考核电子化，办公自动化协同应用实

现零距离、零时滞远程网络办公，综合项

目管理系统应用能力和覆盖率全面提

升。加强风险管控，促进规范管理。加

强审计监督，通过扩大审计范围和类型，

构建以风险为导向、控制为主线、治理为

目标、增值为目地的审计模式，加强过程

审计和监督，有效构筑抵御风险的防火

墙。加强法务管理，将风险管理嵌入日

常业务流程，用诉讼标准和要求规范管

理环节，把处理纠纷与改进管理相结合，

建立风险管控和纠纷处理机制，制定纠

纷过错分析制度，编制４０余万字的风险
防范技能手册。全年发生的重大诉讼均

为主动维权提起的诉讼，无自身过错案

件。加强内控检查，组织财务资产部、经

营计划部、物资管理部、人力资源部、项

目监管部、法务部等部门，对２９个单位
开展历时２个多月的企业内控检查，通
过检查与考核，达到发现问题、整改问题

和规范管理的目的，提升企业的管理水

平。加强合同风险管控，按照合同管理

制度进行合同评审；对重大合同进行风

险交底，提出风险管控建议，强化事前预

警意识，坚持从源头上控制风险；针对建

设工程合同缺陷和履约情况，定期进行

分析报告。加强风险项目管控，依照《风

险项目经营管理办法》，确定风险项目

３６项，合同造价４６０３亿元，通过签订风
险项目目标责任书及定期召开风险项目

进展会议，强化风险项目的过程管控。

加强投资风险管控，依据财务指标梳理

投资项目，暂停新ＢＴ和房地产开发项目
的运作，暂缓新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调

整ＢＴ和保障房项目投资的速度，查纠投
资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４月，公司召开企业改制后首届科
技大会，规划今后５年的科技创新工作。
公司全年新申请专利共２０６件，获授权
专利１２９项。主编并发布国家标准《轧
机机械设备安装规范》；１２月，编制完成
国家行业标准《冶金工业自动化仪表施

工验收规范》；升级换版国家级工法《预

应力土层锚杆工法》和《１１０ＫＶ／１０ＫＶ变
电所调试工法》。年内，公司获“中国中

冶２０１１年度科技创新优秀团队”称号；
天津有限技术中心获“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岗”称号。全年共完成科技成果鉴定

２１项，其中３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科
学技术奖１８项，创公司历年获奖之最；
“超大型回转窑安装技术”获中国冶金

科学技术奖；“横琴新区环岛北片主、次

干路市政道路工程”和“天津冶金轧一

搬迁改造工程”，被确定为２０１１年度中
冶建筑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开发形成

的特大型磨机模块化施工技术，获中国

中冶科学技术一等奖，并在西澳ＳＩＮＯ铁
矿工程成功应用。制定《技术秘密管理

办法》，强化知识产权内控管理；推进中

冶轧钢工程技术中心建设；天津有限技

术中心被认定为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

承担的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智能化高

效节能环保轧钢工程管道安装成套技

术”获国家财政部资助。全年共获国家

财政资助３４０万元，实现技术研发费加
计扣除抵免税２４０余万元。

开展员工招录和培训工作，全年共

新招录员工８４１人，其中录用高校毕业
生７４８人；举办海外项目经理、建造师
和专业技能培训班及中层干部管理能

力高级研修班等１２５期，培训１０４３５人
次；３人获国际项目经理资质证书；１人
代表中冶集团参加全国冷作工技能竞

赛，获全国第 ５名。开展项目经理、副
经理及总工程师竞聘工作，将竞聘选拔

的３０名人员纳入集团公司后备干部管
理；对６２名中层干部进行岗位交流，提
拔聘任 ３１名中层干部。开展主题为
“立足岗位做贡献、提升发展创佳绩”的

“创先争优”活动，召开“创先争优”表

彰大会；围绕建党９０周年，开展知识征
答、书画摄影、文艺汇演及体育比赛等

系列活动；围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工

程优质、干部优秀工作，与所属单位及

中层干部签订责任书和承诺书，加强廉

洁从业教育，扩大平安单位创建成果。

在扶贫帮困送温暖工作中，全年共走访

１５１５户，慰问１３８３人次；将外来从业人
员纳入上海市城镇员工社会保险范围；

为集团公司本部在岗和内退员工购买

综合 意 外 保 险，全 年 赔 付 率 高 达

１７９２２％，共计２８５人受益。持续开展
安全文化、诚信文化、青年团队文化建

设及项目企业形象设定等活动，将企业

理念和文化逐渐向经营管理、项目管理

及施工生产中渗透。 （李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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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贸易·招商服务
■编辑　经瑞坤

吸收外资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吸收合同外资
２１６０７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７％；实到外
资１６９０８万美元，增长８％；批准外商投
资项目１１７个，其中新批８８个，增资２９
个，增长２７％；项目涉及地区总部、信息
技术、海上应急服务、文化创意、会展服

务、外资影院等新型领域，项目行业结构

趋于优化。林肯电气总部、美国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ＭａｒｉｎｅＧｒｏｕｐ公司、希杰星星（上海）影
城有限公司、耀进（上海）会展服务有限

公司、美焕（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企业落户宝山。

■服务业项目占主导地位　年内引进外
商投资产业比例为：第二产业２５３１１万
美元，占３１％；第三产业５６４３１万美元，
占６９％。外资逐步投向服务业，批准的
外资项目中，服务业项目７８个，占新批
项目总数的８８６％；合同外资４７９３万美
元，占新批项目合同外资总额的 ５９％，

是第二产业项目合同外资的１９倍。

■功能性项目增多　宝山区外资投向与
城市化发展相适应的功能性项目增多。

宝山区首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林肯电气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获批准，首家外资

影院希杰星星（上海）影城有限公司落

户大场大华地区，上海首家海上应急服

务企业上海晟敏立速海上应急服务有限

公司落户吴淞街道。年内批准的外资项

目中，有多家是从事会展服务、文化创意

的项目，其中有耀进（上海）会展服务有

限公司、美焕（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等，推动宝山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入驻服务业集聚区项目４０个　年内，
全区新批项目中向服务业集聚区、重点

楼宇集中。入驻各服务业集聚区项目

４０个，合同利用外资 ２７８９万美元。其
中，上海晶选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天狼

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华幄（上海）推

剪贸易有限公司、仙梦岛（上海）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等入驻大场服务业园区；上

海德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沃迎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入驻复旦软件园；福

乐门（上海）工业设计有限公司、海浩计

算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晟敏立

速海上应急服务有限公司等注册在半

岛１９１９。

■实到外资１６９亿美元　全年新批外
商投资企业８８家，合计实到外资１６９０８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８％。其中，实到外
资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企业３家，实到
外资在 ５００万 ～１０００万美元的企业 ３
家，实到外资在３００万～５００万美元的企
业４家。按实到外资排序前六名依次
是：上海华谊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上海

溯天珠宝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申和热磁

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超大（上海）食用菌有限公司、南

亮压力容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方　琦　王慧林）

表１ 宝山区历年批准外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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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８０５ ６５２９３４ ３０９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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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街道、镇、园区吸收外资情况

名　称
项 目 数（个） 合 同 外 资（万美元）

新批 增资 小计 同比（±％） 新批 增资 小计 同比（±％）
实到外资
（万美元）

宝山工业园区 ４ １ ５ －１７ １５３．３ ６４０．０ ７９３．３ ３ ５３１４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２ ５ ７ －２２ ６０５．０ ５３６７．７ ５９７２．７ ３７９ 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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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　称
项 目 数（个） 合 同 外 资（万美元）

新批 增资 小计 同比（±％） 新批 增资 小计 同比（±％）
实到外资
（万美元）

杨行镇 ５ ２ ７ －１３ ３４８．６ １３６１．０ １７０９．６ －４０ ２７８８

月浦镇 １１ １ １２ ５０ ４２９．６ １５２．２ ５８１．８ －４３ ４４２

罗店镇 ２ ２ －６０ ８５０．２ ８５０．２ －３９ ８６９

高境镇 １６ １ １７ ３２５ ４４０．８ １０．０ ４５０．８ －２０ ３２０

庙行镇 ７ ３ １０ １１ ９７１．６ ３０．０ １００１．６ ９４ １５８

大场镇 １１ ３ １４ ８ １２３０．９ ３６７０．３ ４９０１．２ －８ ２１１２

淞南镇 ６ １ ７ １３３ ２０２４．２ ６６．０ ２０９０．２ ３１５ ３３４

顾村镇 ５ ３ ８ ３３ ３９０．２ ６６０．０ １０５０．２ ２ １０６６

罗泾镇 ３ ３ ６ －１４ ５１６．３ ４６２．０ ９７８．３ －１ ７４３

友　谊 ８ ２ １０ ２３３ １０１．１ ７９．０ １８０．１ －１２ １１２

张　庙 ３ ３ ２００ ６３．６ ６３．６ ４５ １１１

吴　淞 ６ ２ ８ １４ ８２２．５ ８４．２ ９０６．７ ２７３ ３６７

航运开发区 １ １ －６７ ７６．６ ７６．６ －９８ ５０

合　计 ８８ ２９ １１７ ２７ ８１７４．２ １３４３２．６ ２１６０６．８ ７ １６９０８

表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产业分布情况

产业名称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万美元） 同比（±％）

第一产业 ０ １ ８００ ３３７

第二产业 １０ １７ １１４８３ １０７

第三产业 ７８ １１ ９３２４ －３６

表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况

国家（地区）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国家（地区）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万美元）

港、澳地区 ２６ ７ ３７７０

中国台湾 ９ ０ １４６

日韩 １６ １２ ８１５１

东盟 ５ １ ８９１

欧洲 １４ ３ １７８５

美国 ９ １ ４０４

其他 ９ ５ ６４６０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方式情况

投资方式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同比（±％） 投资方式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同比（±％）

合资 １３ １ １２４３ －８３

合作 ３ ２ ３０７２ ６６８

独资 ７２ ２６ １７２９２ ３９

合计 ８８ ２９ ２１６０７ ７

表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合同外资分段情况

合同外资

项目数（个） 合同外资（万美元）

新批
同比
（±％） 增资

同比
（±％） 新批

同比
（±％） 增资

同比
（±％）

主要国家
（地区）

３００ 万 美 元
以下

８２ ５５ １９ ６ ３３３４ ３８ １１６１ －３８ 中国香港、日本、德国、中国台
湾、美国、韩国

３００万 －１０００
万美元

５ －５０ ７ ６００ ２９０３ －３４ ４１３０ ９３３ 日本、维尔京、芬兰、中国香
港、新加坡

１０００万 美 元
以上

１ －５０ ３ ５０ １９３７ －７３ ８１４２ ２７２ 维尔京、中国香港

（方　琦　王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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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

外贸出口
完成数

（万美元）

比上年

（±％） 外贸出口
完成数

（万美元）

比上年

（±％）

出口总额 ３３９３２６ ２６．３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１４６５７６ ２４．５

　　加工贸易 １８７６０１ ３０．２

　　其他贸易 ５１４９ －２５

按企业性质分

外商投资企业 ２５７９１４ ２５．６

外贸流通企业 ２３０６４ １２．４

自营进出口企业 ５８３４９ ３６．４

表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街道、镇、园区企业出口情况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美元）

同比

（±％）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美元）

同比

（±％）

罗店镇 １１７２７３ ６０．６

杨行镇 ６５８２４ ２７．６

顾村镇 ３９６２９ －１．２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２５６１１ ３０．５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１５４７ ３．４

月浦镇 ２０５１１ ２９．７

罗泾镇 １２７３９ ２４．８

大场镇 ７９９２ －４０．６

高境镇 ４２２６ ５１．６

友谊路街道 ４２１８ －１６

张庙街道 ２０６２ ５０．１

淞南镇 １５１３ １８．８

庙行镇 ６６６ ３０．３

吴淞街道 ５４３ １３２．１

其他 １４９７２ １６．４

合　计 ３３９３２６ ２６．３

表９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贸出口额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上企业情况
单位：万美元

序号 单　位 出口总额 占总额（％） 同比（±％）

１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６６８４９ １９．７ １００．１

２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３６１２５ １０．７ ３８．６

３ 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 ２７１９８ ８．０ ２０．９

４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２５７３１ ７．６ －８．２

５ 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１４７５３ ４．４ １６．１

６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９１６１ ２．７ １８

７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７２５６ ２．１ ５９．３

８ 上海宝钢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５７１４ １．７ ３．３

９ 上海海泰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４７８３ １．４ ７１．４

１０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９３ １．４ １４２５．８

１１ 上海电气阿尔斯通宝山变压器有限公司 ４３４３ １．３ －５８．８

１２ 上海东圣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４０９１ １．２ －１２．５

１３ 上海亘博商贸有限公司 ３９２６ １．２ ９９．７

１４ 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３６４７ １．１ １１．３

１５ 上海月月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３１６９ ０．９ ３９．８

表１０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

商品名称
出口额班
（万美元）

占出口总额
（±％）

比上年
（±％） 商品名称

出口额班
（万美元）

占出口总额
（±％）

比上年
（±％）

集装箱 １３０８７８ ３８．６ ５９．０

钢材 ３４５２２ １０．２ ２２．２

未锻造的铝及
铝材

２５９１１ ７．６ －８．６

钢铁或铝制结
构体及其部件

１１４０７ ３．４ ２５．０

冷冻机和制冷
设备

８５９４ ２．５ ２０．５

服 装 及 衣 着
附件

６８０１ ２．０ ３９．７

制冷设备用压
缩机

５８５８ １．７ ２９．６

通断保护电路
装置及零件

５１８７ １．５ ２８．０

变压器 ５０６６ １．５ －５３．９

外贸进出口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共完成外贸进
出口总值 ５９２４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２６３％，其中，出口总值 ３３９３亿美元，
增长２６３％，列市区县第７位；进口总值
２５３０亿美元，增长２６４％，列市区县第
９位（市商务委于１１月调整宝山区外贸
数据统计范围，增加一批原统计范围外

的宝山进出口企业，文中的同比为新口

径统计数）。

■外资企业完成出口额２５７９亿美元　
区外资企业全年完成出口额２５７９亿美
元，占全区出口总额的７６％。年出口额
超１亿美元的企业有上海中集冷藏箱有
限公司、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上

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上海新格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和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

备有限公司。

■内资企业完成出口额８１４亿美元　
宝山区内资企业全年完成出口额 ８１４
亿美元，占全区出口总额的２４０％。其
中，外贸流通企业出口额２３１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１２４％；自营进出口企业出
口额５８３亿美元，增长３６４％，高于全
区２６３％的出口增速。

■机电产品出口居主导地位　宝山区机
电产品全年出口额２２９９亿美元，比上
年增长３５４％，占全区出口总额的比重
达６７７％，推动全区出口平稳增长。出
口的机电产品主要有运输工具（集装

箱）、机械设备、金属制品和电子产品等。

年内，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１３２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５％。

■进口增幅略高于出口　宝山区全年进
口增幅略高于出口增幅，全区进口额

２５３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２６４％，保持
平稳增长态势。区进口商品主要是资源

类商品和机电设备，其中，铁矿砂、制冷

设备、水海产品和棉花的进口额分别为

６９８亿美元、２５２亿美元、４９４８万美元
和４６０９万美元，增幅分别达２４２％、１１
倍、９７９％和１９倍，特别是铁矿砂的进
口额占全区进口总额的比例达２７６％。

■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齐头并进　年内，
宝山区对美国、欧盟、日本、香港和韩国等

传统市场的出口均取得增长。同时，企业

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全年对东盟（主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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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进口商品
进口额
（万美元）

占进口总额
（％）

比上年
（±％） 进口商品

进口额
（万美元）

占进口总额
（％）

比上年
（±％）

铁矿砂及其
精矿

６９８３４ ２７．６ ２４．２

废金属 ２５３９１ １０．０ －１３．４

冷冻机和制
冷设备

２５１５２ ９．９ １０９

钢材 ６２８５ ２．５ ２０．２

水海产品 ４９４８ ２ ９７．９

通断保护电
路装置及零件

４９３１ １．９ ２８．３

废纸 ４８５７ １．９ １６．２

棉花 ４６０９ １．８ １８９．８

未锻造的铝及
铝材

４２１３ １．７ －１６．５

计量检测分析
自控仪器及器具

３９０９ １．５ １０．７

锯材 ３３４４ １．３ ５０．４

轴承 ３２４８ １．３ －１１

铬 矿 砂 及 其
精矿

３１４１ １．２ －１６．２

表１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美元）

占出口

总额（±％）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万美元）

占出口

总额（±％）

美国 ７３６５３ ２１．７

欧盟 ６５６２０ １９．３

日本 ４７０８１ １３．９

东盟 ３５８９７ １０．６

中国香港 ２６３０４ ７．８

韩国 １４９４５ ４．４

印度 １０５２６ ３．１

表１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对外投资情况
设立
方式

境外企业名称 境内投资主体 国别／地区 中方投资
总额（万美元）

经营范围

新设
汇增实业美国有限
责任公司

上海汇增实业有
限公司

美国 １００ 塑料制品，金属材料批
发和零售

新设
京能科技（香港）有
限公司

京能风电技术工
程（上海）有限
公司

中国香港 ５０
风力发电机和永磁电
机的产品的市场开发
和销售

新设
华滋奔腾实业私人
有限公司

上海华滋奔腾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新加坡 ８０ 船舶配套设备的市场
开发与销售

（潘晓磊）

表１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情况

经 营 情 况 同比（±％） 税 收 详 细 情 况 同比（±％）

投产企业户数（户） ５１０ ６．９ 增值税（万元） １２８２５５ １３．３

销售收入（万元） ６３３１３４２ ４７．１ 营业税（万元） １９４３３ －１３．２

利润（万元） ３３８６０６ １３．６ 企业所得税（万元） ８３８９１ ２０．８

就业人员（人） ５５２９９ －７．３ 个人所得税（万元） ３３０５７ ６６．４

实到外资（万美元） １６９０８ ８．３ 其他各税（万元） ２５７５９ ５５．８

税收总额（万元） ２９０３９５ ２０．３ 合计（万元） ２９０３９５ ２０．３

表１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按行业销售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门类 销售收入 上年同期 同比（±％） 占销售总额（％）

制造业 ５２３８３３２ ３３１９７９０ ５７．８ ８２．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１４７４１ ２３９３６４ ３１．５ ５．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９５１３３ ２５７０２１ １４．８ ４．７

房地产业 １５２４４３ ３０６１３０ －５０．２ ２．４

口铝材、压缩机、制冷设备和钢结构件）、

阿联酋（主要出口钢材）、拉丁美洲（主

要出口钢材、集装箱和钢结构件）的出口

增幅分别为５９％、１６倍、和４５７％。

■境外投资总额２３０万美元　年内，宝
山区企业经核准赴境外设立企业３家，
中方境外投资总额２３０万美元。投资主
体均为民营企业，投资国别（地区）分别

为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主要经营行

业为塑料制品、金属材料批发和零售，风

力发电机、永磁电机以及船舶配套设备

的市场开发与销售。 （潘晓磊）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外商投资企业总
数６４１家，增长 １８３％；营业（销售）收
入６３３１亿元，增长 ４７１％；利润总额
３３９亿元，增长１３６％；税金总额 ２９０
亿元，增长２０３％。外商投资企业年度
营业（销售）收入列前六位的是：宝钢新

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上海中集冷藏箱

有限公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西德科东

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新格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年度利

润排在前六位的是：上海中集宝伟工业

有限公司、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宝

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太

平货柜有限公司、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

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年度税金排在前六

位的是：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

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东

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气

阿海珐宝山变压器有限公司、上海宝世

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上海金亭汽

车线束有限公司。

■各行业税收增长幅度较快　宝山区全
年外商投资房地产业税金总额２亿元，
比上年下降 ２３％。其他行业税收增长
幅度较快，其中，制造业税金总额 ２０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２％；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税金总额 １９亿元，增长
３０６％；批发和零售业税金总额 １４亿
元，增长１５９％。

■合资企业经营效益　宝山区合资企业
数量约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 １／３，营
业收入、税金总额占比超过６０％，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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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按行业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门类 利润总额（万元） 上年（万元） 比上年（±％） 占利润总额（％）

制造业 ２９８９７９ ２１１４１５ ４１．４ ８８．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７８３３ ２９５ ５９４５．１ ５．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３２９４ １８２ ７２０４．４ ３．９

房地产业 －６７８９ ６６６４８ －１１０．２ 　—

表１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按行业税收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门类 税金总额 上年同期 同比（±％） 占税收总额（％）

制造业 ２０５８５４ １８１７９５ １３．２ ７０．９

房地产业 ２０１０３ ２６１２２ －２３．０ ６．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８７０４ １４３２１ ３０．６ ６．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４２９０ １２３３０ １５．９ ４．９

表１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销售收入前十名外商投资企业

排名 企业名称 排名 企业名称

１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２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３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４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５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６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７ 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

８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９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表１９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利润总额前十名外商投资企业

排名 企业名称 排名 企业名称

１ 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

２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３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４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５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６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７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８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９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王慧林）

总额占比超过 ７０％。合资企业平均利
润为１２１０万元，平均税收 ８８６万元；合
作企业平均利润４９４万元，平均税收４３２
万元；独资企业平均利润１５９万元，平均
税收２１９万元。 （王慧林）

招商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工商注册资金
３４７７４５７８２万元，比上年增加２１７２％；
户均注册资金４６４万元，增加５９９％；注
册户数７０７１户，增加１７８６％。引进注

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大项目７２个（不
含房地产项目）。

■启动并联审批新模式　区企业服务中
心按照并联审批各环节流程，调整和充

实原有窗口，新增文广、防雷、市容绿化、

科委４个窗口，窗口总数达２４个。根据
精细化、集约化以及分类管理的原则，结

合各职能部门审批工作量的大小，采取

坐班、定期、预约三种运作模式，初步搭

建宝山区并联审批平台。要求审批事项

涉及面广、业务量大的部门入驻服务中

心，实行坐班受理制；涉及面不大，但与

并联审批关联度较大的部门，要求每周

一次集中到服务中心，实行定期受理制；

审批事项涉及面较少的部门，要求实行

挂牌预约受理制。

■重点项目推进　区企业服务中心建立
“中心牵头、部门配合、街镇联动、企业协

同”的项目手续办理推进模式，通过“建

（建立项目档案３１个，随时对项目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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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办理情况进行跟踪）、访（现场走访街

镇、园区、项目单位 １８次，涉及项目 ３５
次项）、联（利用电话、网络联系项目单

位５００余次，及时掌握项目情况）、调（召
开项目咨询、协调会１２次、形成会议纪
要１２份、涉及项目３４次项）、报（形成项
目月分析报告５期、周报６期，上报区领
导，并抄送各有关职能部门，便于各方及

时掌握项目动态）”等形式，加快推进区

重大重点项目手续办理。

■举行“罗森宝商务中心”项目推介活
动　１１月１０日，“罗森宝商务中心”项
目推介活动举行。“罗森宝商务中心”

项目位于宝山工业园区核心区，是集科

研、办公、会展和综合管理服务为一体的

综合性园中园。上海产业合作促进中

心、上海台商协会、上海福建商会、江苏

商会、浙江商会、上海晋商会、各地在沪

企业协会、福建省驻沪办、安徽省驻沪

办、宝钢、冶建等机构、企业的负责人３０
余人出席活动。 （陆定华）

区航运经济发展区历年招商成果展示 区航运经济发展区／提供

园区招商
■区航运经济发展区实现区级地方财政
收入６亿元　２０１１年，区航运经济发展
区累计引进企业 ３６０户，比上年增长
１６１３％，完成全年计划的２０６８％；引进

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２０６８亿元，增长
９９６１％，完成全年计划的 ２０６８％。其
中，引进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的
企业有４９户，５０００万元新设和增资的企
业有１６户，５０００万元以上规模新办企业
有１０户，１亿元以上有２户。全年累计
完成总税收 ２１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完成年计划的１０７％；实现区级地
方财政收入６亿元，增长１０％，完成年计
划的１００％。年内，发展区注册企业上
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证监会审

核并进入待批阶段。

■区航运经济发展区优化入驻企业结构
　年内，区航运经济发展区优化航运大
厦入驻企业结构，调整航运大厦、友谊商

务中心、恒鑫公寓商务楼３个楼宇板块
的入驻企业产业结构，引进温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宝山支行、华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江路证券营业

部２户企业，清退低产企业４０户。经过
清理调整，至年末，航运大厦共入驻企业

２２户，实现“税收超亿元楼”的预定目
标，全年完成总税收１０５３６万元。

■航运招商网站改版上线　３月，区航
运经济发展区航运招商网改版并正式上

线运行。网站设园区简介、发展动态、招

商引资、企业服务、党建天地等１０个板
块。同时，加强发展区的对外宣传和品

牌形象，编印出版６期《航韵》双月刊，期
刊设有航运传真、企业之窗、工会 ｅ家等
１０个栏目。 （徐迎春）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区　上海宝山经济
发展区和上海飞士工贸实业总公司同属

一个经营管理主体，是罗泾镇政府的直

属集体性质的企业，于 １９９３年 ３月 ２３
日成立。园区规划总面积１３３３３公顷，
其中建筑用地面积８１３３公顷，基础设
施、公共设施用地面积 ５２公顷。２０１１
年，宝山经济发展区累计注册资金 ２９
亿元，注册企业５５７６户，其中新增注册
企业 ２０５户；完成销售收入 ２１６８３亿
元，其中工业销售收入６０２９亿元；上缴
各类税金４８４亿元，其中区级税收１１４
亿元。２０１０年６月，建筑面积近１０万平
方米、具有５Ａ级标准的现代化多功能商
务办公写字楼东鼎国际商务大厦正式投

入使用，签约入驻企事业单位３０余户，
累计注册资金３０５亿元，累计上缴税金
３５１１万元，其中区级税收１１００万元。投
入３００万元，改造园区长发路黑色路面、
飞云路白色路面；投入４６０万元，改造罗
泾镇市民健身中心。年内，上海宝山经

济发展区被评为全国优质服务公众满意

单位、全国优质服务十佳典范经济发展

区；总经理马金根被评为中国发展区最

具影响力十大杰出企业家。 （张　瑛）

■上海宝山民营科技园　上海宝山民营
科技园是罗泾镇政府的直属集体性质的

经济园区，于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８日挂牌成
立。２０１１年末，园区共开发土地 ４０公
顷，引导落户及租赁企业４８户；全年完
成销售收入 １２５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０％；完成工业产值１８亿元，上缴国家
税收３１５亿元；新增注册企业 ３０１户，
注册资金 ３０２６９万元，累计注册企业
４２０６户。园区立足“改进作风、提升效
能、创新服务、真情惠企”的服务理念，加

大招商力度、提高服务水平。从１９９８年
至２０１１年连续获“宝山区文明单位”、
“宝山区经济发展区双优竞赛优秀奖”

等称号。 （徐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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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与旅游
■编辑　经瑞坤

商业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实现商品销售
总额 ２３８１２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８２０６亿元，
增长１５６％，增幅列全市第９位，总量
规模保持全市第５位（浦东新区除外），
郊区县第２位，超额完成３７０１亿元、增
长１２％的年度目标。其中，批发和零售
业实 现 零 售 额 ３５７５５亿 元，增 长
１５８％；汽车零售业共实现零售额７６１
亿元，增长 ２１６％；住宿和餐饮业实现
零售额 ２４５１亿元，增长 １３３％；电子
商务等新型业态发展迅速，邮购及电子

商务销售２２５２亿元，增长９０２％。全
区８个街镇以及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完成
年度目标；增幅超过或等于２０％的有３
个街镇，其中淞南镇增幅 ３５％居第
１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与增长速度

（区统计局提供）

表１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各区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单位：亿元、％

闵行区 嘉定区 宝山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县 黄浦区 卢湾区 徐汇区 长宁区 静安区 普陀区 闸北区 虹口区 杨浦区

零售额 ５００ ３５１ ３８２ ２５１ ３４２ ２９９ ２９２ ５４．７ ４３７ １５９ ３９５ ２３４ ２６３ ４５０ ２１６ ２２９ ２７５

增幅 １３．７ ４４．４ １５．６ １７．３ １７．１ １９．４ １６．３ １８．４ ３．７ ２２．４ １２．３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２．７ ２０．０ ６．３ １４．８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街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幅（±％） 完成目标（±％）

罗店镇 ９６３６３ ２３．１ １０９．９

大场镇 ８１００４７ １２．５ １００．４

杨行镇 ３３１１０５ ５．０ ９３．７

月浦镇 １４２１３６ １５．２ １０２．９

罗泾镇 ３９５０２ １２．１ １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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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１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幅（±％） 完成目标（±％）

顾村镇 １８５３７１ １７．４ １０４．９

高境镇 ３０５８８２ ６．３ ９４．９

庙行镇 ５３３１８０ ２３．３ １１０．１

淞南镇 ３８０８６１ ３５．０ １２０．６

友谊街道 ６１９７９３ １６．１ １０３．７

吴淞街道 ２４３３７１ １１．３ ９９．４

张庙街道 ９０６１２ ９．４ ９７．６

城市工业园区 ４２３６０ １５．８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７日至９日，上海世贸商城举行“２０１１全球零售自有品牌产品亚洲展”，区企业上
海家诺华化妆品有限公司参会并设展 摄影／潘晓磊

■居民消费能级提升　宝山居民消费
呈现能级提升的特征，汽车、通讯器材、

电子产品、旅游消费、金银珠宝、医疗健

康等消费能级较高的商品门类销售旺

盛。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中，纺织

服装及日用品销售增长１１倍，医药及
医疗器材销售增长超过６１％，食品饮料
及烟草制品销售增长３９８％，汽车、摩
托车、燃料及配件销售增长１９６％。

■主力业态销售增长　宝山区三大主
力业态（百货、大型超市、汽车）销售保

持平稳增长，全区主要百货零售额７７９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０４４％。据上海市

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市６０余家百货店的
销售数据监测，黄金广场实现年销售

３８７亿元，居全市百货 ２０强第 １７位。
辖区 ２０余家大型超市销售 ３５８３亿
元，比上年增长６９９％。全区实现汽车
零售７６０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６％。

■节庆带动消费增长　元旦、春节、五
一、十一等主要节假日成为商家活动重

点和居民消费热点。据区商务委抽样

调查，四大节日期间，全区商业销售额

分别增长 １７０５％、１０３％、１５１３％和
２５４％。区商业以节兴市，造节兴市，
组织推出情人节、妇女节、父亲节等主

题营销活动。长江口百货分公司组织

的“三月女人花·越靓越给力”妇女节

主题促销活动，５天实现销售 １１６８９８
万元。妇女节当天，黄金广场日销售实

现３８０７９万元，创开业以来商场销售
单日新高。

■新型消费方式成为亮点　宝山区支
持发展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方式，增强

经济发展后劲。全区邮购及电子商务

销售实现年零售２２５２亿元，比上年增
长９０２％，拉动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３２个百分点。其中，易迅网络
销售额较上年增长 １倍多。在电子商
务企业的支撑下，庙行镇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较上年增长 ２３３％，居全区第
２位。

■家电以旧换新　１２月３１日，国家家
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截止。自２００９年
８月实施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以来，全区
累计售出电视机、空调、电脑、冰箱、洗

衣机等五类家电７２７８万台，实现销售
额２７３３亿元，每台家电平均零售价
３７５５元。２０１１年，区家电以旧换新实
现销售 ３４４６万台、零售额 １２６４亿
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９１４％、５６６％。

■完成实事项目　年内完成区政府海
尚明城菜场、香逸湾菜场、文宝苑菜场、

绿叶菜场淞兴店、绿叶菜场同泰店、泗

塘菜场６家标准化菜场改造建设实事
项目；完成市政府实事 ２０家标准化菜
市场建设蔬菜流通安全信息追溯体系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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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开工、竣工主要商业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属地 占地（亩）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功能定位
投资额
（万元）

开工、竣工时间

１ 宜家家居中心 大场 ５２．７ １０．７ 家居中心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７开工

２ 长江国际商贸中心（三期） 高境 １３ ２．３ 商业商务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开工

３ 上海婚礼中心 庙行 ３０ １．８ 婚庆中心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竣工

４ １９１９创意码头（厦门国贸项目） 吴淞 １３ ０．５５ 文化创意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竣工

５ 家乐福超市 大场 ２０ ２ 商业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１．６开业

合计 — １２８．７ １７．３５ １３３０００ —

表４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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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平方米）

１ 海尚明城菜场 杨行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 １５００

２ 香逸湾菜场 杨行 水产西路香逸湾小区内 １５００

３ 文宝苑菜场 顾村 菊联路１５５号 １１８０

４ 绿叶淞兴店 吴淞 淞兴路１６３号 １２００

５ 绿叶菜场同泰店 吴淞 同泰北路４５１号 １６００

６ 泗塘菜场 张庙 爱晖路５９９弄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汪泓（右）等区领导调研淞宝地区菜场
摄影／蔡　康

■加强市场管理　加强菜市场管理，年
内制定出台《宝山区菜市场建设和管理

实施意见》，完善菜市场的建设管理运

行机制，启动建设乾溪菜市场、环北菜

市场等４０家标准化菜场价格快速反应
监控系统。协调解决绿叶菜市场步云

店开业，解决部分地区居民买菜难问

题。３月，针对区内出现的居民集中抢
购食盐现象以及蔬菜价格波动问题，采

取措施，保证食盐市场供应，引导和组

织地产蔬菜与市场对接、农标对接，协

调区内部分大卖场缩短供应链、扩大直

销企业比重保持物价稳定。加强整顿

市场经济秩序，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活动，规范酒

类市场秩序，制定《宝山区加强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运行

的工作措施》，推进“两法衔接”信息共

享平台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维护

市场秩序。

■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专项行动　按照“整体推进、突出
重点、打防结合、务求实效”的要求，持续

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和抵制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的宣

传，扎实稳妥地推进专项行动各项工作，

有效地抑制侵权假冒行为，有力地打击

侵权假冒犯罪，提高市场商品纯净度。

专项行动期间，行政执法部门开展执法

检查３１５２批次，出动执法人员１３５４７人
次，检查经营主体２７８８９户次，整治重点
区域９３７处次，立案案件３５８件，涉案金
额８４０万元，办结案件２４９件，涉案金额
１３４２万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４个，吊销
营业证照 ２个，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１１
个，取缔非法行医点１４３个。区公安分

局出动警力１８７０人（次），立案３５件，涉
案金额 １７２３９６万元，破案 ２４件，抓获
犯罪嫌疑人６８人，逮捕１１人，捣毁制假
售假窝点６３个，收追缴涉案物品３０５８３７
件，向外省市移送案件线索２条。区检
察院批捕６件，批捕涉嫌犯罪嫌疑人１９
人，审查起诉１５件，涉案金额４７１万元，
起诉犯罪嫌疑人 ２０人。区法院受理 ５
件，涉案金额２３３６万元，涉案犯罪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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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婚礼中心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试营业
区旅游局／提供

人 ８人，判决 ７件，涉案金额 ３８７５
万元。

■完成节能减排年度目标　２０１１年，全
区纳入商业服务业用能统计企业２７６家，
其中列入市重点用能单位１家，列入区重
点用能单位１２家，年耗能５１４万吨标准
煤，占年度控制量的７４５％，比上年减少
１３９％，销售收入９６２６亿元，比上年增
长５７％，年度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７３％，低于年初确定下降３５％目标的
３８个百分点，超额完成年度“限上批发、
零售、住宿和餐饮企业能源消费量控制在

６９万吨标煤”的目标。与区域内２８家
商贸服务业重点用能企业单位签订《节

能降耗责任书》；推进商贸服务业合同能

源管理工作，全年申报成功企业５家、项
目９项。 （刘文青　蔡欣春）

服务业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加大调结构、
促转型力度，围绕滨江带和 １、３、７号 ３
条轨道交通线，建成和在建服务业载体

面积１４６万平方米。上海动漫衍生产业
园、上海智力产业园、复旦软件园高新技

术产业基地等一批市级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发挥集聚辐射效应，一批特色新兴产

业加快培育并形成规模。全区完成增加

值７４５７３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
增长 １２％，其中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４１５１５亿元，增长 １３５％，第三产业所
占比重比上年提高０７个百分点。

■服务业载体项目建设　年内加大跟
踪、推进和协调项目建设力度，建成上海

玻璃博物馆（一期）、绿地北郊商业广场

（一期）等 １０个项目，项目总投资
７６５９亿元；新开工建设宜家家居、宝钢
商务中心等１２个项目，项目总投资３０
亿元；在建宝山万达广场、绿地风尚天

地等２０个项目。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竣工服务业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功能定位
占地面积
（亩）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投资估算
（亿元）

１ 上海婚礼中心（一期） 婚庆中心 ３０ １．８ １．２

２ 北外环信息产业园（一期中钢项目） 信息服务 ４０ ２ ０．２

３ 上海玻璃博物馆（一期） 玻璃主题公园 ９ ０．５５ ０．９

４ １９１９创意码头（厦门国贸项目） 文化创意 １３ ０．５５ ０．６

５ 大华虎城Ｂ１－２商业商务项目 商业商务 ８０ ４０ ３０

６ 绿地北郊商业广场（一期） 商业商务 １８９ １２．６ ２２

７ 复地中环天地商务项目（一期） 工业研发 ２０６ ２６ ２０

８ 红木文化公园一期 生态休闲 ７７．５ ２ ０．６

９ 联西商务中心 商务办公 １０．１ １．７ ０．５９

１０ 家乐福超市（大场） 商业 ２ ０．５

合计 ８９．２ ７６．５９

表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开工服务业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功能定位
占地面积
（亩）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投资估算
（亿元）

１ 上海智力产业园（二期） 电子商务 ３５．５ ５．６３ ３．０９

２ 凯迪集团研发总部大楼 商务办公 １８ ３．３２ ２．１６

３ 上海智力产业园（三期） 信息服务 ７８ ５．９６ ２

４ 博济堂·智汇园 商务办公 ３２ ２．２ ０．２

５ 宝钢商务中心 商务办公 ３０．５ ７．７ ７．６

６ 长江国际商贸中心商业商务大厦 商业商务 １３ ２．３ １

７ 复旦软件园二期 软件设计 １０ １．６ ０．５

８ 景鸿商务楼 商务办公 １３ ０．８ ０．３

９ 宜家商业商务 商业商务 ７８ １５．６ １０

１０ 上海国际钢建筑创意中心 商务办公 ３１ ４．１ １．２５

１１ 兆昶商务楼 商业商务 ４２ ４．２ １．２

１２ 美罗湾现代服务集优中心二期 商业 １０８ ２．９ ０．７

合计 ４８９ ５６．３１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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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务业综合效益　加强政策扶
持，鼓励支持各镇、街道发展特色服务产

业。全年获区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扶持

企业 （项目）５９个 （家），共计金额
１８３５７５万元（不包含国家、市级申报项
目的相关资金配套）。８个服务业集聚
区建筑面积 ６１５万平方米，招商企业
２７７９户，实现税收１６５６亿元。其中，落
地企业１４１２户，比上年增加 ４６４户，实
现税收 １４６０亿元，增长 ４５％。９个商
务楼宇建筑面积２０９万平方米，引进企
业６８７户，实现税收 ２７９亿元。其中，
落地企业５６４户，比上年增加６９户，实
现税收２７５亿元，增长９１２％。

■服务业投资８４３１亿元　年内完成服
务业投资 ８４３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２％。发展商务服务投资，以宝山万
达广场、绿地北郊商业广场、美兰湖硅谷

中心和绿地顾村公园商务广场为代表的

商业商务项目完成投资占服务业投

资６４１％。

■区首家获评电子商务企业　位于纪?
路５８８号（上海智力产业园）３号北楼３
层，在宝山区注册的上海易迅电子商务发

展有限公司（简称易迅网）于２００９年１０
月成立。该公司是一家专业的Ｂ２Ｃ电子
商务公司，经营电脑产品、数码通讯、家居

家电、汽车用品、鞋服百货五大类商品的

在线销售，在上海、苏州、杭州、扬州等城

市自建物流配送体系。在２０１１年度“上
海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和“上海市电子

商务示范园区”创建活动中，公司被上海

市商务委员会评为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电
子商务示范企业”，为全区首家获评电子

商务企业。 （刘文青）

粮食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共收购粮食
８６８２７吨，比上年减少 １０７４０吨，减少
１１０１％。其中，收购晚粳谷 ６６８００吨，
比上年减少２００７％；小麦１２８００吨，增
加 １００％；大 麦 等 ７２２４ 吨，增 加
６９４７％；油菜籽 ３８６吨，增加 ３６４％。
粮食企业销售、加工转化用粮 ３０３９８６
吨，比上年减少７７６０８吨，减少２０３４％。
其中，粮食销售 １８４２７１吨，比上年减少
２２９８％；加工转化用粮 ２７９８０吨，增加
１２７％；油脂销售 ４８６２吨，增加 １３９％。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坚持以促进农民受

益为要求，从粮食消费需求特点出发，有

效掌控粮源，确保粮食供应；按照“政府

推动，部门协调，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原

则，深化与粮食主产区的产销合作，组织

开展调研，分析粮食市场产、销形势，提

出粮食收购工作指导意见，确保全年粮

食收购工作顺利开展。

■区级储备粮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做
好区级储备粮食轮换计划的工作调研，

按照库存品种结构合理、储粮安全的要

求，提出全年区级储备粮轮换计划，做好

储备粮轮换费用测算。结合粮食销售市

场和粮食收购等情况，提出全年轮换方

式和轮出销售、轮换入库时间，全年轮换

销售小麦３６２０吨、大米３９００吨、晚粳谷
２１２４８吨；轮换入库小麦 ３４２０吨、大米
４１００吨、晚粳谷１９７４７吨。实施区级储
备粮动态管理，确保常储常新，有效调控

市场，实现区级储备粮安全目标。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落实市政府关
于“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纳入街道、镇

社区“一门式”服务中心的要求，做好前

期的调研、测算等各项基础工作，做好区

社区办、区财政、发放企业的协调工作，

多次召开协调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完善

方案，推进“副补”发放纳入街道、镇社

区“一门式”服务。全年共安全发放副

食品价格补贴６９９４８人，金额５６９７７万
元；发放帮困资金 ５４０３２万元，回笼帮
困卡１１４２万张。

■帮困粮油供应　做好帮困粮油供应，
落实“让群众少排队，让群众少跑路”的

便民措施，结合集中大发放，下居委、到

里弄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开展送方便

到孤老家中服务活动，提高实际发放率，

在帮困粮油供应上，对孤寡老人、伤残等

困难群众上门服务，为一些孤老、伤残家

庭实行电话预约送货上门等服务。区内

良友金伴等连锁销售网点采取商店让利

等惠民措施，让困难群众得到实惠。

■军粮保障供应　区粮食局强化管理，
做好军粮管理各项基础工作；加强监管，

确保军粮财务管理规范运行；主动服务，

当好驻地部队粮食供应的“后勤兵”等，

确保驻地部队粮食的有效供应。坚持严

格军粮质量管理，加强对供应企业的检

查指导，在做好常规军粮供应工作的基

础上，重点抓好元旦、春节军粮质量安

全，确保节日期间的军粮供应安全和质

量；开展军民共建活动，加强与部队的联

系和沟通，建立互帮互助、互学互进的良

好军民关系；坚持开展“满意在军营”的

活动，定期走访部队，年终召开区军粮供

应暨拥军工作迎新春茶话会，以部队官

兵的评价作为检验军粮工作的标准。

■清查粮、油库存　贯彻落实市粮食局
关于开展粮食清仓查库工作的通知要

求，与有关部门和企业密切配合制订和

落实区粮食清仓查库工作实施方案，组

织开展清仓查库工作，检查区粮食库存

数量、质量、账实一致、账账相符及库存

结构是否合理，检查粮食政策性补贴资

金的到位和使用情况等，做到摸清区内

库存粮食的家底。贯彻落实国家发改

委、国家粮食局等部门关于开展全国食

用植物油库存检查的工作要求，按照时

间节点组织协调开展检查，共检查油脂

库存单位４家，２１个库存点的库存数量、
账实相符、卫生质量、储存安全等方面的

工作，准确掌握区内油脂库存的真实情

况，推动油脂库存的科学化管理水平，确

保宝山区油脂库存的安全。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加强库存粮食的
质量安全检查，做好夏、秋两熟粮食收购

质量卫生抽查。做好小麦真菌毒素超标

的检测工作，重点放在防止真菌毒素超

标的小麦流入口粮市场上，结合宝山实

际，在小麦收购前发文指导购销企业，加

强对小麦质量安全管理，组织培训提高

对小麦真菌毒素指标的检测能力，并与

企业签订粮食质量安全承诺书，确保粮

食安全；加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做好粮

食供应市场的监测。按照《２０１１年粮食
突发事件趋势分析及主要对策》，加强对

区域内粮油市场监测预警，主要对米、

面、油等重点品种加强监测，实行粳米市

场销售和加工信息日报制度；做好全区

９个销售监测网点销量、价格及 １个粳
米加工点库存、加工、销量、价格等信息

的上报和跟踪监测；做好元旦、春节区粮

油价格行情监测，及时收集、整理区内粮

油市场供应有关情况，做好预警工作，确

保区内粮食市场的稳定供应。

■粮食仓库设施维修管理　针对全区粮
食仓库设施相对较陈旧的情况，通过检查

及仓库设施的调查摸底，提出粮食仓库设

施维修的方案，并协调有关部门，争取区

财政支持，重点对顾村、罗店的粮食储备

库区用电设备、架设用电线的全面更新、

整修，确保粮食储备安全。 （黄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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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专卖
■概况　上海市烟草专卖局宝山分局成
立于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上海烟草集团
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５年１２
月，是由上海宝山区糖业烟酒有限责任公

司与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和上海烟草贸易

中心三方投资组建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１年，公
司有综合性商业大楼１幢及零售商店２６
家；在册员工４１７人，在岗人数３８２人，其
中男性１７１人，女性２１１人，全部为合同
制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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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获上海市“优秀专卖分局、有限

公司”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卷烟打假“先

进集体一等奖”、上海市“五五”普法先进

集体、上海市巾帼文明岗、上海市文明单

位、上海市“诚信经营”示范企业、上海商

业优质服务先进集体（专卖２０店）等称
号２０余项。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５日，区酒类专卖局参加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组织的诚信广场宣传活动
区酒类专卖管理局／提供

２０１１年，以上海烟草集团推崇的海烟服
务文化为动力，深化宝山烟草子文化建

设，围绕“服务创造价值”的商业质量理

念，以宝山烟草“１６６”企业文化架构体
系为基础，制作《企业文化手册》、宣传

栏、《宝山烟草简讯》、《宝山烟草专卖

信息》、不定期利用电子屏等宣传企业

文化理念，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

责任感。推进宝山商厦装饰工程项目，

宝山商厦由出租改为自用，完成宝山商

厦原有租赁户全部清退工作；完成工程

项目申报、抗震检测、部门会审、制度安

排、管理公司评标等前期工作；经过内

部议标、公开招标等多种形式，确立项

目管理公司、招议标代理机构、方案设

计单位等多家合作方；在施工图设计确

立的基础上，开展总包方的招标工作；

规划新建宝山名烟名酒店旗舰店，提升

门店经营能力和经营质量，扩大集团品

牌的形象展示。宝山烟草开展“知民

情、解民忧、暖民心”系列活动，从增加

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度等方面入手，把与

广大职工息息相关的事办好，切实提升

员工满意度。完善薪酬改革方案，通过

召开部门座谈会、全体职工代表薪酬方

案沟通会等形式向职工介绍新方案，并

在公司五届四次职代会上，经无记名投

票，全票通过薪酬改革方案。开展凝聚

力工程，提高职工福利。推进“情系上

水平，缘聚你我他”职工满意工程建设，

开展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对大重病职

工上门慰问，探望退休、在职职工 １１
人，补 助 困 难 职 工 ４４人，金 额

２１９００元。

■烟草经营　２０１１年，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７５３０７０万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１６７％；
实现销售毛利１８０７７万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６９％；实现税利合计 １３５０２万元，
完成预算的 １０２２２％，增长 ９２４％。
全国知名品牌市场份额增长２４个百分
点，卷烟销量、商品结构和综合效益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实现（集团）公司和董

事会下达的目标任务。至年末，公司净

资产达２６７亿元。

■烟草专卖管理　年内以创建优秀专卖
分局为动力，持续保持对区域市场打假

破网和市场监管的高压势态，加强与公

安、工商等执法部门的联系合作。分局

全年共查获各类非法卷烟９３７１５条，总
价值１３５２０７万元。其中，查获假冒卷
烟２７６３１条，违法真品卷烟６５０８４条；破
获５万元以上案件３４件，查获涉案车辆
２６辆，抓获犯罪嫌疑人４３人。１２月１６
日，分局支队会同辖区内的警署与工商

所，在对物流（仓储）公司密集的路段开

展大规模整治行动中，连续作战，２４小
时内侦破５万元以上的大要案３件，查
获假冒伪劣卷烟５０００条、非法渠道真品
卷烟５８０条，总案值６３万元。

■烟草销售网络建设　宝山烟草以“销
量平稳增长、结构合理提升、低焦份额提

高、服务持续深化、管理更加扎实”为目

标，开展多项重点工作。在品牌培育上，

品牌经理协同市场组开展双喜低焦化、

“５３２”（即争取用５年时间或更长一段时
间，着力培育５个年产量在２００万箱、３个
３００万箱、２个 ５００万箱以上的品牌）、
“４６１”（培育１２个销售收入超过４００亿元
的品牌，其中６个超过６００亿元、１个超过
１０００亿元。）知名品牌建功立业、节庆劳
动竞赛等多项营销策划活动，一线营销人

员通力合作，促进培育牌号在宝山市场上

的发展和成长。在客户服务上，应用

“１３５”（在工作中抓住１个主线、３个要
点、５个步骤）的营销工作法，运用新工
具、掌握新方法，提升客户服务的工作效

率和工作质量。推进电子商务工作，客户

网上订货比例达到１００％，网上配货比例
１９％。加大硬件设施的改造，新装修门店
７家，“海烟烟行”老店新开，四分之一以
上门店延长营业时间，同时提升营业员的

整体素质。 （耿文霞）

市场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有１４７家，其中，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７
家，包括农副产品综合市场９０家、农副产
品专业市场７家；工业消费品市场２７家，
包括日用工业品市场７家、服装市场４
家、家具市场５家、食品市场１家、家庭装
饰材料市场９家、电脑手机市场１家；工
业生产资料市场２３家，包括木材市场１
家、建筑材料市场４家、钢材市场１１家、
机电设备市场２家、旧机动车（船）市场１
家、机动车配件市场４家。 （徐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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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农副产品市场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１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东林路２０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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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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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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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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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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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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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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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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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上海宝山商业网点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泗东新村２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１ 上海东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路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２ 上海西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济路２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３ 上海新吴淞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浦路９２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４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６３号一楼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５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同泰北路市场分公司 同泰北路４４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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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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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上海时欣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４１１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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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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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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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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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上海龙群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通河路分公司 通河路５５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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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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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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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上海和佳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权北路８２９弄１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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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上海逸骅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服务部 殷高西路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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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上海三门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门路４９７号２幢１－２层、４幢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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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上海逸兴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１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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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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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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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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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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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 上海华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南大路５８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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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４０ 上海华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祁骆路市场分公司 钱龙桥生产队祁骆路南侧２２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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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 上海场联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联路１３９号１－２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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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 上海宝山聚丰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大路市场分公司 上大路１３５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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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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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上海田格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涵青路１３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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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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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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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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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 上海华欣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真华路１０５７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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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 上海华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华灵路５１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５ 上海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杨北路９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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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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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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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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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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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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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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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上海香逸湾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４ 上海万远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盘古路１８４８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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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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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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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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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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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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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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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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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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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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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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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 上海菊泉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太路３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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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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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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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 上海绿欣晋英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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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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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８１ 上海宝菊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菊路６５５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２ 上海文宝苑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联路１６９号一层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３ 上海金罗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罗店开发区（罗太路８０５号）；实际：罗东路
１１４５弄１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４ 上海金罗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罗东路市场分公司 月罗路１５０９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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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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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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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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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 上海佳易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潘新路９６号一１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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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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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鸟鱼虫市场）

９２ 上海上房绿建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晖路３５８号－５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鱼虫市场）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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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９４ 上海大场农副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真大路５６１弄１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粮油市场）

９５ 上海商联农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泰和路１７００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水产品市场）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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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产品市场）

９７ 上海月浦蔬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２７６７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蔬菜市场）

表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工业消费品市场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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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工业品市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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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上海牡丹江电脑数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００１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电脑手机市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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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工业品市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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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市场）

６ 上海沪客隆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６３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家具市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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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市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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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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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工业品市场）

１０ 上海宝山好百年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殷高西路７００号１－４层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家具市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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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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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工业品市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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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工业品市场）

１４ 上海霓虹儿童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大华路５１８号第１－１．５层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服装市场）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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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市场）

１６ 上海凯红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中路３１５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食品市场）

１７ 上海乾丹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祁连山路２１９２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３３１

市　场



（续表）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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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上海美仑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１６３８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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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工业品市场）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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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上海兴明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４３３２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２３ 上海惠客居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５００８弄３８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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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工业品市场）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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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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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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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市场）

表９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工业生产资料市场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１ 上海宝山钢材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北一路市场分公司 中山北一路９０３号－８６５弄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钢材市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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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市场）

３ 上海交运钢材现货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纪?路１５１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钢材市场）

４ 上海高境金属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新二路１６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钢材市场）

５ 上海融城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高逸路１０３－１０５号１０２室、２层、３层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钢材市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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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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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上海宝杨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杨路２２４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钢材市场）

９ 上海中唐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山路１０７１－１０７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钢材市场）

１０ 上海铁山钢材现货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山路１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钢材市场）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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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上海福人林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６９５－２６９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木材市场）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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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市场）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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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市场）

１５ 上海祁锦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太路１４８１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建筑材料市场）

１６ 上海场中钢材现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真大路５４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钢材市场）

１７ 上海祁骆旧机电设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祁骆路１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机电设备市场）

１８ 上海沪大汽车配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１９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机动车配件市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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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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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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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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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上海佰旺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１１１６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建筑材料市场）

（徐　婕）

４３１

商业与旅游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日，宝山区旅游系统政风行风建设推进大会在衡山金仓永华大酒店举行
区旅游局／提供

旅游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围绕“建设世界
著名旅游城市”目标，依托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融合产业发展，重点加强产业

集聚和能级提升，举办上海樱花节，初

步形成滨江邮轮旅游集聚区、罗店文化

旅游集聚区和顾村生态旅游集聚区，实

现旅游业新发展。至年末，全区旅游行

业直接从业人员 ６０００余人；主要旅游
饭店 ３７家，旅游饭店中有星级饭店 ６
家，其中四星级饭店１家、三星级饭店４
家、一星级饭店 １家；旅行社有 ３４家，
其中出境游组团社１家；景点（含纪念
馆、博览馆等游览点）４４家，其中国家
ＡＡＡ级景点２家、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２家，上海市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达
标单位６家。

■推进旅游政风行风建设　梳理工作制
度，建立学习制度、例会制度、基层联系

制度、开门评议制度、层级负责制度、重

点工作对接制度和业情通报制度。编印

《宝山旅游》，为旅游企业提供各项政策

法规、教育培训、合作交流等实用信息

４５０余篇。建立宝山旅游ＱＱ群，便于信
息发布和交流。７月２０日，参加宝山人
民广播电台《百姓连线》直播节目，以

“安全出游”为主题与听众进行交流。

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与吴淞街道西朱新

村居委会结对，参与“３·５”学雷锋、九
九重阳节等便民服务活动。７月２２日，
区旅游局在衡山金仓永华大酒店召开旅

游政风行风建设推进大会，区委常委、副

区长夏雨到会并讲话，辖区内旅游企业

负责人、区旅游行业特邀监督员、旅馆协

会等１７０余人参会。聘请纠风监督员１０
人，开展行业顽疾专题调研，明察暗访，

谋划解决办法。在全市旅游行业行风满

意度测评中，旅行社行业得分列郊区第

二，东方假日田园得分ＡＡＡ级景区第三
名，宝隆金富门酒店得分三星级饭店第

四名。

■旅行社行业管理　全年审批设立旅行
社３家，旅行社变更注册地址３家。参
加年审培训导游员１３７人，通过年审导
游员１３４人。天翼国际旅行社导游员黄
宇清被评为全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通

达旅行社被评为上海ＡＡＡＡ级旅行社。

■旅游住宿业建设　举办《旅游饭店星
级的划分与评定》（２０１０版）国家标准宣

传贯彻培训班，区内星级饭店、拟评星级

的有关饭店负责人约５０人参加；组织衡
山北郊宾馆、宝山宾馆相关部门负责人

开展绿色旅游饭店创建学习考察活动；

举办宝山旅游饭店、旅馆境外人员住宿

登记业务培训班，２８家区内涉外住宿企
业前台登记人员约６０人参加培训学习；
分批开展住宿行业前厅人员系列培训，

全区４００余家宾、旅馆逾千名前厅服务
员参加，并举办宝山区旅馆业前台登记

人员岗位职业技能竞赛。启动旅游企业

与院校合作事宜，召开旅游培训合作交

流座谈会，区内震旦学院、震旦中专、济

光学院、宝山职校、盛达职校的相关负责

人参会。开展区内宾、旅馆“清剿火患”

专项整治工作。１０月２８日，经区社团局
注册、登记，成立宝山区旅馆业发展协

会，宗旨是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为会员服

务、为行业服务，工作方针是“维权、自

律、交流、创新”，有会员２３８家，并创办
会刊《宝旅之家》。

■景区（点）建设　４月 ２８日，上海玻
璃博物馆落成开馆，被评为国家 ＡＡＡ
级旅游景点。组织景点员工 ５人参加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旅游景区（点）导游员培
训，获证书２人。增设景区（点）道路交
通指引标志２处，改设１处。海军上海
博览馆讲解员杨颖获“上海市科普展示

展览讲解员培训优秀学员”称号。１０
月２８日，半岛１９１９·红坊艺术设计中
心启用，丰富半岛１９１９工业旅游内涵。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办南通哨

口板鹞风筝展、上海玻璃博物馆举办意

大利玻璃奢侈品牌威尼尼九十周年中

国站巡回展、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办

“国际志愿者日”活动和“八一三”淞沪

抗战纪念活动、顾村公园举办“春赏樱、

夏观荷、秋品桂、冬咏梅”四季赏花活

动，通过主题活动，丰富景区内容，提升

知名度。

■举办上海樱花节　（参见中共上海市
宝山区委员会重要活动）

■举办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　９月 ２６
日至１０月２６日，２０１１上海国际钢雕艺
术节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举行，以“艺

术·激情·环保”为主题，集中展示１２０
件国内外优秀雕塑艺术家作品。上海国

际钢雕艺术节自２００７年起每年秋季举
办，是宝山体现产业文化的一个新载体，

也是上海旅游节的特色活动之一。

■举办美兰湖音乐节　１０月 １日至 ３
日，美兰湖音乐节在罗店美兰湖景区举

行。美兰湖音乐节以美兰湖休闲、浪漫、

时尚的形象为背景，汇聚交响乐、小提

琴、爵士秀等系列主题音乐会及啤酒节、

动漫展、创意集市等时尚人气活动，接待

游客６５万人（次）。

■举办２０１１环球时尚超级模特大赛全
球总决赛　１０月１日至３０日，以“美丽
在宝山，时尚美兰湖”为主题的２０１１环
球时尚超模大赛全球总决赛在罗店镇美

兰湖景区举行，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

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智利、阿根廷

５３１

旅　游



钢雕《那时花开》 区旅游局／提供

表１０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旅游经济情况

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

旅行社

接待人数 人次 ２８７３４９ １６９０８６ －４１．２

组团人数 人次 ２９４４３１ ２５２７２８ －１４．２

营业收入 万元 ６０７９９．７３ ６６２３１．９８ ８．９

饭店

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 ７２６４６５ ５５６８７２ －２３．３

接待海外游客 人次 ９１５０１ ５４８４６ －４０．１

主要饭店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５９３６．４５ ５１３７５．７６ －８．２

客房率 百分点 ６８ ５３ －１５

景点

接待游客 人次 ３５９６５９５ ４７１７４２１ ３１．２

营业收入 万元 ２２７７．９７ ４４９５．０９ ９７．３

等２５个国家以及从中国总决赛中脱颖
而出的５２名优秀超模参赛。大赛分为
活力装、泳装、休闲装、旗袍和晚礼服等

５个环节。来自瑞士的 ４８号选手阿莱
克斯获得男冠，中国天津的大学生１号

选手赵颖夺得女冠。来自法国的卡特琳

娜和中国河北的马勇、中国山东的王文

萱分获亚军。“全球十大时尚超模”同

时揭晓。上置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金罗

店开发有限公司获“２０１１时尚生活创新

卓越大奖”。

■中国首家玻璃博物馆落成开馆　４月
２８日，位于长江西路６８５号的上海玻璃
博物馆落成试运行。玻璃博物馆总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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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名　　称 地　　址 经营许可证号 电　　话

上海为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逸路１５号中区六楼 Ｌ－ＳＨ－０１２７８ ５６４５６８９１

上海吴淞口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宝杨路１号１１幢３０１、３０２室 Ｌ－ＳＨ－０１３２２ ５６１１９３７１

上海均塘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场中路３１３３号Ｂ座２０３室 Ｌ－ＳＨ－０１３０９ ３８９７００９９

表１２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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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国旅 宝钢国旅 世豪观光 宝钢国旅

２ 通达国际 龙廷 龙廷 龙廷

３ 龙廷 世豪观光 宝钢国旅 世豪观光

４ 世豪观光 通达国际 金罗店 金罗店

５ 宝览假日 金罗店 通达 通达国际

表１３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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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长江大酒店 莫泰１６８长临店

２ 金富门酒店 大康度假城 莫泰１６８沪太店

３ 衡山北郊大酒店 如家快捷市北店 如家快捷市北店

４ 臣苑大酒店 锦江之星逸仙店 宝钢商务大厦

５ 新长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宝杨店 锦江之星逸仙店

面积约５０００平方米，其中主馆展览区域
２１００平方米、科普展项１４５０平方米。副
市长赵雯为玻璃博物馆揭牌，市旅游局

局长道书明，市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

王小明，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在落成仪

式上致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宗明，区

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沈秋余，区政协主席康大华等领导出

席落成仪式。首批近５００名游客入馆参
观。５月１８日，上海玻璃博物馆正式开
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参加开

馆仪式。

■举办上海原创漫画国际文化交流博
览会　７月３日，上海原创漫画国际文
化交流博览会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举行。博览会由盖亚动漫承办，设有

原创漫画作品贩售、动漫衍生产品展

销、ｃｏｓｐｌａｙ秀、动漫歌曲表演等内容，
展出面积 １３万平方米，是国内规模
最大的同人展。活动合作方有日本最

大的同人插画社交网站 Ｐｉｘｉｖ、以及日
本最大的动画、漫画、游戏周边贩卖连

锁店 Ａｎｉｍａｔｅ等，吸引动漫爱好者逾万
名参加。

■推出首个“中国旅游日”惠民措施　５
月１９日，区内旅游企业推出惠民措施
庆祝首个“中国旅游日”的诞生。顾村

公园、宝山民间艺术博览馆、东方假日

田园推出景点门票半价优惠；宝钢国

旅、诚华国旅、长江口等旅行社推出不

同程度的折扣与优惠，线路包括柬埔

寨五日游、宁海二日游、周庄一日游

等；宝山宾馆、北翼大酒店、衡山金仓

永华大酒店推出旅游日折扣房价和纪

念品；区旅游咨询中心围绕“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名牌旅游伴你行”等主题，

开展“５·１９”中国旅游日活动介绍、宣
传册发放以及提供公众咨询服务等活

动。参与中国旅游日惠民活动游客约

４８００人。

■旅游宣传促销　４月１５日至１７日，组
团参加在陕西省西安市曲江国际会展中

心举办的２０１１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发

放宝山旅游指南、旅游地图、罗店旅游手

册等旅游宣传资料近万份，向公众推介

顾村公园、宝山寺、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玻璃博物馆等

景观，展示宝山旅游的新亮点。罗店镇

重点推介由宝山寺、闻道园、美兰湖和东

方假日田园组成的罗店人文休闲游，集

江南古镇风貌、乡村旅游体验、异国风情

景观、娱乐休闲购物及佛教文化、民俗文

化、徽派建筑文化等于一体。６月２３日
至２７日，参加在浙江省义乌市国际博览
中心举行的２０１１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
览会，宝山区选送的《套色浮雕玻璃花

瓶》获“２０１１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纪念
奖”，宝山区旅游局获上海展团“最佳组

织奖”。 （张维倩）

供销社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按照“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三年规划”，全面
完成“规划”确定的发展、改革、管理和

稳定４项目标。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５９亿元，比上年增加９１２％；实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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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消费品零售２３３亿元，减少０１５％；
企业总收入２７８亿元，增加１２７４％；上
缴税金４１５７万元，增长９８９％；年末总
资产１５０４亿元，减少５０５％。全社有
全资企业９家，控股企业７家，参股企业
１０家；在编职工１１８４人，比上年减少５８
人，减少４７％。年内，区总社突出商业
资产经营主业，在招商管理上实施重点

项目责任制和定期推进会制度，提高企

业运行效率；在网点资源上实现改造与

清理相结合，进行旧房危房改建改造５２
项，维权被侵占房屋现象１３件。健全工
程开发管理，初步建立工程施工、监理、

材料供应商数据库台账等环节管理制

度。年内，北翼商厦连续第七次获“上海

市文明单位”称号，并被授予“上海市百

协十八届百花杯优质服务先进企业”称

号；上海北翼大酒店前厅班组和上海北

翼国大药材医药有限公司葑塘店获

２０１１年“上海商业优质服务先进集体”
称号；上海翼农果蔬专业合作社被授予

“上海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和“蔬

菜质量诚信企业”称号；华森公司获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上海市重合同守信用
企业”称号。

■多业发展　长兴公司的石油制品销
售，重点拓展水上业务和大陆业务，全年

实现销售 ３０８亿元。南方公司突出废
钯业务，主营业务收入达到７２７亿元，
比上年增长１１０９％。华森公司以国内
市场拓展和新品研发为抓手，销售水带

１７８万米，比上年增加１４１％；销售收入
２６１２３万元，增加３３６％。医药公司以
提高门店质量为目标，发展网店３家，完
成销售９１２８万元，比上年增加４９８％。
北翼商厦１～３楼引进永乐家电，团供部
全年销售达 １３１８７１万元，比上年增
长２６７％。

■项目建设　８月，以合同能源管理的
形式实施北翼商厦冷热源节能改造项

目，总投资额２８５万元；１２月，改造项目
调试竣工验收。１２月，罗店美罗湾４号
地块项目开工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

１８０６５平方米，总投资预计６３００万元，主
要引进大卖场，服务罗店地区的居民

生活。

■服务社区商业发展　区总社受顾村
镇政府委托，对顾村一号基地社区内

５４６０４平方米商业设施进行招商和运行
管理。年内完成首期潘广路以北、菊盛

路两侧约 ８００平方米、共 １２间商业用
房的招商工作，业态涵盖便利店、小吃

店、熟食店、休闲食品、理发店、药店及

装潢公司等，为入住居民提供了便利。

区总社与宝山体育中心合作，对宝山体

育中心北楼———市民健身楼底层配套

用房进行招商运营，项目定名为“北翼

生活馆”，前期筹备工作年内启动。

（景　波）

长江口股份
■概况　２０１１年，长江口股份公司以深
化改革发展为主线，以经营业态调整为

重点，以探索形成现代商贸服务业为目

标，全年完成销售收入１６５６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０８１％；实现利润总额 ５８３８万
元，增长 １０４６％；资产负债率 ５０８％，
下 降 ２９２％；资 产 保 值 增 值 率

１１８８４％；上缴税金 ５０１５万元。至年
末，公司在编职工总人数１００６人，比上
年减少 １０５％；在岗职工人均收入
６１９１７元，增加 １４８％。公司下辖全资
子公司１３家，分公司３家，总资产５４６
亿元。公司探索与现代商业地产合作经

营模式，全面启动万尚生活广场项目，至

年末，实现招租率 ８５％；启动团结路社
区中心改造项目产权人梳理清退工作，

完成设计论证及组团经营方案、项目立

项和报批手续；完成绿地公园广场项目

战略合作签约。在分析五金业生存和发

展可行性基础上，配合区政府双庆路地

块改造规划，作出全面调整战略抉择，实

现五金业平稳退出。年内，公司获２０１０
年度“上海名牌”（服务类）企业称号；获

市文明单位４家、区文明单位３家。

■百货分公司　全年引进调整品牌 ３５
家，品牌更新率 １４７％，累计 ＶＩＰ销售
４８２７万元，占总销售额的 １１６６％。在
春节等传统节假日营销基础上，推出男

人节、七夕节、父亲节、万圣节和单身节

等主题营销活动２０个。８月，公司信息
管理系统完成主体功能切换上线，拓宽

信息技术在节日营销、客户管理和财务

监控中的应用广度。

■新世纪公司　年内，公司根据６８８个
基本药物目录品种，深化厂商合作，争取

配送协议３４２份，涉及３４２家供应商７２８
个品规；引进代理品种１０个，全年实现
代理品种销售 ６００１万元，比上年增长
３６８５％。加强与二、三级医院合作，提
升区内１３家医院销售业绩，全年实现不

含 税 销 售 ４２０６万 元，比 上 年 增
长１７８％。

■一德连锁公司　年内新增医保店 ２
家，调整门店 ３家，推出节日营销活动
１０次，其中第八届“一德膏方节”销售
额比上年增长 ４２５７％。年初，淞滨店
中医诊所重新装修，特邀资深中医专家

免费坐堂问诊，全年中医诊所销售比上

年增长１５６０２％。长江店打造“家用器
械护理用品大卖场”，有医疗器械品规

１５０种，医疗器械销售比上年增长
１２１２％。益群店增加品牌妆字号商品
７０余种。

■宝胜公司　实施绿叶菜市场淞兴店、
同泰店整体改造，清理摊位客户６２家，
增加菜场经营面积近３０００平方米。承
接并投资绿叶菜市场步云店，投入改造

资金５００余万元。探索“田头”到“餐
桌”产销对接模式，实现品牌占有率

５０％以上。追溯系统投入运行，实现猪
肉蔬菜从源头到终端信息追溯。

■资产分公司　资产经营启动组团招
商，推行网点资产集中管理，扩大资源

产出。至年末，管理网点总数有 ２４８
个，经营面积７６８万平方米，占公司总
面积 ５２３４％。年内引进优质客户 １６
家，盘活闲置资产 ４个，全年累计网点
资产收益５５４８万元。１１月，网点资产
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启动。近两年，公司

以托管整合资源，推进资产管理集约化

发展，租赁坪效提高１８％。

■经营公司　公司根据推进大后勤管
理要求，确立后勤站（点）制管理模式，

完成黄金广场自动扶梯更新、中央空调

改造和电气设备改造项目论证，并形成

整体方案。成立专职安全督导队伍，实

施安全监管全覆盖，全年开展检查１４１
次，发现隐患 １７０个，及时跟进督办整
改和复查验收，为企业安全运营保驾

护航。

■退管调配中心　年内完成长江口股份
和宝胜公司２个中心数据库合并，建立
离岗职工基本信息和分类信息数据库。

全年走访慰问离退休职工２６５１人（次），
其中，春节国庆走访 ２０６人、年度普访
３７１人、高龄探望１６２人、住院探望 １４８
人、为民地图走访４２人、丧事２次、其他
探访８７人（次）。 （邢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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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与农村经济
■编辑　经瑞坤

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的蔬菜标准园

摄影／胡　军

综合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有１０７个行政村、
８个村级组织、８１５个村民小组、４２９７８户
农户，农业人口５０７８２人。农业耕地面
积４５５７公顷，粮田面积 １０７８５３公顷，
蔬菜面积８７２０２公顷，果园面积３５８７
公顷。全年农民人均收入保持平稳增

长，全区参与农村收益分配人口 １０６８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０１６万人，增长
１５％，其中劳动力６４７万人，占分配人
口６０６％，非劳动力４２１万，占分配人
口３９４％；农民人均所得１８６７１元，与上
年同口径比增加 １０％。高境镇和大场
镇人均收入超过２５０００元，分别为２７０７５
元和２５８９８元；增幅最高的是月浦镇，增
长１１６％。全年农村经济总收入（含增
值税）３１５６６２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３１６９％，其中第一产业（农林牧渔）０９９
亿元，占总收入００３％，增加０１５亿元；
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８４３５６亿元，占
总收入２６７２％，增加５７６个百分点；第
三 产 业 ２３１２０７亿 元，占 总 收 入
７３２５％，增加４８４４个百分点。第一产
业实施基本农产品最低保有量制度，划

定永久基本农田，确保耕地面积和质量，

全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提高

农业经营产值，第一产业收入小幅度增

长；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因受产业结构调

整影响，收入比上年减少 １４１％，但建
筑业大幅回暖，收入增加 ８７５％；第三
产业收入增幅明显，现代服务业发展快

速。全年可分配净收入总额达 ２４１６６
亿元，比上年增加２８％，其中上缴国家
税金６４１９亿元，增加１４％，占可分配
净收入总额２６５６％；上缴国家有关部门
３１３亿元，增加４８８％，占１３０％；外来
投资分利 １０７１亿元，减少 ４８２％，占
４４３％；外来人员劳务收入４４８０亿元，
减少２０９％，占１８５４％；企业各项留利
９８２６亿元，增加３４８％，占４０６６％；乡

村集体所得 ３０７亿元，减少 ３９％，占
１２７％；农民经营所得１７５０亿元，增加
７８％，占７２４％。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年内完
成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工作。

全区现有农村集体耕地面积３７５３３３公
顷，其中本次稳定完善后的农户家庭承

包耕地面积１６２０２公顷（以确权确利为
主），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机动地面积

２４３公顷；全区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农户９２５８户。列入农村土地二轮延包
完善工作范围承包户的土地承包合同签

订率达１０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
到户率 ９９５％。按照上海市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化管理的建设标准

和要求，组建成立宝山区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中心，实现区、镇、

村农村土地流转受理和合同管理、信息

联络、政策咨询与价格评估、纠纷调解

等一体化管理和服务。完成区、镇、村

三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体系建设，成立区级农村土地承包仲裁

委员会和镇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调解工作小组，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纠

纷调解员，形成科学合理规范的调解机

制，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规

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区、镇、村全年

共受理并办结纠纷调解案１６件。９月，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对宝山区稳定和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工作开展考核验收，

随机抽选月浦镇勤丰村、月狮村和罗店

镇光明村、束里桥村作为重点检查对象，

考核组采取听、查、看、访方式，对完成合

同权证签订发放率、土地承包档案管理、

土地流转中心及仲裁体系建设、群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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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４日，月浦镇（段泾村）５００吨级农副产品储藏保鲜新建项目验收
摄影／胡　军

意度测评４个方面内容进行考核，通过
宝山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工

作验收。

■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年
内，完成区农村经营管理监管系统与市

农村集体“三资”（农村集体资金、资产、

资源）监管平台对接工作，建立市、区、

镇、村四级联网的农村集体“三资”监管

平台。１０月，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
软件运用的培训工作。１１月，完成基础
数据采集和录入，全区进入集体经济组

织和集体企业的部分“三资”数据监管

平台的共计５１９户。

■实行村级财务管理信息化　通过区、
镇、村三级２００余个信息点进行账务处
理、信息查询、预警监控、报账反馈有机

统一的网络化管理，发挥宝山区农经网

络监管系统信息化、网络化的优势，夯实

农村财务工作，提升村级财务管理水平

和财务公开质量。３月，根据《宝山区村
级会计委托代理工作考核办法》的相关

规定和要求，深化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工

作体系建设，区集资委、区财政局、区农

委组成联合检查组，考核７个镇２０１０年
度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工作。

■撤制村队资产处置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１
年末，宝山区累计批准并完成撤制村队

集体资产处置的共涉及２２个村，２１５个
生产队，主要分布在罗店、杨行、顾村、高

境、大场等镇村，共处置集体净资产

３８０２９６８万元，可量化分配资金２５７１２４

万元。年内完成１２个生产队的撤村队
集体资产处置工作，共处置集体净资产

８４７９８１万元，可量化分配资金 ４５８３３
万元，出具拟撤销村队建制集体资产处

置方案初审意见的复函共计６４份，涉及
６７个生产队。 （张书窻）

■农业行政执法　宝山区农业综合执法
大队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成立，属区农委下
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正科级），编制５５
人。同时撤销宝山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宝山区渔政管理检查站的独立建制，宝

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宝山区农机安

全监理所执法职能全部划转至宝山区农

业综合执法大队。（１）种植业执法管
理。全年举办农资经营法律、法规知识

专题培训５次，农资经营人员上岗培训１
次，培训农资经营人员１８０余人；举办食
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培训３次，参加
培训１５０人（次）。开展“送科技下乡”，
“送放心农资下乡”和食用农产品安全

宣传活动，印发张贴宣传材料９００余份，
悬挂宣传横幅２５幅；开展现场咨询活动
２次，接待咨询群众６００人（次）。全年
出动种植业执法人员３６０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８２台（次），检查种子、农药、肥
料经营企业６４０家（次），整顿农资市场
１０个（次），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２
件，立案查处２件，罚没金额７６０元，检
查蔬菜种植户安全使用农药 ５５０余家
（次），检查种子经营企业１８０家（次），
检查农药经营企业３３０家（次），检查肥
料经营企业１３０家（次）。开展农药、肥
料、种子标签和产品质量抽检，共抽查农

药标签４３０个，开展３次农药质量抽查，
抽检农药品种２４个、卫生杀虫剂标签６５
个；抽查叶面肥标签７３个，肥料质量抽
检２２个样品；春秋两季种子质量抽查水
稻种子３批（次），小麦６个样品；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监管 ２次，检查 １６家超
市，１６０只样品。开展甲胺磷等五种高
毒农药进行检查收缴以及毒鼠强市场排

查３次；开展植物生长调节剂专项整治１
次；开展蔬菜园艺场和蔬菜种植散户农

业投入品专项检查２次；全区完成蔬菜
样品４７个，有机磷农药２０种、菊酯类农
药９种，检测累计１３６３项（次）。（２）林
业执法管理。加强林业投诉与网络化管

理，全年共受理网络化事件１２件。受理
并处置市民关于野生动物保护来电共

２７件，其中移交动物园 ３件，分别是鳄
鱼、穿山甲及隼。年内，全区产地检疫共

３３家，受检面积２５５４８公顷，产地检疫
合格率１００％；复检３６家，对苗木进行重
点抽查；回收废证 ８０份，补开证书 １９
份，补收检疫费 １４７００元，销毁樱花 １０
株；开具木材运输证２３２８４份，检疫证明
２３０２９份，检疫木材 ９２１８２２７８立方米，
苗木８８８５２５株，碎木片 １２３１１吨，中纤
板１７８０８件，家具１４３９９件，胶合板５７２３
件；实验室镜检松木样品 ３９个，其中 ８
月２９日发现有活的线虫１起，作熏蒸处
理。（３）畜牧执法管理。全年出动执法
人员１０２３人（次），检查养殖场、饲料生
产企业、兽药经营企业、兽药生产企业

２４７家（次），查处案２２件，罚没金额４２
万元；全年洋桥道口共检查装运动物及

其产品的车辆９７９５辆，检查生猪２２２７３
头、牛 ２２头、禽 １６３１６０５羽、动物产品
６５２１４吨、动物副产品１２０７吨；依法处置
违章和不符合入沪要求的车辆 １５０辆
（次）。（４）渔政执法管理。全年核发捕
捞许可证５３张，其中鳗苗捕捞许可证４５
张，其他临时许可证８张；查处各类违规
案１２７件，罚没金额７３１万元，没收、捣
毁各类渔具１１００余件，投入内陆水域放
流资金 ２０万元，增殖放流鱼苗 ８０８万
尾，大规格鱼种２０００公斤；对罗泾、罗店
镇的８家养殖单位进行检查，抽查样品
送检３１件，其中农业部“飞检”（现场快
速试剂盒检测）２次，送检样本全部
合格。

■农业集体规模经营　至年末，全区集
体合作农场（专业合作社）有 ５１个，其
中，粮食１２个、林果２个、蔬菜６个、综
合经营的集体农场３１个。全区集体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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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营面积２７５２９公顷，其中，粮田面
积１０６７９公顷、林果面积 ５９３８公顷、
蔬菜面积 １００７５公顷、其他作物 ８３７
公顷。吸纳辖区内农民就业３１４０人，农
场职工平均年收入１９万元，效益好的
农场职工平均收入达４万元。全年夏粮
平均亩产 ３２８公斤，秋粮平均亩产 ５５７
公斤。全区补贴农场土地流转费共计

５８４３３４万元、职工工资９５２４８万元。

罗泾镇新海村晚稻开镰收割 摄影／经瑞坤

■新型农民培训　开展农业专业化技术
培训。围绕区无公害蔬菜、“宝农３４”优
质水稻等农业特色产业，以提高区域特

色农产品的质量为重点，全年培训专业

农民４０３人、营销人员１０人、财务人员
２３人、合作社理事长１０人。完成职业技
能鉴定４３人；配合水稻高产创建，邀请
市有关专家专题培训农科技术人员、农

场场长水稻生产技术、病虫害防治。组

织专家到罗泾镇农场集中培训农场管

理、生产人员的水稻保优生产技术。开

展形式多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技术

培训，全年累计举办培训班３２期，培训
２１５０人（次）。开展农民现代远程教育
培训２０００人（次）。

■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发挥《宝山区
农业网》的窗口作用，及时发布区域农业

最新动态，全年发布信息５４５条，其中宝
山新闻２６１条、图片新闻９３条、都市农
业栏目７２条、党建园地栏目５３条、网上
公告栏目６６条（其中报《上海农业网》
３２２条，报《上海农业技术网》２４８条）。
完成《宝山农业网》改版工作，农民一点

通平均点击数 ３１７０次，开机天数 １９５
天，信息维护、更新１７５条，比上年分别
提高１４９６％、５６％、５４４％。完成支农
惠农监管平台２０１０年宝山区支农惠农
信息的输入与上传，共计导入记录数据

３０４８条。

■科技入场指导　选派中高级农业科技
人员３２人到各个农场、合作社担任技术
副场长和指导员。在科技入场入户指导

中，采取与项目实施相结合，提高示范效

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入场的水

稻平均亩产达６０６５公斤，比面上产量
水平每亩增加４９９公斤，增长９％。在
杨行蔬菜园艺场，进行食用菌金福菇、杏

鲍菇栽培，主推金福菇生产的茬口、埋土

管理、出菇管理措施等适用技术，产量达

每包０６斤，增产２０％。在顾村绿化林
地进行杏鲍菇栽培，取得良好效果。建

立蔬菜科技示范户 ３７户，面积 ６１５９３
公顷，带动辐射２００户。 （于学渊）

种植业
■概况　全年实现种植业产值 ２４８５３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区粮食播种

面积 ２０１５公顷，比上年增加 ２６０６公
顷，增加１４８％，其中小麦９３６５公顷，
增加 ４６９％；水稻 １０７８５公顷，减少
３５％。粮食总产１３３５６吨，比上年增加
１６０７５３吨，增加１３７％，其中夏粮４４４１
吨，增 加 ４２％；秋 粮 ８９１５吨，增 加
３４％。至年末，全区果树面积３５８７公
顷，比上年减少１１１公顷；果品总产量
５６１７５吨，减少２８７６５吨，减少３４８％；
西甜瓜面积４７２公顷，减少２９４公顷；
西甜瓜总产量１７６５吨，减少１２７３吨，减
少４１９％。全区蔬菜面积８７２０２公顷，
比上年增加 ２９５％；全年上市蔬菜
７１７２万吨，增加１２６％；蔬菜上市金额
１１３亿元，减少１２４％。

■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优良品种示范
推广。全区粮食作物新品种覆盖率

９５％以上，良种覆盖率１００％。宝山区选
送罗泾镇宝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

产的洋桥牌“宝农３４”大米，蝉联上海市
优质稻米品鉴会金奖。小麦生产主推新

品种罗麦８号、罗麦１０号；食用菌主推
草菇、袖珍菇、金针菇等品种；鲜食玉米

主推沪玉糯２号、３号，彩糯２号，苏玉糯
２号４个新品种；西甜瓜主推早佳（８４－
２４）、早春红玉、玉菇 ３个优质品种。

（２）新技术示范推广。全年在顾村镇羌
介村、罗泾镇民众村等地建立６个小麦
丰产方，面积共计１４０公顷，占全区小麦
面积的１５５％，平均亩产４２４７公斤，比
区平 均 亩 产 增 产 ９６７公 斤，增 产
２９５％。其中，顾村镇羌介村２０公顷丰
产方，平均亩产达 ５２１８２公斤，获全市
小麦高产评比一等奖；罗泾镇民众村的

小麦丰产方，平均亩产达４１８公斤，获市
小麦高产评比三等奖。在水稻高产创建

活动中，在顾村镇羌介村、罗泾镇民众村

等地建立１７个百亩方和１个千亩带，合
计面积为３９０公顷，占全区水稻面积的
３６２％。全区丰产方水稻平均亩产达
６１０公斤，比面上平均亩产增加５３４公
斤，增长９６％。顾村羌介合作农场水稻
亩产达６４５７公斤，获市二等奖；罗泾民
胜农场水稻亩产量６２４２公斤，获全市
三等奖。（３）蔬菜品种结构调查。全区
全年种植蔬菜 ２５３２９８公顷，复种指数
为２９。其中，栽培面积６６公顷以上的
有青菜、菜心、芥蓝、芹菜、卷心菜、莴笋、

生菜、菠菜等；叶菜类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１９２４２８公顷，占总种植蔬菜面积的
７６％。（４）农产品认证。至年末，全区有
６家企业的２６个产品（其中水果 ４个，
蔬菜２２个）获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
证，认证面积１９３４２公顷。有４家蔬菜
种植基地获ＧＡＰ（良好农业规范）认证，
１０家蔬菜种植基地申报无公害整体认
证，申报面积２８９９公顷，品种１１２只；１
家粮食种植基地申报无公害大米，面积

１４４４公顷。（５）新农药、新肥料、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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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推广使用。粮食生产大面积使用商品

有机肥、配方肥，有机肥４３６４吨，应用面
积９８３１３公顷（次）；配方肥６４３吨，应
用面积１０５３３３公顷（次），有效减少氮
化肥施用量，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优质农

产品生产；蔬菜种植推广高效、低毒、低

残留农药４４个品种，共２０３２６８８公斤；
推广商品有机肥２０００吨，ＢＢ肥７００吨，
叶面肥４０１５公斤；遮阳网使用面积７４４
公顷（次），滴灌应用面积７４９３公顷，微
喷应用面积 ６７公顷；推广绿色防控技
术，使用防虫网 ８３２７公顷、黄板 １０００
张、性诱剂１３３３３公顷（次），生物杀虫
剂３３３３３公顷（次），采用清洁田园、合
理闷棚、高温消毒３３３３３公顷（次）。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８日，区渔政管理部门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摄影／胡　军

■病虫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　开展麦子
水稻和主要经济作物的主要病虫测报工

作。在监测点的设置上，选择以种植面

积最大的罗泾镇为主点，建立宝山区病

虫测报网络，全年麦子、水稻各种病虫预

报准确率达９６％以上，上报市中心“五
天一报”４３期，发布病虫情报 １６期，共
计１０００余份。全年召开植保工作会议
１１次，布置各种作物病虫草防治面积
３１７万公顷（次）。其中，麦子病虫草发
生面积 ４２００公顷 （次），防治面积
４９３３３３公顷（次），通过防治，挽回麦子
损失 １０１１５吨；水稻病虫草发生面积
１９５万公顷（次），防治面积 ２６７万公
顷（次），通过防治，挽回水稻产量

３７３７１吨；麦田化学除草面积 １０６６６７
公顷（次），稻田化学除草面积１８００公顷
（次）。开展农田灭鼠工作，设置鼠情监

测点２个，共投放溴敌隆颗粒剂５０００公
斤，推广毒饵站灭鼠新技术７３３３公顷，
培训咨询 ２０００人（次），印发宣传资料
２００余份。全年对葡萄根瘤蚜、豚草、黄
瓜绿斑驳病毒病、梨树枯梢病、三叶斑潜

蝇、红火蚁、桔小实蝇、香蕉穿孔线虫、扶

桑棉粉蚧等重点有害生物制订疫情监测

普查方案，全年共调查国家检疫性有害

生物３１种，上海市补充检疫对象６种，
监测有害生物８种。全区设置监测点４３
个，累计开展监测调查９５次，调查面积
６５１８３３公顷（次），调查花卉 ２９１０盆
（株）。开展麦子、水稻留种田块产地检

疫，调查品种 ４个，调查面积 ８７６７公
顷，未发现检疫性病害，准于留种；开出

蔬菜种子检疫证书编号８张，涉及３家
企业的黄瓜、番茄、青菜等品种。全年调

运种子５个批次，调出３个批次，蔬菜种
子６５０公斤，调进 ２个批次，水稻种子
７００公斤。 （于学渊）

养殖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规模畜牧场
１０个，水产养殖面积４８２公顷，渔业船
舶３艘，市外湖泊养蟹面积 １６６公顷。
全年畜牧水产食用菌总产值３９５亿元，
比上年增加１１９亿元，增加４３１％。其
中，畜牧产值 ２５９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５９％；水产品产值 ００３亿元，减少
４９％；食用菌产值 １２５亿元，增加
２８４７％。全年生猪出栏３１万头，比上
年本地生猪出栏减少 ４３％；鲜奶产量
３２４６０吨 （含 异 地 １８２２３吨），减 少
８３％；水产品总量３４０吨，减少３８３％。

食用菌栽培面积４０万平方米，产量８００８
吨，比上年增加 ２３６３％；食用菌出口
２０００吨，增加２５％，出口金额１０００万美
元。水产品出口 １１００吨，比上年增加
２１１％；出 口 金 额 ６６７万 美 元，增
加２９３％。

■动物免疫　全年共免疫生猪口蹄疫
８６８０１头（次），蓝耳病５４３９４头（次），牛
双价 １０７６２头（次），牛 Ａ型口蹄疫
１０５５８头（次），羊双价 １７９头（次）。禽
流感免疫 １４１６５８羽（次）。猪瘟免疫
８２１７０头（次），猪丹毒 ８８６９头（次），猪
肺疫１７５５７头（次），鸡新城疫５１９６９羽
（次），牛炭疽 ３２５６头，猪细小病毒 ４８５
头（次）。免疫犬２５６万条，其中，控养
犬２２４万条，农村犬０３２万条。

■动物检疫　全年产地检疫生猪３３５５２
头、禽５４０羽、奶牛 ２１１头、犬 ９１头，完
成屠宰检疫牛２０９６头。全年对 ７家动
物产品经营单位检疫换证猪胴体３２４３８５
头、动物产品７３４５７吨。奶牛“两病”监
测共检测牛结核病５８７２头（次），牛布氏
杆菌病４６６８头（次），检出阳性牛１６头，
全部送浦南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站进行

销毁。全年无害化处理病死猪 １４６９７
公斤。

■违禁药物检测　全年共检测盐酸克伦
特罗４０８个批（次）（检测尿样１４１２份），
检测莱克多巴胺２８７个批（次）（检测尿
样１０１３份），检测沙丁胺醇 ２８７个批
（次）（检测尿样１０１３份），齐帕特罗１４３
批（次）（检测尿样５０９份），阴性率均为
１００％。对规模养殖场、散养户开展瘦肉
精每月“飞检”（现场快速试剂盒检测）

工作，共检测４６６批（次），全部为阴性。
检测与违禁药物有关的饲料６８批（次），
兽药７批（次），生鲜乳１１批（次），全部
合格。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全面监管区
内持有养殖证的４８２公顷水面，年内监
测渔业环境水质６次，监测水质样本７２
份，化验水质数据６４８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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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０余份。组织实施淡水养殖专
题培训，共计培训４轮１０５人次。

（于学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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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
■编辑　吴思敏

土地储备与供应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土地储备中心按照
土地储备规划，坚持“重点发展区域和集

中发展区域优先、调结构促转型优先、前

期开发成熟优先、收储和出让资金的合

理运作优先”４个优先原则，综合考虑农
转用指标、动拆迁、资金平衡等因素，初

步拟定全年计划储备经营性用地２０幅，
面积约２５９７公顷；出让经营性用地１８
幅，面积约１１４５公顷。（１）推进土地收
储工作。推进滨江发展带、南大地区、罗

店大型居住社区以及集中发展区重点项

目，主动协调沟通，优化运作流程，跟踪

动拆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推进经

营性用地、工业用地、配套商品房用地收

储，促进城市转型发展。全年实际完成

土地收储 ３８幅，面积 ４３６７３公顷，其
中，经营性项目１７幅，面积２２３７公顷；
工业类项目５幅，面积１８９１公顷；配套

商品房５幅，面积５７７２公顷；罗店大型
居住社区６幅，面积７６６公顷；南大地
区５幅，面积５９７８公顷。（２）推进土地
出让工作。受“稳供应、保民生”宏观调

控政策影响，积极应对政策变化，每季度

召开研判会议，对年度拟出让地块相关

工作做出适应性调整。发挥土地储备出

让平台作用，强化与全区 １３个职能部
门、街镇连动，主动协调沟通，缩短办理

手续期限。科学合理拟定出让底价和出

让方案，确保土地有序出让。全年实际

完成土地出让 １５幅，总面积 ６０２１公
顷，总成交额８４７７亿元，其中，经营性
用地出让 １１幅，面积 ３９１３公顷，成交
额７７４５亿元；配套商品房出让４幅，面
积２１０８公顷，成交额７３２亿元。（３）
完善机制，严控土地储备成本。规范土

地资产管理，经过学习借鉴、调查研究、

分析讨论、酝酿修改，起草《关于完善宝

山区土地储备和出让工作的机制的实施

意见》，由区政府予以转发。通过成立土

地储备成本认定机构，制定土地储备成

本认定会议制度，在区规土、财政、审计

等１０个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和监督
下，实现“集体决策、职责清晰、监督有

效”的管理模式，增强政府对土地宏观调

控能力。

■推进土地储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　
按照《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的有关要

求，区土地储备中心立足区土地储备、出

让业务工作实际需求，２０１０年１月向区
信息委申报项目建设，同年 ５月获批。
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底，经过系统需求
分析、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软件程序设

计、调试运行、第三方测试、验收等项目

建设阶段，建立了集实用性、针对性、直

观性为一体的宝山区土地储备信息系

统，基本实现区土地储备、出让业务数据

的数字化管理。 （张　景）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经营性用地出让情况

序号 地 块 名 称
出让
方式

面积
（公顷）

容积率 规划用途
竞得价
（亿元）

竞 得 人

１ 罗店新镇Ａ１－３地块 挂牌 ３．５６ ２．５
商住混合
（商：３０％，
住：７０％）

５．３８２６ 远洋地产（上海）有限公司

２ 大场镇捆绑基地塘祁路南侧地块 挂牌 ９．８８ ２ 居住 ２６．５６８６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３ 宝山工业园区Ｃ－２－１－１北块 挂牌 ２．４９ ２ 商业 ０．６７３１ 上海望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４ 杨行镇西城区北块Ｇ－２－１地块（Ａ块） 挂牌 １３．７７ ２ 居住 ３１．３３７７ 远洋地产（上海）有限公司

５ 月罗公路南侧地块 挂牌 ０．３ １ 加油站 ０．１１４１ 上海月达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

６ 罗泾镇沪太路东侧地块 挂牌 ２．９５ １．６ 商住 １．１１１１ 上海益源达实业有限公司

７ 宝刘加油站地块 挂牌 ０．２１９１２ １ 加油站 ０．０６６ 上海宝山宝刘加油站

８ 大场镇文海路西侧地块 挂牌 ３．１６ ２．０ 居住 ７．６８ 上海同济房地产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９ 杨行镇共祥路加油站 挂牌 ０．２２ １ 加油站 ０．１００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
上海泰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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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地 块 名 称
出让
方式

面积
（公顷）

容积率 规划用途
竞得价
（亿元）

竞 得 人

１０ 杨行镇杨盛河西侧地块 挂牌 １．３５ ３．５ 商办 １．８６８４ 上海亿博转业有限公司

１１ 环镇北路南侧（纳米西块） 挂牌 １．２２ ２．５ 居住 ２．５５６８ 上海紫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　计 ３９．１３ ７７．４５９２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配套商品房项目出让情况

序号 地 块 名 称
出让
方式

面积
（公顷）

容积率 规划用途
竞得价
（亿元）

竞 得 人

１ 宝山区大场镇锦秋路南侧地块 挂牌 ８．５１ ２．２ 居住 １．７６３４ 上海乾溪置业总公司

２ 宝山区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市属动迁安
置房Ｃ６地块 挂牌 ５．６４ ２．３ 居住 ３．６４０５ 上海宏晨房地产有限公司

３ 宝山区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区属动迁安
置房Ｄ１地块 挂牌 ４．５９ ２．３ 居住 １．２７２９ 上海保集（集团）有限公司

４ 宝山区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区属动迁安
置房Ｄ２地块 挂牌 ２．３４ ２．３ 居住 ０．６５０１ 上海安居晟坤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合　计 ２１．０８ ７．３２６９

（张　景）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罗店大型居住社区二期开工 摄影／王　翔

住宅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住宅建设管理工作
围绕“推进住房保障工作，打造百姓安居

工程”这一实践载体，全年新开工住宅面

积３９５３３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１７５９１
平方米，其中保障性住房面积２２１６１万
平方米（经适房７８１９万平方米、市属配
套商品房５６０２万平方米、区属配套商

品房８７４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１９７２６
万平方米。完成美兰湖花园、绿地宝里、

共康雅苑、朗诗绿岛园、美兰湖中华园、

中环国际公寓等６个住宅小区的“四高”
优秀小区的验收工作。金地艺境城一

期、罗店新镇 Ｄ１－２、中冶尚园、中冶祥
腾宝月花园等４个小区通过２０１１年创
节能省地型“四高”优秀小区创建评审。

中冶祥腾宝月花园、中冶尚园、罗店新镇

Ｄ１－２等３个小区通过住宅性能认定初
评。全年共建成居住区绿化面积 ４９４
万平方米，围墙透绿长度２３９万米。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全年实现住宅建
设配套公建新开工面积 ７９１８万平方
米，竣工５０万平方米；征收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３１６亿元（不含轨道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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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４亿元
（其中市政、公用配套建设资金２０４亿
元，公建建设资金０５亿元）。推进宝山
西城区市政配套道路建设；完成塘祁路、

华瑞路、华秋路、锦秋路４条市政配套道
路的工可及初步设计报批工作；实施环

镇北路、红林路、依安路等道路建设。

■住宅全装修管理　加快新建住宅产业
化进程，明确２０１１年出让的住宅用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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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区全装修住宅竣工面积约

３５７４万平方米，在建全装修住宅面积
２４５１万平方米。 （孙妮娜）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房管局围绕住房保
障民生和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主线，推

动房管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保障城

市运行和生产安全稳定。全年共核发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 ９０张，批准预售面积

４４１

房地产业



２６６２９万平方米；核发新建住宅交付使
用证４９张，建筑面积２１７８２万平方米。

■动拆迁管理　年内以重大工程房屋拆
迁为重点，以依法拆迁为依托，推行阳光

拆迁，依法开展行政裁决，确保和谐稳

定。全年共拆平４个基地，完成居民拆
迁２７２４户，建筑面积４６万平方米；核发
拆迁许可证３张，批准５５次基地延期，
５７个基地建立公示制度；受理拆迁裁决
３１户，召开裁决调解会６２次，召开听证
会１次，经调解签约２０户，下达裁决书
２２户；向法院申请司法强迁１０户。

■房地产测绘　全年共完成房地产测绘
任务３３７项，其中单位发证１１７项，测量
房产建筑面积９６７万平方米；商品房预
测１１２项，房屋建筑面积 ４３６８万平方
米；商品房实测 １０８项，房屋建筑面积
２９５万平方米。 表３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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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４．９１亿元 ５３．５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３７８．１８万平方米 ７２．３５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１９７．３８万平方米 １．１

商品房预售批准 ２６６．２８万平方米 ２２．０８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２２３．６９万平方米 １．０７

商品房销售金额 ３１５．７９亿元 １８．５９

商品房平均单价 １４１１７元／平方米 １７．３３

存量房成交面积 １１５．４４万平方米 －２２．５７

存量房成交金额 １５３．４５亿元 －７．２７

存量房平均单价 １３２９３元／平方米 １９．７７

表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单位：套、平方米、元／平方米

楼盘名称 套数 面积 均价 所属板块

保利叶城 １５１３ １７５７８７．２ １９７３３ 顾村镇

金地艺境城 １３９３ １４６４８７．２ １９０３３ 大场镇

上海馨佳园 １７１８ １２１０８１．８ ５６０５ 顾村镇

宝虹水岸景苑 ７５５ ５９６３０．２１ ９１０６ 杨行镇

中冶祥腾宝月花园 ６５６ ５９０４６．５８ １２３１０ 月浦镇

友谊家园东块 ６１６ ５７３２４．９９ ３２５８ 杨行镇

保利叶都 ５３５ ５７２１７．２２ ２１７２１ 顾村镇

上海宝山万达广场 ６１３ ５５３３０．８５ ３５０１１ 庙行镇

宝宸怡景园 ５９１ ５３４０７．９６ １９７６０ 庙行镇

美兰湖中华园 ５３９ ４７８９５．７８ １６６３３ 罗店镇

　注：数据来源“网上房地产”（含配套动迁房）

■房地产档案管理　全年共接收各类房
地产档案９６９６６卷。其中，一文一卷文
书档案１３９８卷（件）、荣誉档案８件、照
片１６张、光盘 ４张、会计档案 ５７５卷
（册）、房地产权证档案４５３６４卷、其他权
利登记证４８９６４卷、成果档案４００卷；行
政处罚（代为改正和自行改正）４３卷；开
发公司企业资质档案６１卷；交付使用档
案３６卷；预售许可证档案２０卷；现房备
案档案１６卷；维修基金６１卷。全年共
提供对外查阅档案１０４人次２８８卷，对
内查阅１９８人次３０８卷。完成房地产登
记档案扫描９５３３４卷。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全
年代售未确权公有住房１３８套，建筑面
积７５７１１１平方米，实收房款２５９万元。
办理有限产权接轨７８户，办理单位使用
权转产权房屋１２套，办理外地配偶在沪
房改证明 ３４户，换发租赁凭证 １３０本
（系统公房）。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全年共归集维
修资金１７亿元（其中归集开发企业维
修资金１１７亿元，涉及５６个项目，建筑
面积３２３７２万平方米；归集业主个人维
修资金 ０５３亿元）；划转维修资金
６１３８８８万元，涉及８个小区，建筑面积
７６５６万平方米。做好“三审”（审核·
审价·审计）工作，共审核１８个业主大
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审价１４个项目，
审核资金 ４３５７５万元，核减 ６６１７万

元，完成２６个业委会换届审计工作。督
促物业公司、业委会将小区公共收益入

账，共有２６个小区的公共收益划入业主
大会账户，划入资金２９１７７万元。

■私房落实政策工作　做好净归集资金
的管理和私房落实政策工作，做好政策

宣传和思想疏导。全年共处理私房落政

信访２９件、来访１５件、集访１起。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年检
工作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加强
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

度。年内对区域内１３９家（一级资质的
４家除外）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项目开发
（在建、待建、在售）情况进行审核，通过

信用档案检查的开发企业有１３４家，注
销４家，“不予延期、仅供销售”１家。至

年末，在宝山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共

１５５家（其中，一级企业 ４家，二级企业
１２家，三级企业２１家，暂定级企业 １１８
家），比上年增加１２家。全年共受理房
地产经纪企业申请新增 ２７家、注销 ５０
家。至年末，宝山备案房地产经纪企业

总公司 ２８９家、分支机构 １８２家，共计
４６１家，经纪人８２１人。 （孙妮娜）

住房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房管局推进“四位
一体”（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动迁

安置房、公共租赁房）住房保障体系建

设，有效推进以罗店大型居住社区为重

点，兼顾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大场祁连等

保障性住房基地的建设；有序开展保障

性住房供应管理工作；加快推进老镇旧

区改造，不断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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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１日，宝山区首批经适房摇号排序 摄影／王　翔

■廉租房管理　全年新增廉租租金补贴
２９５户，完成租金补贴１２５６１９万元。历
年累计受理２９３５户，实有登记２７８８户，
落实补贴廉租住房租金配租２７８０户（其
中租金配租２６３５户，实物配租１２户，签
约未借房 １３３户），累计发放租金补贴
４８２３７６万元。区廉租办和各基层廉租
办全部实行各窗口上网办公，所有廉租

申请受理等流程全部采用市廉租办的住

房保障信息系统操作完成。筹措２５６套
廉租房源委托宝房集团进行产业管理，

其中１２７套产权过户到区住房保障机构
名下。

■经济适用房供应管理　３月２１日，启
动宝山区首轮经济适用房供应管理工

作。政策集中咨询阶段共接待居民家

庭 ８５８１户，预检发放申请表 ４２６３户；
申请受理阶段累计收件 ２７６３户，出具
受理单 ２７４３户，完成户籍核查 ２７４３
户，出具住房核查报告 ２６９３户。经过
“两级审核、两级公示”，全区有２４１７户
家庭进入公开摇号程序并取得轮候序

号，共选房２０９０户。９月３０日，第二轮
经济适用住房启动申请受理，共计接待

咨询家庭２３１７户，提交申请７８５户，经
过户籍、住房核对，共有 ７６９户家庭委
托经济核查。对庙行共康及顾村馨家

园２个经适房房源基地，共发放经适房
预售申请证 ７５３７套房屋，建筑面积
５１９６万平方米。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按照“政府主
导、企业运作、政策支持、市场机制”的

原则，组建宝山区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

限公司。年内完成建设筹措公共租赁

房４个项目，包括宝钢果园单身宿舍、

场北公寓、大康公寓、中冶宝钢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单身宿舍，住房建筑面积１１
万平方米，有３３３７间（套）房屋，全面完
成市下达的建设筹措２６５０套公租房目
标任务。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完成罗店
大型居住社区规划、征地、落实社会保

障等工作。基地市属保障性住房分别

于２０１０年底和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开工６３万
平方米和１１０万平方米，总计开工建设
１７３万平方米，涉及 ２０幅地块、４家开
发建设主体。区属配套商品房开工建

设４幅地块约２８万平方米。同步启动
１５个公建项目和６个市政项目，完成工
可报批。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顾村馨佳
园项目总用地面积为１６平方公里，规
划住宅建筑面积约１２６６万平方米，其
中３４万平方米竣工交付入住，至年末
竣工８１万平方米，基地配套建设基本
完成。１２月２８日，市推进办、宝山区政
府、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３家联合
举办馨佳园竣工交接仪式，成为上海市

第一个整体交付的大型居住社区。

■综合改造　（１）旧小区整治。至７月
底，２０１０年小区综合整治３４个项目全
部竣工，建筑面积 １３７７万平方米，共
５０３幢房屋。下发《宝山区２０１１年度综
合整治计划项目申报表》，对旧小区状

况进行调查摸底；根据 １２月 １日颁布
的《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管理试行办

法》，草拟《宝山区住宅修缮工程管理办

法》，严格按照工程各项标准开展实施。

（２）建筑市场整顿。建立以区房管局、

宝房集团、监理单位和各施工单位为主

体的专项检查整治行动工作网络，各施

工单位自查自纠，监管到位；联合宝房

集团共出动３２人次，对１５个在建的房
屋修缮工地进行检查，下发整改通知单

６份，整改隐患 １５项，确保安全质量。
（３）成套改造。全年海滨新村竣工 ６
幢，在建成套改造３幢；泗塘一村竣工４
幢，在建成套改造２幢，“平改坡”综合
整治３幢；陈东路２１弄１号１幢房屋于
３月开工改造，９月 ２８日居民回搬居
住；长江路８４８弄３２～３４、３８～４０号 ２
幢房屋启动成套改造；同济路１９１弄２
号于１１月竣工回搬；同济路６０弄１～８
号４幢房屋成套改造于 ５月竣工。成
套改造共累计竣工 ７９幢，建筑面积
１３６２万平方米。（４）旧里改造。３月
５日，吴淞西块开始动迁工作，６０７证中
年内签约并开始过渡４００证４４３户，占
６５９％。（５）老镇改造。６月 ３日，大
场老镇家乐福项目２７万平方米开业，
专业卖场０９万平方米竣工交付，核心
区拆迁工作 １５４８户中完成签约 １５０２
户，动迁完成率９７％，约４０万平方米安
置房全部竣工交付使用；罗店老镇亭前

街北侧房屋立面整治基本完成；杨行和

顾村老镇深化改造方案。（６）优秀历史
建筑保护。年内对优秀历史建筑（逸仙

路３９０１号东海船厂办公楼）开展保护
工作，要求管理单位按保护要求提出抢

救修缮维护方案，做好临时排水、房屋

防渗漏、修补门窗等保护工作。

（孙妮娜）

房产交易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房产市场基本
处于平稳发展态势。全年共实现各类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２２３６９万平方米，比
上年增长１０７％，金额３１５７９亿元，平
均单价１４１１７元／平方米（其中预售面
积１３７４２万平方米，增幅 ２１０４％，金
额２２６９３亿元，平均单价１９４２４元／平
方米）；存量房成交面积１１５４４万平方
米，减少２２５７％，金额１５３４５亿元，平
均单价 １３２９３元／平方米；配套商品房
入网销售面积３２８９万平方米。

■“网上房地产”　全年共受理各类房
地产登记 ７９１４７件，颁发房地产权证
３８６５４件，房地产抵押登记２９６８６件；经
纪机构初次认证 １６件，受理经纪机构
变更２４件；完成存量房受理 ２６５３件，
补证公告６６２件；二手房买卖合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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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１２件，租赁合同备案２５８件。
（孙妮娜）

物业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物业小区
６４１个，总建筑面积４８１１５９万平方米，
业主大会（业委会）４００个。（１）发放
２０１０年下半年售后房物业费补贴资金
１１６７８万元，涉及６１家物业服务企业，
售后房面积１０４０万平方米；发放 ２０１０
年度奖励资金 １７７万元；发放 ２０１１年
上半年售后房物业费补贴资金１１７９３
万元，涉及６２家物业服务企业，售后房
面积１０５１４万平方米。７月１日，售后
房物业管理费补贴标准调整到每月每

平方米０３０元。（２）加强对物业企业
的资质管理和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全

年办理新设立资质物业企业３家、三级
资质物业企业１家、二级资质物业企业
２家，一级资质初审１家。至年末，注册
宝山区的物业企业有１０８家，注册外区
在宝山区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企业有

７７家。（３）以新建小区绿化为抓手，开
展小区绿化景观评审，把好小区绿化建

设第一关。全年共组织新建小区绿化

景观评审 １５家，绿化面积 １７万平
方米。

■业委会组建　至３月３１日，共对５３
个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进行备案，其

中新建８个，换届４３个，变更２个。根
据新实施的《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业主大会备案工作从２０１１年４月
１日开始由街镇实施。

■房屋应急维修　呼叫中心以９６２１２１
为主要载体，支持网络、来信、传真以及

１２３１９城建热线等方式的诉求，一口受
理全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的投诉、咨

询、物业保修、重大事项报告以及网格

化管理业务，全天２４小时运作；通过受
理、派单、处置、反馈、回访、统计等６个
环节，实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全

过程有监管、服务质量有提高的工作目

标。全年共受理９６２１２１案件４８６０件，
其中报修３３２２件，投诉１５３８件。城市
网格化案件共接单 ２２７件，均完成
处置。

■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全年共接到各
类违法案件投诉 ２０８６宗，实际受理案
件１７４７宗，其中违法搭建 １０７１宗，损
坏房屋承重结构 ２０５宗，改变物业使
用性质 ３５宗，群租 ２７３宗，其他 １６３
宗。坚持违法建筑有效整治，对新建

违法建筑实施快速处置，立即拆除；存

量违法建筑和其他违法案件有序推

进，依法拆除。申请强制拆除和组织

代为改正３０４宗，自行改正 ５３９宗，合
计８４３宗；按冻结产权交易处理 ４６８
宗，行政处罚 ３８宗，其余 ３９８宗立案
处理，结 案 率 ７５％，比 上 年 提 高
约１３％。

■“群租”整治　坚持专项整治和集中
整治相结合，加强沟通协调，有效遏制

“群租”问题。全年共收到“群租”信

访投诉 ３２３宗（户），实际受理案件
２７３宗（户），自行改正９４户，立案１７９
户。配合各街镇组织开展“群租”集中

整治工作，发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２０２份。 （孙妮娜）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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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２ 上海置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方丽都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０１．１０ ２３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３０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１．２１ １６２３．５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３６ 上海飘鹰展翅置业有限公司 飘鹰锦和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 ５１９１１．２３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５１ 上海宝宸置业有限公司 宝宸怡景园 庙行镇 ２０１１．０１．３０ ２６２７２．０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５２ 上海佳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春江美庐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０１．３０ ３７６５３．４０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５８ 上海宝山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万达广场 高境镇 ２０１１．０２．０１ ９８７５．０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６０ 上海绿地康和置业有限公司 风尚天地广场 庙行镇 ２０１１．０２．０９ １３９９．６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８３ 上海罗联置业有限公司 琥珀臻园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０３．１０ １７９４６．９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９４ 上海虹房宝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宝虹水岸景苑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７２２３４．０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９８ 上海虹房宝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宝虹水岸景苑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３５０４．９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０ 上海绿地康和置业有限公司 风尚天地广场 庙行镇 ２０１１．０３．２１ ２９８６１．５０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４ 上海绿地邻森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宝山商务广场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２０７２３．８５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１ 上海美兰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琥珀郡园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０３．２５ ４２８１３．８０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９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３．２７ ５７４９．４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３０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３．２７ ３４７１８．８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３１ 上海新中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印象苑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０３．２８ ６７８８．６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４４ 上海宝宸置业有限公司 宝宸共和家园 庙行镇 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２６０１１．８０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６６ 上海绿地邻森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宝山商务广场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４．１４ １００６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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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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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７０ 上海佳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春江美庐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０４．２３ ３２８１０．９０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９５ 上海中星城镇置业有限公司 海上御景苑 罗泾镇 ２０１１．０４．２７ ２６５８．６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０３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２２０４．８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０４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２３３９０．９８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０５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１２１９５．２０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２５ 上海裕田房产有限公司 中裕豪庭 大场镇 ２０１１．０５．０６ １３４９４．５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２８ 上海佳源置业有限公司 美岸栖庭 高境镇 ２０１１．０５．０６ ５６５４．９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３４ 上海香岛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上置香岛原墅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０５．１９ ３２００９．３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３６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５．１９ ６５７３．６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３７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５．１９ ４２５５０．１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３９ 上海中冶祥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冶祥腾宝月花园 月浦镇 ２０１１．０５．１３ ３３４００．７０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８１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１．０５．３０ ２３７５４．２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８３ 上海宝山上投置业有限公司 上投佳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５．３１ １５６１４．５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８５ 上海顺驰置业有限公司 美兰湖中华园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０６．０９ ４００６３．３３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８９ 上海绿地宝里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宝里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６．１０ ２４２７１．５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２９３ 上海绿地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丰翔新城 城市园区 ２０１１．０６．１０ １１８７５．３３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０８ 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 三花现代城 高境镇 ２０１１．０６．１８ ３７６５７．４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１１ 上海中冶祥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冶祥腾宝月花园 月浦镇 ２０１１．０６．２４ ３０８９０．４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２７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６．２６ １０１１６．３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２８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６．２６ ３２３４２．２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３９ 上海宝山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万达广场 高境镇 ２０１１．０６．２９ １５１０４．２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４５ 上海金地宝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金地艺境城 城市园区 ２０１１．０７．０４ ６９３３４．８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５６ 上海明馨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馨佳园（Ａ１０－３）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４４７６５．０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５７ 上海明馨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馨佳园（Ａ５－３）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５３３３３．９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５８ 上海明馨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馨佳园（Ａ５－５）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８１０７８．３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５９ 上海久效置业有限公司 宝华盛世花园 月浦镇 ２０１１．０７．１６ ３３０１０．７５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６３ 上海明馨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馨佳园（Ｂ４－２）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７．１３ １３０６１１．２３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６４ 上海顾村置业有限公司 金色威尔斯大厦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７．１８ １２９０３．６５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６９ 上海中冶新月浦置业有限公司 中冶尚园 月浦镇 ２０１１．０７．１５ ３４４９９．０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７５ 上海顾村格林茂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北郊商业广场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７．１９ ４７８９８．０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７９ 上海明馨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馨佳园（Ａ９－３）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７．２０ ３９５０３．９３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８９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河畔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３１６９１．４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３９０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７．３１ ３５０１３．９３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４０１ 上海象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象屿郦庭 高境镇 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１４３５９．８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４０４ 上海宝山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万达广场 高境镇 ２０１１．０７．２９ ４２０５４．８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４６０ 上海绿地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丰翔新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１．０９．０２ ６１４２７．２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４５０ 上海佳源置业有限公司 美岸栖庭 高境镇 ２０１１．０９．１１ ３０１２１．９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４７１ 上海顺驰置业有限公司 美兰湖中华园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０９．１３ ３０５３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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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



（续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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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１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９．２５ ３５００６．７５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３ 上海金地宝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金地艺境城 城市园区 ２０１１．０９．２２ ６４５８７．９０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８ 上海中冶祥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冶祥腾宝月花园 月浦镇 ２０１１．０９．２３ １９７２０．９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０９ 上海中星城镇置业有限公司 海上御景苑 罗泾镇 ２０１１．０９．２８ ４３５１９．９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１０ 上海象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象屿郦庭 高境镇 ２０１１．０９．３０ ３１８５９．０３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２１ 上海中冶新月浦置业有限公司 中冶尚园 月浦镇 ２０１１．０９．２７ ３０８４９．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２３ 上海宝山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万达广场 高境镇 ２０１１．０９．２７ ５６４６８．４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２５ 上海祁坤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坤雍景商馆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 ５５８７．４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０５２６ 上海久效置业有限公司 宝华盛世花园 月浦镇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 ４２９９０．８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６２ 上海绿地宝里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宝里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１０．１９ ９３３０．４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７５ 上海祁坤房地产有限公司 上坤雍景商馆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 １４１３８．５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８３ 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三湘海尚城 淞南镇 ２０１１．１０．２７ １１０７６．４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８６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盛高香逸湾庭院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１０．２８ ２１３８９．５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８７ 上海绿地邻森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宝山商务广场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１０．２８ ６５６０６．７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１．１１．０４ ３９９３８．４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０１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综合型购物中心 大场镇 ２０１１．１１．０４ ２６９７４．９８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０２ 上海铁大场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 大场镇 ２０１１．１１．０５ ２４３６１．９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０３ 上海宝山国际汽车物流有限公司 东智商务广场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１１．０８ ３７２２３．２９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１３ 上海金地宝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金地艺境城 城市园区 ２０１１．１１．０７ ２５９９９．０４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１９ 上海金罗店开发有限公司 上置美兰湖索浒大厦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１１．１８ ３９５３４．２８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２５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紫辰苑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１１．１９ ３４７９２．７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４０ 上海旭明置业有限公司 旭辉上河苑 宝山园区 ２０１１．１１．２３ ３０７８３．１３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４２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康桥水都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４０７０．４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４３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１１．２７ ４３７６７．４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６７ 上海中冶新月浦置业有限公司 中冶尚园 月浦镇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２４２５３．５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７３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１２．０２ ６４２．７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７４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１１．１２．０２ ５８０１．９７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８０ 上海铁大场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 大场镇 ２０１１．１２．０８ ２６５８４．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８１ 上海顺驰置业有限公司 顺驰美兰湖畔雅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１２．０８ １５４４１．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８２ 上海金地宝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金地艺境城 城市园区 ２０１１．１２．０８ ２０４９１．６２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３９５ 上海金罗店开发有限公司 美兰湖硅谷中心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１２．１４ ３７１４８．７８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４０７ 上海远望置业有限公司 远洋美兰公寓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１２．１７ ４１２０３．９１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４１５ 上海远鑫置业有限公司 远洋博堡雅墅 罗店镇 ２０１１．１２．２１ ３３５６０．８６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４２０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紫辰苑 杨行镇 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３４８０８．４４

９４１

物业管理



表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拆迁许可证发放情况
单位：户、平方米

基地名称
房屋拆迁
许可证号

起始年月 拆迁人 实施单位

拆迁居民 拆迁单位

户数 面积 户数 面积

大型居住社区宝山区罗店基

地土地储备建设项目（富张

路以北）

沪宝房管拆许字

（２０１１）第１号
２０１１．１．１９－
２０１２．１．１８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土地储备

中心

上海宝建集团宝山市政

建设有限公司
８６０ １７４５５０ ７６ ３６７４５６．４６

大型居住社区宝山区罗店基

地土地储备建设项目（富张

路以南）

沪宝房管拆许字

（２０１１）第２号
２０１１．１．１９－
２０１２．１．１８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土地储备

中心

上海宝房拆迁有限公司 ３８０ ７３４５０ ８０ １４６８０９．１４

大型居住社区宝山区罗店基

地土地储备（Ａ３０公路北侧、
长浜南侧）建设项目

沪宝房管拆许字

（２０１１）第４号
２０１１．１．２０－
２０１２．１．１９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土地储备

中心

上海宝房拆迁有限公司 １１９ ２５４００ ３７ ８８７７０

（孙妮娜）

宝房集团
■概况　宝房集团以房地产开发、旧危房
改造、物业管理、动拆迁、建材经营等为企

业主要经营业态。２０１１年，集团有下属
国资企业６家，股份制企业１家，分别为
上海宝房（集团）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市宝山区房产经营公司、上海市

宝山区房屋建筑材料总公司、上海宝房拆

迁有限公司、上海宝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公共租赁住房运营公

司（２０１１年注册成立）和上海宝房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集团参股３０％）。２０１１年，
集团围绕“明确目标、抢抓开局、服务民

生、创新发展”主题，坚持“经济发展、组

织建设、队伍稳定”总体思路，集聚企业

优势，完成年初确定的任务目标。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１００５７９５万元，比上年增加
９６９５９万元；净利润１７０８４万元，净资产
收益率 １３４％，净资产保值增值率
１２７％。规范资产管理运作，理顺房屋权
属关系，做好资产归类登记造册，产业变

更跟踪动态管理。完成向阳新村等成套

改造房屋租金测估和出售。加强房屋租

金专户管理和空关房租赁管理，完善公有

住房入户、租赁户名变更、出售等管理制

度和业务流程，防止因监管不力而发生违

纪违规漏洞，并制订和完善相关制度。及

时处理来电来访，重视初信初访，全年共

处理信访 ５０余件，办结率 １００％，化解
率８０％。

■稳步推进民生实事项目　（１）旧住房

成套改造是市区两级政府的一项重要的

民生实事工程，集团把该项工作落到实

处，全年共竣工房屋２０幢，竣工面积４５
万方米，受益居民９０６户；新开工房屋１９
幢，面积３６万平方米。（２）旧区整治和
便民修理。全年不列新开工计划，重点

推进２０１０年计划项目以及历年项目的
审价结报工作。２０１０年计划整治项目
３４个，４６８幢房屋，总建筑面积 １３９２８
万平方米，受益居民２２０９６户，完成审计
项目１２个。做好罗店、顾村、杨行等旧
里危房的实地查勘、应急防范以及加固

排险，开工项目３２个，完成吴淞八棉二
纺老公房结构性加固维修。全面开展

“清剿火患”大排查整治，联合检查 １５
次，发现排查整改隐患 ２５处。房屋普
查、水箱清洗、安全隐患检查等常规性工

作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房屋应急维修和物业服务呼叫平台
　围绕“提升能级、强化监管、服务民
生”宗旨，完善政府搭台企业运作模

式，及时有效解决住宅小区内的急难

险重问题和居民合理拆求，提高物业

管理企业服务质量，树立服务窗口形

象。全年共受理报修 ３４１７件，完成率
９８１％；受理投拆 １４２２件，完成率
９６５５％。集结抢险队伍和技术力量
应对强台风“梅花”，落实防台防汛和

防冻保暖等工作。

■保障性住房前期筹备　搞好廉租房
装修管理。集团对全区 ２５６套廉租房

１３６９０平方米逐套进行查勘，根据标
准和当前市场价，提出装修测算方案，

落实设计、审价、监理等单位，计划于

２０１２年开工。集团注册成立“宝山区
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限公司”，注册资

金５００万元，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的投
资、建设筹措、供应和租赁管理，以保

本微利为营运目标，体现公共服务功

能，董事长、总经理由集团董事长、总

经理兼任。

■房地产开发　（１）宝山三村商住楼建
设全面竣工，完成商铺招租，住宅房屋

出售率８４％，年内工程审计结束。长兴
凤凰花苑合作项目，一期住宅于８月３０
日按时交房，建筑面积 ５５万平方米、
５１０套房，二期商业宾馆建设决定退出。
宝房大厦主体竣工，进入项目专项验收

和装修阶段；盘古路项目相关手续办

妥，年内完成桩基和基坑维护结构的施

工。（２）物业管理以老式公有住房、售
后房为基础，逐步向中大型住宅区转

型，向办公商务楼延伸，形成规模效应，

树立宝房物业品牌。大楼物业公司获

宝山体育中心物业管理业务，承接顾村

大型居住区馨佳园物业，为物业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开辟新的出路。（３）拆迁公
司将动迁工作重心转移到区政府领导

亲自挂帅的市区两级政府重点项目罗

店大型社区二期，掌握政策依法动迁，

根据项目特点和政府要求，在政府规定

的时间内完成二批动迁任务，签约率达

９７％。 （王丽青）

０５１

房地产业



书书书

　财　税
■编辑　经瑞坤

财政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财政按照“统筹兼
顾、规范程序，健全制度、强化监督”的财

政管理理念，围绕“保增长、优结构、强基

础、促发展”财政工作主题，落实市、区各

项财政政策措施，全面实现年度财政工

作目标任务。全区地方财政收入８５５２２９
万元，是调整后预算数的１０３％，比上年
增长 ２１６％；市对区结账财力收入
５６３６９５万元，减区上解市级支出 ３７０３７
万元，全区可安排使用的财政收入总计

为１３８１８８７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数的
１０３９％，增长１７％。其中，区本级收入
９１０９２４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９２％；镇级
收入４７０９６３万元，增长１３１％。区地方
财政支出 １３０９３９８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４％。其中，区本级支出 ８３９２２２万
元，镇级支出４７０１７６万元，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６５０００万元，调出资金６４７４
万元，全区当年收支结余 １０１５万元。
２０１１年，区本级支出以确保民生、社会
事业、扶持经济和城市管理四项重点保

障为原则，四项重点保障共支出６８３８７７
万元，占区本级支出 ８３９２２２万元的
８１５％。区财政局开展结对共建、结对
帮困和助学、助残活动，开展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系列活动，与罗泾敬老院、宝城
新村居委会、井冈山希望小学和海军驻

区部队等结对共建精神文明，连续第八

次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拥

军优属先进单位、上海市爱心助老特色

基地等。

■政府性基金收支　全区政府性基金收
入８９６１５１万元，市对区基金补助收入
２３８９０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
９２００４１万元，其中：区本级收入 ５４９６００
万元，镇级收入３７０４４１万元。各类支出
９０３７８６万元，其中：区本级支出 ５３３３４５
万元，镇级支出３７０４４１万元。支出项目

主要有：教育支出５５１１万元，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２４１５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
出８９４６３８万元，其他支出１１２６万元等。

■支持和促进结构调整　依据中央和市
政府明确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农田水

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和轨道建设基金

的规定，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完善区与镇

的土地出让金分配办法。制定《关于进

一步完善宝山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支预算管理的通知》，完善以宗地核算为

核心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支财务、会

计核算体系，调动街镇、园区加强土地管

理积极性，增强街镇园区实力，保障维护

农民利益，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

济转型发展。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落实区政
府颁发的《宝山区关于加强“调结构、促

转型”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若干

意见》，做好与各相关部门的协调，对现

代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引导资金、先进

制造业专项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等

财政专项资金的预算、审核、拨付、跟踪

进行全过程跟踪，修订完善相关程序，

建立专项资金拨付台账，规范、透明地

进行全过程监管。做好项目申报、资金

安排、拨付审核等工作，确保扶持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专款专用，落到实处。全

年共拨付专项扶持资金２００２３万元，其
中，服务业引导资金２７４６万元，先进制
造业专项资金 ３１３３万元，节能减排专
项资金２４６１万元，金融服务专项资金
１５９０万元。

■规范和兑现企业扶持政策　规范街
镇、园区扶持企业政策，制订《关于进一

步规范和完善街镇、园区财政扶持政策

的实施意见》。４月，街镇园区企业扶持
资金全部由区财政局通过产业发展专户

拨至企业，确保财政扶持政策的重点扶

持符合区产业功能定位及国家支持，鼓

励类产业项目，培育、扶持、促进企业发

展。建立月报表制度，对现代服务业和

金融服务业引导资金、先进制造业专项

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等财政专项资

金的预算、审核、拨付、跟踪等程序进行

修订完善，加强对财政性资金的全过程

监管。做好“１＋９”政策资金拨付（１是
区政府颁布《关于加强“调结构，促转

型”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若干

意见》；９是设立９项专项资金，即服务
业发展引导资金、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

资金、科技创新专项资金、节能减排专项

资金、金融服务“调结构，促转型”专项

资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农业产业化发

展和农业规模化经营专项资金、人才发

展专项资金和支持产业发展配套专项资

金），全年完成企业７４家，项目１５８项，
扶持资金拨付１１７００万元。

■做好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制订

《区财政局关于做好政策性融资担保工

作实施意见》、《宝山区财政局关于政策

性融资担保评审工作的暂行办法》，调

整区与街镇风险承担比例，实行担保费

由区财政全额补贴措施通过完善中
小企业贷款担保机制，严格小企业贷款

担保审核，做到既支持经济发展，又控

制贷偿风险，有效缓解企业融资困难。

全年推荐信用担保户 ７户，担保金额
２１９０万元，兑现担保费补贴 １３户，计
４２２２万元。

■财政支出重点向民生保障倾斜　全年
民生保障支出１９０２８６万元，比上年增加
５７６８７万元，增长４３５％，加上区对镇转
移支付 ７７３１万元，区本级支出合计
１９８０１７万元。区本级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９１９８５万元，增长１１２％；区对镇转
移支付 ７７３１万元，两项合计 ９９７１６万
元，主要用于预算内安排社会保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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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就业资金、社会救济、新农保区财政

补贴资金、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补

贴、重残无业人员生活保障资金等，确保

最低生活保障费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

的及时足额发放；确保粮油帮困卡、困难

企业医疗救助、社区保安、万人就业等补

贴等的足额发放。用于社会保障资金

４００００万元，新增就业岗位２９万个，职
业技能培训１７万人（次），享受保险费
补贴和就业补贴３万余人（次）；享受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 １４００余人。参加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１２６万人，安排新农
保补贴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全区领取新型农
村养老金近１５万人；用于新增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养老金补贴５０００万元和行
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２８８０９万元。提
高各项保障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水平从每月４５５元提高到５０５元，征
地养老人员生活费从每月７６５元提高到
８６５元，农保基础养老金由３５０元调整到
４２０元，老年农民月统筹养老金标准由
２８０元调整为３７０元，义务兵及其家属优
待金由２２万元提高到２６万元，退役
并自谋职业的义务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由３万元提高到５万元。

■支持“三农”建设　完善财政支农资
金政策制度，落实各项农业补贴政策，加

强资金监管，发挥财政支农资金在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作用。区财政投

入３１００万元，用于５１家合作农场和专
业合作社补贴，支持农业规模经营和农

业生产的组织化、集约化、标准化，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安排１６００万元，支持
农村村庄改造，完成２１４３户涉及４０个

自然村宅的村庄改造；投入１１８３万元，
加强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３年累计
完成１１１７７户农村污水处置，在全市率
先完成农业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置

工程，从源头上治理农村污水的乱排放

现象；安排２１２０万元，用于农业生产保
险、种子、高效低毒农药、扶持农业产业

化等。

■支持水生态功能建设　区财政投入
６７５１万元，用于河道养护、骨干河道及
黑臭河道整治、雨污水管道养护、排水泵

站养护、积水点改造等项目。在全市率

先完成区域创模黑臭河道治理，完成荻

泾、潘泾一期、北泗塘等骨干河道整治，

实现骨干河道整治率７０％的目标，骨干
河道整治处于全市领先水平，河道养护

等长效管理基本实现全覆盖。

■区本级教育支出比上年增长 ４３１％
　依法保障教育经费“法定增长”。区本
级教育支出 １８２０７７万元，比上年增长
４３１％，加上区对镇转移支付 １１６２０万
元，合计１９３６９７万元。按照加大教育投
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发展的要

求，保障教育运行经费８０６２０万元；用于
学校安保、农村初中、小学公用经费补

助、社区教育专项、学生困难补助、希望

工程、支教经费、农民工学校补助等补助

经费２６４６３万元；投入学校各类专项经
费２２５１７万元，完成８所学校校舍基建、
１１所学校校舍大修以及学校操场改造、
校园绿化、学校仪器设备购买等；教育费

附加支出５０２００万元。义务教育公办学
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小学从１４００元提

高到 １６００元，初中从 １６００元提高到
１８００元。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每人每年从 ５１２元提高到 １２００元。
按法定增长口径安排的教育事业费总量

达到１３６２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５％，
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 １５个百
分点。

■科技支出比上年增长１７８％　区本级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３２０１１万元，比上年
增长１７８％。用于科技发展、产学研科
技、小巨人等专项资金３６１２万元，受理
市、区级科技合作项目１６７项，列入２０１１
年度上海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

金项目２０项，专利代理费资助１４６１件，
宝山区列入市级科技小巨人名单企业有

６家；用于先进制造业和节能减排等专
项资金１１２００万元，扶持中央和市级先
进制造业企业６５户、项目７２项，节能减
排企业２０户、项目２３项，现代服务业企
业２２户、项目２５项；用于工业园区科技
创新资金１２５００万元。２０１１年按法定增
长口径安排的科技支出达到 ３０７５８万
元，比上年增长１８９％，高于财政经常性
收入增长６７个百分点。

■支持医疗卫生改革　区本级医疗卫生
支出６１８８４万元，比上年增长５１７％，加
上区对镇转移支付 ６７３４万元，合计
６８６１８万元。支出重点是确保推进基本
医保制度建设、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建设，

健全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

均等化，保障宝山医疗卫生改革的完成。

其中，用于医疗保障１１３５５万元；用于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补贴２５７８万元，筹
资标准和报销水平在全市名列前茅；用

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基本药物零

差率补助７７２５万元，公共卫生经费达到
每人每年６５元，有６６７种基本药物实行
零差率；用于医院医疗服务补贴经费

１５８０６万元，确保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
督、院前急救等公共卫生机构的经费

支出。

■加强社会公共设施运行机制管理　针
对区社会事业项目建设完工的实际，先

后调查研究顾村公园、宝山体育中心、宝

山区图书馆以及宝山区河口科技馆等机

构的运行和投入机制，建立以资金管理

为核心的运行管理和投入机制，具体为：

根据各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结合日常

养护和管理运营实际支出需求，核定标

准，实行财政定额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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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新一轮财税体制　根据市、区财
政体制调整以及土地出让金政策的变

化，从确保街镇既得利益、鼓励街镇稳定

增长；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

均等化；深化财政管理制度、确保资金安

全运行等三方面出发，制定《关于进一步

完善宝山区街镇财政体制若干意见的通

知》，其主要内容是：（１）完善税收征管
体制。市下放的企业，按税收属地化原

则下放街镇。（２）优化财政分配机制。
调增街镇财政收入的税种。（３）完善超
收激励机制。鼓励街镇优化财政收入结

构，做大财政收入增量，财力增量的大部

分归街镇所有。明晰区镇财权，完善转

移支付办法，加强街道财力保障。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宝山区政府采购管理中心”揭牌 区财政局／提供

■完成国有资本金预算试编工作　加快
建立和形成科学完整、有机衔接、公开透

明的政府预算体系。６月，启动２０１２年
部门预算编制，围绕深化公共财政预算、

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试编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在区国资委配合下，拟定《宝山

区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试行办

法》和《宝山区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收缴管理试行办法》，并主动向区人大财

经工委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召开座谈会，

征求区人大、区审计局等部门意见，制定

《试编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问

题的通知》，１２月底，基本完成编制
工作。

■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按照“有利
于规范管理、有利于加强监督”原则，实

施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的收缴分离改

革，做到收费项目明晰、收缴行为规范、

“以票控款”、及时缴库，从源头上杜绝

无预算、超预算和私设小金库现象。

２０１１年非税收入总计 ８９６８６４万元（含
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他收入、行政事业性

收费收入等）。

■区级预算单位全部纳入公务卡管理系
统　 在 ２０１０年年末试点基础上，２０１１
年选定一级预算单位２２户，继续推进公
务卡改革。对试点中发现的问题，及时

与市财政局和相关软件公司沟通，形成

解决方案。至１１月底，区级预算单位全
部纳入公务卡管理系统，全年共发放公

务卡１５７５张，实现公务支出１１８５笔，金
额６２０万元。

■清理预算单位各类结余　区财政局结
合年终决算，内部各支出科室密切协作，

分析梳理各预算单位结转结余项目情

况，经审核，共收回结余资金１１４９万元，
其中政府采购结余４３８万元，其他结余
７１１万元。

■政府采购管理中心实施“采管分离”
　按照区政府颁布的《宝山区进一步推
进“采管分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要

求，推进采购管理与执行的完全分离。

通过建立区采购平台，完善制度，修订

《宝山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法》、《宝

山区政府采购集中采购工作规程》，制定

《宝山区集中采购代理机构管理办法》

等文件。组织集中采购代理机构选拔，

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具备行使集中采购

代理机构职能的社会中介代理机构 １０
家。区采购管理办公室与区采购管理中

心实行合署办公，重新明确岗位职责和

内部管理机制，在整合中做到秩序不乱、

工作不断。１１月１１日，宝山区政府采购
管理中心正式运行。

■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制
定并实施《宝山区推广应用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实施方案》，组织业

务操作培训班８期，全区４２０个行政事
业单位６５０余人参加业务培训。全面落
实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建立宝山区

资产管理动态数据库，夯实行政事业单

位资产管理基础。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管理　
制定《宝山区财政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支预算编制执行管理规定》，探索预

算编制与执行分离，明确部门职责。制

定《关于实行区域性成本计算原则》、

《关于耕地开垦费及耕地指标费的资金

管理办法》，规范区域土地成本核算。完

善土地收支预算网络系统，形成全区土

地收支预算、决算管理模式，为２０１２年
区镇二级实现土地收支预算、决算与财

政预算同步创造条件。２０１１年，全区招
拍挂出让土地 ４２幅，出让面积 １３６０８
公顷，补地价地块８幅。完成各类土地
出让金收入８９０４９１万元，各类土地支出
８９０４９１万元。其中：征地与拆迁补偿支
出４１４６１０万元、城市建设支出 ３４３１７２
万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１３１１８万
元、土地出让业务费支出 －１３７０５万元
（冲减支出）、廉租房保障资金支出

４５３８６万元，其他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
出－８５４４万元（冲减支出）、教育资金安
排的支出４５３８６万元、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安排的支出４５３８６万元、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支出１２３０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
金支出４４５２万元。

■推进政府投资项目集中管理　年
内，区政府投资教育、水务系统的项目

纳入集中管理；推进区重点建设工程

项目罗店大型居住区和南大地区整

治，编制罗店大型居住区项目资金平

衡、资金管理、投资监控和运行方案；

建立区镇账户监管体系和投资监控体

系，调度各类资金，在不增加政府债务

规模前提下，发挥政府投资项目资金

集中管理平台作用。区财政基建资金

集中收付系统纳入管理项目 ４７５个，
年内新增 ６７个；纳入零余额帐户管理
单位２３家，新增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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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整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完成政
府融资平台的清理整改和政府债务审计

及整改。根据市政府债务管理要求，起

草《宝山区政府债务管理办法》、《宝山

区政府融资平台清理办法》、《宝山区政

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实施办法》。完成

上海逸仙路桥公司、宝山绿色生态公司、

宝山城乡建设投资公司３家区融资平台
整改方案，保留宝山城乡建设投资公司

作为宝山区唯一融资平台功能，公司自

有经营收入覆盖率为“基本覆盖”，并按

照银监局要求，向“全覆盖”目标整改。

年内在保证建设资金需求的同时，实施

还贷７亿元，区本级政府的债务年末余
额为８３７亿元。

■加大区财政预算透明度　推进财政
信息公开，在区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公

开基础上，年内有 １０个单位的部门预
算上报区人代会审批，同时实现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与公共财政预

算一并报人代会的目标。面向社会开

通宝山财政网站，方便群众了解财政政

策、掌握财政动态、咨询财政业务、监督

财政工作。

■“小金库”专项治理　落实２０１０年度
“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中作出的处理

处罚决定，严格按照处理、处罚程序，共

行政处罚 ６家单位，处罚金额 ２２万
元，行政处理２５家单位。贯彻《２０１１年
“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做

好公开宣传和工作透明度，在宝山门户

网站、宝山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上公布宝

山区治理“小金库”专项工作的范围、内

容、方法、步骤等内容，提高检查效率和

质量全区 ８０９家单位自查自纠到位
率１００％。按照“边治理、边研究、边总
结、边完善”的方法，复查８０９家区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督导抽查单位１５家，提出意
见建议３４条，巩固“小金库”专项治理
成果。“小金库”调研课题：《加强部门

综合预算管理，筑牢党政机关和事业单

位“小金库”的防线》获上海市治理“小

金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防

治“小金库”长效机制建设重点研究》

课题评比三等奖。

■开展会计信用等级评定　 加强会计
诚信体系建设，从区税务分局的户管系

统中选择财务会计信用等级评定对象，

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会计信用

等级评定。年内开展会计信用等级评定

企业３７９家，评定出Ａ类企业５家，Ｂ类
企业１７５家，Ｃ类企业 １９９家。开展对
Ａ、Ｄ类企业年度鉴定和 Ｂ、Ｃ类申请升
级企业审核，完成升级４家，降级１家。

■推进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作为会计诚
信体系建设和会计规范化管理工作的一

部分，组织实施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共检

查区域企业单位１５户，其中国有企业２
户、外资企业３户、民营企业５户、行政
事业单位 ５户。检查中发现资产不实
４３０８万元，负债不实１０４５万元，所有者
权益不实 ４４８６万元，收入不实 ３２６９万
元，费用不实 ５９９万元，利润不实 ３８６７
万元，合计查出不实金额 １７５７４万元。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整改意

见，督促企业做好财务会计核算。

■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和农村会计人员培
训　为落实新的《医院会计制度》和《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于２０１２年７
月１日实施，对区卫生系统８家医院、１８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１２０余名持证财
会人员进行培训。贯彻市财政局《关于

开展本市农村财会人员培训工作的实施

意见》，配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宝山区培

训方案，并将培训与会计人员年度继续

教育相结合，为农村财会人员培训作好

准备。

■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制定２０１１
年会计继续教育培训大纲，组织落实会

计人员继续教育。对培训学校的教学、

考勤情况，提出严格要求，并组织相关人

员参加全市师资培训和考试。在开展好

面授教育的同时，联系中税网和区业余

大学，推进会计人员参加网络继续教育。

年内有５０４人参加网络教育，其中 ３１８
人完成学习并通过测试，比上年增加

２１３人。

■完成调研课题１４项　 区财政局开展
学习型机关创建活动，制订年度学习培

训计划，每季度制定理论学习提纲，指导

各部门安排理论学习。开展和参加各类

培训交流活动，全年计３８次、４００余人参
加。针对财政管理改革存在的重点、难

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以调研报告的形

式探索财政改革新路，全年完成调研课

题１４项，提出解决财政工作中存在的重
点和难点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胡　军）

税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完成税收收入
２５３亿元，比上年增收 ２９２亿元，增幅
１３８％；其中区级收入 ７９５亿元，增收
１２０亿元，增幅１７８％。年内推进税源
专业化管理，在围绕分级分类、风险管

理、信息管税和流程改革的基础上，形成

《宝山区税务局税源专业化管理二期实

施方案》。抓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个人住房房产税新政出台、契税征管职

能划转等工作。采用信息化查账手段，

从数据中获取线索并查实偷逃税案件，

区税务局信息化稽查案例在全国省市稽

查局长培训班上作案例演示，并收录

《２０１１年度全国税务检查工作会议材
料》。年组织稽查６４１户，稽查补税２２７
亿元，稽查选案准确率 ９７６％，结案率
９７％，查补收入入库率１００％，偷税处罚
率１００％。国家税务总局督办案件协查
按期回复率 １００％，协查信息完整率
１００％。重大审理案件 ４６件，向公安机
关移送案件及线索２８件。在市税务局
组织的稽查典型案例评比中，区税务局

选送的《从企业所得税税负骤降牵出的

巨额税款———某汽车模具制造公司》获

第一名。继续打造纳税人学校品牌，扩

大受众面和社会影响面。做好税收经济

分析，对工业、商业、租赁商务服务业、房

地产业四大行业税收情况进行重点分

析。完成《走出宝山看宝山》、《财税体

制改革工作实施情况汇报》等专题分析

报告５篇。

■房地产税源一体化管理　 年内有８４
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展成本对象备案管

理，有４７个项目开展销售收入申报管
理。建立预警分析指标库，着重进行房

产项目的收入结转分析、成本列支分析、

销售收入申报分析和建筑项目营业税申

报进度分析。全年开展集约化联动平台

评估与稽查３次，其中房产项目３２个，
补征各税２１亿元；开展稽查外省市建
筑企业中标项目７个，补税１４２万元。

■实施税源专业化管理　扩大重点税源
管理试点，年内组建第七税务所，作为重

点集中管理宝钢集团所属企业和能源类

企业税源的第二个试点基地。推广一般

税源管理模式，把沪太路沿线的第八、十

一税务所纳入一般税源管理试点所。推

进审批专业化，完成对３个办税服务厅
涉税审批组的设置；开展对涉税审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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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备案事项的梳理，更新审批流程受理

要件，实施符合风险管理工作要求的流

程优化简化工作。落实信息化支撑，建

立《宝山区税务局数据分析组工作方案

（试行）》等工作制度并成立数据分析小

组，实施一般税源管理风险预警系统功

能模块优化，年内完成广告业、房地产

业、股权变更等行业和项目的分析。突

出纳税评估作用，建立行业评估模型，制

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评估操作流

程，对１６户相关企业实施全面风险扫描
和应对，查补税款１５４０万元，调整企业
亏损额２４００万元。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１日，区领导到区税务分局开展调研 摄影／翟海翔

■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按照
试点范围，针对区内涉及营改增的

６５１０户企业开展各项试点工作，对户
管确认、政策培训、系统核定等工作设

定时间节点。开展政策培训，通过纳

税人学校平台组织培训 ８场，为宝钢
集团、区招商局、物流商（协）会等单

位举办多场专题讲座，分行业、按类别

对试点企业进行政策宣传辅导。收集

试点推进过程中发现的各类疑点和企

业需求，反馈市税务局，并在明确后整

理成问答式的培训材料，做好各类政

策性宣传辅导。

■个人住房房产税开征　１月２８日，个
人住房房产税正式开征。至 １２月 ３１
日，全区纳税人申报缴纳房产税 １５２８
件，缴纳房产税１５４万元。

■契税征管职能划转接收　４月１日，
契税征管职能由区财政局划转区税务

局，。至１２月 ３１日，区税务局共受理
个人契税申报２８８４２件，入库契税４４２
亿元；受理企业契税申报 ３３４件，入库
契税１５９亿元。

■所得税汇算清缴后续管理　年内，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续管理处理的异

常信息有１６５７条，涉及评估户数 １３７８
户。选取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０年持续亏损
或微利的９４户年均营业收入超千万的
制造业企业和 １３３户年均营业收入超
３０００万元的商贸业企业，作为区税务局
级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续管理指标。

至年末，后续管理完成进度１００％，总计
补税及滞纳金 ２４５２２万元，调增应纳
税所得额１３５亿元。

■非居民企业税源管理　开展案例培

训，修正境外支付审核流程，加强应税

出证审核；启动专业小组审核的工作

机制，运用国际情报交换方式查补税

收５２万元。全年累计完成非居民企
业 所 得 税 １３６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８８７２％。

■出口退税管理　 全年审核通过出口
退税 １６５６亿元，免抵税额 ２５９７亿
元。以风险管理为主线，做好日常分析

和评估核查工作，年初制定《出口退税

风险点管理办法》，严格防范日常管理

风险。年内组织开展出口退税风险点

专项评估，督促企业补提销项税额为

６９３万元。

■税收优惠政策　（１）鼓励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调整。年内享受研发费加计

扣除企业１１９户，备案项目２３５１个，加
计扣除金额２６２７亿元；高新技术企业
９０户，较上年新增 ３１户，减免税收
２１３亿元；技术转让所得实际减免１９５
万元。（２）关注民生、落实惠民政策。
全年有小型微利企业 ６４３３户，享受减
免税额 １６７２万元；农林牧渔企业 １７
户，减免所得额１０８亿元；享受残疾人
工资加计扣除企业１５４户，加计扣除额
５３３７万元；享受民政福利企业税收政策
优惠的企业１０４户，年内即征即退增值
税３９７２万元。（３）促进产业升级、支持
节能环保。全年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累

计减计收入 １２２亿元，购置环保节能
设备抵免税额４２６８万元。

■税收专项检查　以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为切入点，选择部分社会热点、新兴

产业和征管薄弱点行业，有针对性的开

展审计式稽查。年内选取房地产业、广

告业、资本交易、出口退税、货运代理

业、制造业、区域税收专项整治等 ７大
项目，税收专项检查企业 ２４２户，有问
题企业 ２１２户，查补收入合计 １２５
亿元。

■推进信息化稽查　税务信息化稽查
实现由量变转化到质变，案件数量由

上年的６２户增加至 １２２户，增幅率达
９６８％。年内组织实施代号为“厉风
一号”的稽查行动，突击检查区内大型

连锁超市 ３家，获取文件 ３万余份和
３５Ｇ海量数据。区税务局“８０７行动
组”团队协作运用信息化稽查手段，查

实２家大型货代企业偷逃税款案件。
运用信息化数据比对，针对金山区

６２１票案开展延伸检查，查处增值税
票案１起，涉案金额 ８０００万元，税额
１３００万元。

■开展打击违法犯罪专项活动　与公
安机关配合，稽查购买、使用虚假发票

企业，打击不按规定取得发票的行为。

年内，区税务局与公安机关共同查处

或由公安部门查处的售假发票、非法

代开发票大要案件 １４起，捣毁制作和
储存假发票的窝点 ４个，打掉团伙 １
个，查获假发票１１２万份，缴获作案设
备５台，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
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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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５日，区税务分局领导实地走访区内重点企业 摄影／翟海翔

■化解群访矛盾　９月，宝山区税务局
接来电举报，反映某钢铁贸易公司未按

规定开具发票。造成购货商拿不到进

项发票，无力支付１７％全额税收，无法
给下家开具发票。购货单位四五十人

围守该公司追讨发票，群情激愤，场面

一度失控。随后，又到宝山区税务局、

区信访办、市税务局等处集体上访。区

税务局多措并举，一是做好接待工作，

稳定上访人情绪；二是迅速成立专案

组，调查核实情况；三是以事实为依据，

妥善解决好问题。对经调查核实的销

售业务，税务机关对符合开票条件的业

务逐笔编制开票清册，由事发公司法人

代表签署委托书，委托一指定公司代为

开具发票。共计为３５户企业开票 ３２２
张，金额３２３亿元，化解了非税收因素
产生的群访矛盾。

■优化纳税服务　（１）完善办税服务厅
建设。开通针对全市纳税信用等级 Ａ
类企业和区定点联系企业的绿色通道，

开辟针对委托征管和属地征管的特定

大型企业的“专人专窗”，为特定企业提

供优先、优质服务。通过“聚焦窗口”季

度例会制度，加强科室与窗口互动，解

决窗口实际问题。推广 ＡＲＭ机自助办
税终端，有效分流部分纳税人，减少排

队等候时间。（２）设立 １２３６６远程坐
席。规范完善１２３６６热线远程坐席日
常培训及管理，制定建立符合宝山特

色的１２３６６远程坐席服务规范和督导
管理制度，保障咨询电话的接通率，提

高咨询解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３）打造纳税人学校品牌。年内共开
设纳税人学校 ２１期（２９场），学员逾
５４００人（次），收集有效反馈问卷近
３０００份。学员对纳税人学校知晓度
８５％，欢迎度 ９４％，培训师资满意度
达８０％以上。（４）加强企业走访。以
实现透明和高效服务为目标，拓宽沟

通渠道。对“十二五”财税管理体制改

革中迁移到宝山实行委托征管和属地

征管的大企业，召开“聆听您的需求，

优化我的服务”为主题的大企业税企

座谈会；对区内纳税百强企业，区税务

局领导实地调研，集中走访。通过“面

对面”交流、现场答疑解惑，加强沟通

和互动，推动税务部门完善优化和持

续改进纳税服务，促进征纳和谐、共同

发展。（５）关注纳税人诉求。年内共
登记纳税人呼声（诉求）２７４件，所有
诉求均按照规定处理。结合日常纳税

人呼声的需求采集，在全面收集梳理

的基础上，对一些共性问题进行分

析、汇总，编制出版纳税人“呼声”双月

刊———《你呼我应》，赠阅给年纳税总

额１００万元以上的纳税人。

■举办税收宣传月　４月９日，与区委
宣传部联合举办上街税收宣传活动，

在牡丹江路市民广场开展集文艺表

演、税收展板宣传、税收咨询解答、诚

信纳税现场签名活动于一体的集中宣

传活动。在区域内多处悬挂税收宣传

月标语口号、张贴税收宣传画、悬挂楼

顶广告等彰显宣传立意。在国家税务

总局举办的“第四届全国税收公益广

告作品大赛”中，区税务局获户外平面

广告一等奖。组织 ３６块税收宣传展
板在区政府和各街镇（园区）进行集中

巡展，展示区税务局“十一五”税收成

就、宣传热点税收政策等。在《宝山

报》上刊登税收宣传专版，扩大税收宣

传的覆盖面。区税务局税收宣传月工

作获市税务局税收宣传月活动优秀组

织奖，并经市税务局报送，刊登于国家

税务总局网站税收宣传月专题；“集中

上街税收宣传活动”被市税务局评为

“优秀创新项目奖”。

■开展“专家能手”、“服务明星”评选
　年内开展“专家能手”、“服务明星”２
个系列人才评选活动，共评选出 ２０１０
年度税政业务小专家４名、信息技术小
专家４名、税收分析能手 ６名、税收管
理能手１５名、稽查能手 ６名以及纳税
服务明星１１名。

■违纪案件查处　全年共收到举报信６
件，比上年下降 ４５％（２０１０年 １１件）；
收到政风行风热线（９６２１１４）投诉件 ７
件，增加３件（２０１０年４件）。经调查核
实，共发出《勤政廉政提醒单》５份，全
年无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发生。

■开展多元化教育培训　年内参加市
税务局重点调训６６人次，并有７７人参
加注册税务师考前培训，１８人（５５周岁
以上）参加计算机操作培训；１２７７人参
加区税务局自行组织的各类业务培训。

在市税务系统科级干部业务考试中获

综合排名全市第一名。 （陈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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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融
■编辑　经瑞坤

２０１１年９月８日，宝山发放首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卡 摄影／蔡　康

综述
　　至２０１１年末，全区有银行２０家、保
险公司７家、证券公司１３家、小额贷款
公司９家、融资性担保公司４家、典当行
３家。年内新增小额贷款公司 ３家、证
券公司营业部１家。全区银行存款余额
１９８６亿元，比年初增长６７％，其中，城
乡居民储蓄余额 １０４７２３亿元，比年初
增长１１７％。银行贷款余额９６０７７亿
元。个人住房贷款 ３４５１７亿元，其中，
住房按揭贷款２３８１３亿元，公积金贷款
１０７０４亿元。宝山区主动对接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结合自身区域特点和

发展实际，服务经济转型发展，提升金融

服务水平，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制定

区域金融发展规划，加快区域金融服务

创新，引导金融资本参与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完善金融发展政策体系。制订《宝

山区金融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宝山区金融服务“调结构、促
转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关于

加强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开展“重点成长型企业助保金融

资平台”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宝山

区关于建立融资性担保行业规范发展和

业务监管联席会议的通知》等政策文件，

逐渐构建起加快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体

系，并于３月１日在全市率先召开区级
金融工作会议，通过口头宣传、会议发

布、汇编文件、重点讲解、政策比对等方

式宣传宝山区的金融政策。鼓励区内金

融机构开发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

型中小企业的金融创新产品，与区科委、

浦东发展银行合作推出“科技金融宝”

为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筹集信用贷款

５０００余万元；支持工商银行推出中小企
业集合票据产品。完善庙行镇 “重点成

长型企业助保金融资平台”的运作流程，

助推街镇（园区）优质企业成长，向园区

内“轻资产”企业放款２４００万元；与融道

网合作开发“宝山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卡”，并依托“宝山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网”及“融道网”为线上平台，通过信息

技术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信息不对称

问题，开创化解融资难的网上新模式，被

市金融办和市经信委分别誉为“永不落

幕的金洽会”及“宝山模式”。宝山区作

为唯一的郊区县参加上海市中小企业金

融洽谈会，以参展主题突出、内容丰富、

成效显著等获好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工作在全市保持前列，全区９家开业小
额贷款公司，总注册资金６９亿元，累计
发放贷款 １６７３笔，累计放贷金额近
２８６４亿元，服务客户超过７９８家，净利
润３２９７２１万元，纳税总额 １６６４３７万
元。全区有４家存量担保公司通过市金
融办重新登记确认并获融资担保公司经

营许可证，共计注册资本１５８１亿元，银
行授信额度１０４亿元，担保余额４６７亿
元，在保户数３３４户。加快推进区内企
业改制上市，实地走访、集中调研全区拟

上市企业，梳理拟上市企业培育库名单，

入库企业近４０家，完成股改或正在股改
进程中的有１０余家，向证监会递交上市
申请的有２家，在上海股权交易托管中
心挂牌交易的企业有１家。加强金融与
园区对接，通过参与钢铁金融产业园、宝

山科技园的招商引资宣传、园区企业互

动等活动，帮助街镇园区为企业提供金

融增值服务。 （陈　贤）

银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２０１１年，
该支行设友谊路支行、高境支行、通河路

支行、灵石路支行、大华支行、大华新村

支行、祁连山路支行、淞滨路支行、杨行

支行共９个二级支行营业网点，有职工
２０９人，其中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
人员６６人，占总人数的３２％。至年末，
该支行储蓄存款３７８３７８万元，比上年增
加７６６％；外币储蓄存款７２４５万美元，
增加２９３％；企业存款４１８６６９万元，增
加１９４２％；外币企业存款５９２４万美元，
增加５９３８％；公司贷款３１８４５９万元，增

７５１



加２３６３％；消费信贷４６２２９４万元，增加
２２１％，消费信贷占授信业务规模的
５５２５％，属该支行业务收入的主要和稳
定来源；国际结算业务量达 ８９０亿美
元，增加 ２２７６％。该支行抢抓市场机
遇，夯实客户群建设。客户群建设是

２０１１年度工作的重中之重，年初围绕拓
展基础客户制定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并

进行推进。狠抓核心存款，扩大负债业

务规模。负债业务是该支行业务中的薄

弱环节，是全年努力方向和重点工作。

抓开拓创新，加快中间业务发展。精抓

合作模式，增加综合收益。支行在资产

业务方面，开拓新的业务合作模式，扩大

目标客户群体，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加强风险管理，鄙弃风险管理在常态上

为管理而管理的方式，力求由风险管理

转为业务发展提供健康经营环境。创办

“合规天天讲”刊物，每天传递工作提

醒、业务提示、差错反馈等。规范操作制

度，防范操作风险。参照分行文件根据

实际操作进行细化、补充完善各类风险

提示、工作要求、管理办法等各项规定，

并针对新线下的操作风险与内控薄弱环

节，编写专项案例。实施内控检查，抓好

整改落实。除接受分行二道防线和三道

防线现场检查１６次外，并根据分行布置
以及该支行内部风险控制需要，实施现

场检查项目４１项，并组织开展自查项目
１４项，网点负责人强制休假检查项目１０
项，内容涉及公司、零售授信等多项业务

领域。 （李建新　王　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２０１１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
２６家，其中二级支行２３家，分理处３家，
员工５０５人。至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１３８
亿元，较年初增加２７亿元，其中，公司贷
款余额８９９亿元，较年初增加 ２４３亿
元；小企业贷款余额２３２亿元，较年初
增加 ２５亿元；个人贷款余额 ４８５亿
元，较年初增加５９亿。各项存款３２０３
亿元，较年初增加３３７亿元，其中，储蓄
存款余额 ２４０５亿元，增加 ２８９亿元；
对公存款余额 ７９８亿元，增加 ４８亿
元。该支行依托宝山城郊结合的区位优

势，以经营转型为主线，以创新整合为驱

动，以精细执行为保障，形成“城乡并

举”的经营格局，业务经营实现全面突

破；以储蓄存款、中间业务为突破口，带

动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联动发展。支行

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在人口导入区顾村

地区增设营业网点１家，方便周边居民

办理各类金融业务。推进信贷结构转

型，发展贸易融资业务、网贷通、结贷通、

易融通等产品，做大网上供应链、网上商

品交易融资等创新业务。拓展小企业板

块，实现规模化发展。推动个贷转型发

展，实现非住房类贷款的批量突破。完

善个人综合授信和信用审批，发展个人

经营和消费贷款，强化信用卡分期付款

和个人消费贷款等品种的有机融合。中

间业务方面，支行调整营销策略，优化收

益结构，完善管理机制，以新业务、新产

品为着力点，多渠道挖潜增收。营销电

子结算产品，坚持公私联动的营销策略，

重点突破理财、财富管理等新兴领域，做

大资产管理业务规模。重点突破投行、

现金管理、贵金属等业务，实现业务多元

化发展。拓展新兴业务，做大资产托管、

养老金和第三方存管等业务规模，增添

业务发展新后劲。支行注重提升服务效

率和形象，加强服务精细管理，全面落实

总行服务规范指引，构建服务新格局，有

针对性地提高服务管理能力，加强文化

建设，营造和谐向上良好氛围。支行开

展“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营造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实现文化

建设和经营管理相协调相促进。

（郑　颖）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２０１１
年，该支行设职能管理部门８个，下设营
业网点２７个，其中非管辖支行１７个，分
理处６个，储蓄所４个，设客户部８个，
个贷中心１个。在册员工６０９人，比上
年增加６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４７１
人，占７７％；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４５０
人，占 ７４％。至年末，该支行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 ３９５８３亿元，比年初增加
３１１１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８３８６亿元，
增加２６７２亿元；中间业务收入 ２１亿
元，国际结算 ７２亿美元，新增贷记卡
６２８８张，新增特约商户１８６户，金穗支付
通１７２０户 ；新增第三方存管客户２５５２
户，在线银行企业注册客户新增 ２９９２
户，在线银行个人注册客户新增 ８０５７２
户。销售保险４亿元，销售股票型基金
２２１亿元。年内推进网点转型和布局
优化，以网点个人业务销售竞争力提升

项目为标准，全年新增基础网点１个，完
成网点整体改造项目６个。该支行保持
内控综合评价一类行优势，不良贷款余

额６６９７万元，比年初减少 ３４００万元。
年内，该支行分别获分行内控管理一类

行、安全运行达标一级行、上海市文明单

位，第二届农总行“全国农行文明单位”

称号。 （徐文英）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２０１１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
点２５家，员工 ５８３人。至年末，该支行
本外币全口径存款余额５３７５７亿元，比
年初增加 ２９６２亿元；个人存款余额
２５５６６亿元，比年初增加３３６９亿元；同
业存款余额 ５５１１亿元，比年初增加
２９２８亿元。各类贷款余额 １９２１０亿
元。实现拨备前利润 ８３４３２万元，比上
年增加１０６６１万元。实现本外币中间业
务净收入２９３１７万元，比上年增加５５７７
万元。支行注重调整结构，转型发展，加

强业务拓展、内部管理、风险防范、窗口

服务、党风廉政建设、队伍建设、党建工

作等工作，推进各项业务发展。

（吴叶锋）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２０１１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９家，
分别是宝山支行营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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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支行和海

关支行；在册人员２３７人，其中大专以上
学历占 ８９％，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占
２１％。该支行按照“两化一行”（走国际
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

的统一公众持股银行集团）发展战略和

“倍增计划”的总体要求，贯彻“一个交

行，一个客户”的理念，开拓创新，克难奋

进，推进各项业务发展。至年末，该支行

存款余额 １８５６亿元，比上年净增
１９１％；贷款余额 ７５１７亿元，净增
１９２％；国际结算量实现 ２１５亿美元，
净增２７２％。年内，完成下属场中路支
行及新设顾村支行的装修工作，打造网

点亮丽形象，加强功能分区，实现优质客

户个性化、普通客户标准化的差异化服

务。制定和完善安全保卫规章制度和各

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在创建“平安交

行”的安全大检查活动中，组织员工开展

消防、反抢劫、反爆炸和电信诈骗等实战

演练，提高实战能力。以“人才建设年”

为契机，开展对私客户经理 ＡＦＰ、ＣＦＰ及
基金、证券、保险等各类资质考试的培

训，加强对柜面员工、网点客户经理进行

服务流程、服务技巧、服务意识等培训，

提高员工服务的专业度，造就一支高素

质、高效率的员工队伍。深化沃德财富、

私人银行、得利宝产品品牌的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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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专享产品体系，完善专享增值服务，

提升客户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打造财富

管理银行的服务特色。把经济适用房贷

款咨询与受理作为年内重点关注的项

目，竭尽全力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贷款

服务，为真正有需要的市民解决贷款需

求。为小微企业提供差别化的、周全的

金融产品，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开展进

社区、进园区、进企业、进学校、进部队等

活动，宣传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扩大

交行品牌在区域内市场上认知程度。７
月 ２６日，支行与宝山区政府签署《全面
合作协议》，扩大双方的合作领域，为区

内各企事业单位提供最前沿、最优质、最

高效的金融服务。 （谢慧丽）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６日，宝山区人民政府与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提供■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１１

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６个，在册员工
１１１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１０３
人，占 ９２８％；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
业人员６８人，占６１３％。至年末，该支
行实现本外币存款７５１５亿元，与上年
持平，其中个人储蓄存款余额３５７２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４５％，外币存款１８９４
万美元；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４９３１亿
元，增长２２５％。全年完成２２５２万元中
间业务收入；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量

４４，１８４万元；销售各类金融资产 ３５５，
５６０万元；新增优质以上个人客户 ３０１３
户，个金业务发展继续保持分行前列。

年内，该支行在经营管理上，围绕 “把

握机遇，聚焦客户，突出重点业务，加快

转型业务发展”的总目标，以“抓存款、

促效益、调结构”为抓手，总体经营业绩

呈上升势头。调整授信投向，将有限的

贷款资源投向区域内战略客户，同时加

大扶持中小企业授信业务的拓展力度，

全年贷款和授信客户数量均取得较大增

长，增量排名分行第２位。加快客户结
构调整，做好科融结合、产融结合宣传，

把科技、金融、创新三位一体有机结合，

全年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计划完成率排名

分行第４位。支行以小巨人信用贷为亮
点，构建银政合作平台。９月，宝山区政
府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２０１１年中小企
业金融洽谈会”宝山专场活动，该支行与

部分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１０月，由
总行牵头、支行承办的“绿创未来”绿色

产融论坛在东郊宾馆举办，支行与宝钢

工程技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支行

个金业务，以“聚焦客户，突出转型，推动

个金业务全面发展”为指导思想，贯彻

总、分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借力公司联动、运私联动，促进支行个金

业务多纬度发展；通过营销代发渠道、拓

展三方渠道、扩大个贷渠道等渠道建设，

推动支行个金业务全面发展。支行个人

负债业务屡创新高，全年新增储蓄存款

４７８２３万元，排名分行第２位。个人客户
增长突出，全年新增贵宾客户８０６户，新
增优质客户 ２２０７户，排名均列分行第
一；产品销售实现突破，全年金融资产增

加７９７亿元，实现标准理财产品销售
３５５６５０万元，排名分行第二。在２０１１年
度“争优创先”综合劳动竞赛中，支行个

金条线凭借优异的表现，获上海分行个

人银行业务“壮志雄心”竞赛优胜集体

第一名。支行加强风险监控，抓“三个办

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

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

行办法），一个指引（项目融资业务指

引）”的贷款新规学习和培训，使客户经

理充分认识到贷款资金流向的有关监管

要求，真正做到每笔授信资产安全掌握

于胸。年内现金清收老不良资产１７０万
元、核销资产３５０万元、新不良资产７５００
万元。 （阚家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２０１１年，该支行职能管理部门３个，下
设营业部１个，在册职工１８人，其中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１５人，占８３％；具
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１８人，占
１００％。至年末，该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３９２２万元，比年初增加２１４７万元：各项
贷款余额３７６８３万元，增加１３７８５万元，
其中，区级储备粮贷款１１７３４万元、省级

储备粮贷款５２８０万元、粮食加工企业短
期贷款２００万元、产业化龙头企业粮油
贷款８４００万元 、产业化龙头企业渔业
短期贷款为 ４２５万元、产业化龙头企业
畜牧业短期贷款３０００万元、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中长期贷款４１９４万元、农民集中
住房建设贷款２７００万元、县域城镇建设
中长期贷款１７５０万元。全年新增贷款
２７１９１万元，信贷资金运用率 ９９８８％。
实现利润４０３万元，人均利润２１２１万
元。该支行坚持以人为本和深化改革，

加强员工队伍建设；加大信贷支农力度，

促进业务有效发展；突出风险防控，确保

资金安全；抓好规范管理，提高制度执行

力。开拓创新，明确中长期发展目标，抓

住宝山区大型社区建设机遇，主动与当

地政府有关部门和运作企业协调沟通，

确保政策性资金足额供应。 （张海艳）

■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２０１１年，该
支行下设营业网点 １个，从业人员 ２７
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占１００％；具
有各类技术职称５人，占１８％。至年末，
该支行各项存款余额１８０４亿元，比上
年减少 ６９６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５１５
亿元，增加２１５亿元。该支行向社会提
供结算类、电子银行类、理财类、对公业

务类等服务；在宝山区大华、月浦、罗店、

共康、吴淞、泗塘等区域设置 ＡＴＭ自助
服务机共计１４台。１１月，该支行作为上
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有色金属贸易商会的

发起单位之一，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

办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有色金属贸易商

会成立大会。在开展“优质高效，诚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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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金融服务立功竞赛活动中，该支行获

上海金融系统十佳五星级“优质服务网

点”提名奖。年内，该支行被上海市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命名为“２０１１年度
上海市平安单位”；营业部会计获“２０１１
年度上海市巾帼文明岗”称号。

（郭　瞡）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９日，宝山区召开金融及公用事业单位新春茶话会 摄影／蔡　康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１１
年，该支行下辖营业网点２５个，在岗员
工３５３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２６５人，占
７５％；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１８０人，占
５１％。至年末，该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１８０５６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４１２％，其中
储蓄存款余额 ９１１亿元，比年初增长
１７０１％；各项贷款余额 ７６０５亿元，比
年初增长１４９３％。该支行坚持以服务
“三农”和“小微”企业为宗旨，优先满足

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民生工程和“三

农”经济建设资金需求。至年末，该支行

５０００万元（不含）以下小企业抵押贷款
余额３５０８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６１１％。
支行贯彻总行新三年发展战略，全力打

造“便民银行”和一流金融服务，年内新

设金融便利店２家，推出延时金融服务
模式，为社区居民带来更加便捷、周到的

金融服务。坚持以转型提高、优化收入

结构为目标，拓展中间业务，全年新增如

意卡２０８９７张，信用卡８２７４张，新增ＰＯＳ
机９２台，代理保险销售１７５亿元，理财
产品销售 ７１７亿元，外汇结算量 １１９
亿美元。 （丁英杰）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１１年，该行下
辖宝山支行营业部、吴淞支行、张庙支

行、月浦支行、祁连支行、共康支行、杨行

支行、岭南支行、淞南支行、顾村支行营

业网点１０个，比上年增加１个；在职员
工１３３人，增加７人，其中，大专以上学
历１０２人、占７６７％。至年末，该行各
项存款余额６４１亿元，比上年增加７１
亿元，增长 １２５％，其中储蓄存款余额
３１８亿元；年末贷款余额３０３亿元，增
加５３亿元，增长２１％。年内坚持合规
稳健经营，在加大业务拓展、加快结构调

整、培育经营特色的同时，提高风险防范

能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主动应对市

场竞争，明确重点目标，拓展对公存款业

务；发挥网点资源优势，积极营销储蓄存

款。在全行贷款额度偏紧的情况下，合

理安排投放节奏，提高贷款综合收益，优

化对公信贷结构；在保持个人住房按揭

贷款稳定的前提下，加大临街商铺、办公

房等商业用房的营销力度，加快发展个

人经营性贷款业务。拓宽中间业务收入

渠道，以新业务、新产品为支点开辟新的

收入增长点，推进中间业务转型发展。

加大合规教育和培训力度，增强全体干

部员工遵纪守法、合规经营的自觉性。

年内召开全行性的案件防控专题会议２
次，在传达上海银行总行案件防控工作

要求的同时，对各业务条线具体部署案

防工作；以部门、路支行为单位开展合规

培训５６次。开展案件防控工作，在信贷
风险方面，落实“三个办法（流动资金贷

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

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一个

指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全年开展

各类专项检查 ４０余次；在操作风险方
面，重点加强对各基层网点的监管，不定

期对辖属网点进行巡查，同时加大执制

规范检查，全年组织常规检查７１次、专
项检查７０次；在人员风险方面，细化员
工异常行为排查措施，严格执行关键岗

位人员的轮岗轮调、强制休假制度。１１
月２８日，上海银行在全市大型保障房基
地设立的首家网点顾村支行开业，属支

行第１０个网点。年内完成吴淞支行新
址签约和网点建设，完成杨行支行门头

改建及淞南支行、岭南路支行的局部改

建。支行党支部开展以“创先争优促发

展，党旗党徽增光彩”为主题的系列活

动，组织学习《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

报》、《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

等相关文件；组织全体党员和部分入党

积极分子赴新四军旧址举办新党员宣誓

仪式；组队参加上海银行总行举办的党

史知识竞赛并获二等奖和优秀组织奖。

（王彦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２０１１年，该支行下设泗塘支行、彭浦支
行、安业路支行、民星支行、聚丰园路支

行、塘西街支行、长兴支行、月浦支行、罗

泾支行、凤凰街支行１０个二级支行一类
网点和１个营业部，以及１９个二级支行
二类网点、２８个代理网点，服务范围覆
盖宝山、虹口、闸北、崇明、杨浦五大区

县。在册员工２６５名，其中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人员１４１人，占５３２１％；具有各
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１１人，占
４１５％。２０１１年是该支行转型后加速发
展的关键年，全年以发展为主线，以利润

为目标，以高品质、专业化服务为手段，

寻找业务发展新突破、创造对外服务新

环境、跨上队伍建设新台阶，实现各项业

务规模的全面、快速增长，支持地方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至年末，该支行储蓄余

额４０亿元，占宝山邮政储蓄总余额
１２７０７亿元的 ３１４８％，较上年增长
１５７１％；公司存款业务日均余额 ７７６
亿元，比上年净增０１９亿元；贷款余额
１１０５亿元，净增５０７亿元；票据贴现
规模１２５６亿元；代收保费 ０７３亿元；
发卡５３万张；实现业务收入１２０５２６２
万元，较上年增长２７６５％，完成年度指
标１１１６％；公司业务、信贷业务、票据贴
现三项收入占总收入的４８６０％，较上年
增长６５１个百分点，全年无经济案件和
重大责任性事故发生。年内完成安业路

支行新增开业，罗泾、月浦支行迁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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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关办公场所整体搬迁。１０个自营
网点中有４个网点实现独立经营，服务
环境、硬件设施等均得到改善；安业路、

罗泾、月浦支行开办公司业务，完善辖区

内的业务功能。该支行在信贷业务发展

上寻求突破，转变策略，以小企业贷款、

商务贷款为主，加大市场营销和走访力

度，全年共计放贷７９２亿元，其中小企
业贷款 ４４６亿元，个人商务贷款 ２２９
亿元，个人二手住房贷款１１２亿元，小额
贷款００５亿元，比上年净增４０７亿元。

（曹燕婷）

小额贷款公司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该公司在册员工５人，其中大专
以上学历占 ６０％。全年累计提供贷款
业务服务３１１亿元，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
万元，缴纳所得税 ２９０３元。５７２０万元
贷款余额中，信用贷款 ４５０万元，占
７８７％；抵押贷款 ５００万元、占 ９６１％；
保证贷款４７２０万元、占８２５２％。年内，
该公司坚持“诚信经营、健康发展”的经

营理念，在服务区域内“三农”和“小微

企业”贷款的同时，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完善经营管理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建

立贷审会，作为第三方独立审查制度等；

足额提取贷款损失准备，做到贷款风险

基本覆盖；采用与区域资性担保公司合

作，设指定业务员加强联系、定期对账、

定期交流、核查制度，对可能出现的风

险，双方及时互通信息，共同商议和采取

对应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 （顾建平）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该公司在册员工６人，其中大
专以上学历占８３３％；全年累计发放贷
款２２９笔，金额３４６亿元，累计收回１７７
笔，贷款余额 ８９４０万元。累计贷款中
“三农”和小企业贷款占较大比例。年

内，该公司完善的治理结构、较稳定的核

心管理团队和业务人员，经营管理规范，

以良好的内控机制、风险控制以及客户

信誉，实现可持续稳健经营。公司结合

宝山地区企业状况，研究自身发展定位，

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点

的运营模式；综合运用信用、抵押、质押、

担保等贷款方式，审批手续在风险可控

的情况下尽可能简化，一笔业务从接

洽—审批—发放等一系列流程，一般在

一周以内完成；坚持“小额、分散”的原

则，以“三农”和小企业为主，降低风险；

按照公司规定，客户借款期限不得超过

一年，以更好地了解客户的还款能力及

近期经营状况，提高对债权的风险控制

力。年内，公司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宝
山区大场镇优秀企业”称号。 （蒋寅卿）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由上海

东圣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

泰钢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江杰荣泰

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月月潮集团

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共同组建而成，注

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主要从事贷款的发放
及相关咨询活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
公司迁至漠河路６００号（东鼎国际广场）
Ｂ栋２０１室。至年末，有在职员工７人，
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１００％。公司坚持
“更规范、更迅速、更灵活”，要求各项工

作必须更严格地遵守法律法规，讲原则，

杜绝随意性；对业务做出决策的速度相

对银行要快，以帮助客户节省时间成本；

有把握的情况下允许适当变通担保方

式，接收一些银行一般不予采纳的担保

方式，既保证风险可控，又满足客户的正

当要求，使小额贷款公司的特殊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至年末，公司累计向“三

农”和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３８８亿元，
累计发放笔数 ２３１笔，比上年增加
１４４％，贷款余额５９２５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１１７５９９万元，累计缴纳税收 ２１６４６
万元。 （张秋晨）

■上海宝山富邦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上海宝山富邦
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该公司由上海佳源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源昌工贸有限公司等 ９家企业股
东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１年，公司在职员工６人，其中大专
以上学历占１００％。公司主要从事小额
贷款的发放及相关的咨询业务，为宝山

区内的“三农”、各类中小企业、包括大

学生在内的创业者提供信贷支持和咨

询服务。至年末，公司累计发放贷款

３９４００万元（２３４笔），主营业务收入
２１８４９万元，累计缴纳税收５１７０７万元。

（顾轶彬）

■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由上海兴成

投资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发起

人，９家股东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金１
亿元，于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１０日对外营业。
２０１１年，该公司有员工６人，其中大专以

上学历占８３％，主要业务为发放贷款和
相关的咨询活动。全年发放贷款 １１７
笔，累计发放金额１７０５亿元，贷款余额
１１５亿元，缴纳所得税１８２４万元。该
公司坚持稳健经营理念，秉承规范运作、

诚信为本、真诚服务“三农”和小企业的

宗旨，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司调整贷款客户结构，逐步缩小钢贸

行业的贷款额度，向物流、实业、文化传

媒等行业转移，完善内控机制和风险控

制，有效控制风险。 （石　萍）

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公司　２０１１年，宝山支公司内设
总经理室、综合部、团体业务一部、团体

业务二部、银行保险部、个险销售部等

五部一室，下设罗店营业部、阳曲路营

业部、长兴营业部、水产路营销服务部、

宝泉路营销服务部、横沙新民镇营销服

务部６个营业网点。公司从业人员有
３１６人，其中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在
职职工２３人，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员工
２４人，签订保险代理协议２６９人。该支
公司秉持“积极进取、转型增效，跨越式

发展”的发展思路。全年实现总保费收

入４２７０８万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新增
客户数７４个。团险注重发展短期险业
务和自营业务，短险保费收入 １０６１４
万，比上年增长 １４％，自营业务增长
５５％；个险期缴 ２７５０万元，增长 ５５％；
银保期缴 ３３７５万元，增长 １４％。公司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效能监

察、依法合规防范经营风险、诚信我为

先、反洗钱等专题教育，并按照不同的

岗位拆分内控手册、签署内控承诺书、

组织诚信我为先考试、启动关键岗位风

险日志等。参与罗店镇政府一年一度

的“龙船节”活动，向主办方免费提供龙

船节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参加由

区发改委（金融办）和区金融业联合会

主办的“金融服务进社区活动”；在纪念

建党９０周年活动中，组织员工收听收
看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大会实况，
邀请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党史教

研室教授为全体党员、干部、员工和部

分已退休的党员上党课；在职业化理想

教育活动中，有 ３０名员工参加上海分
公司组织的“职业风采我来秀”征文比

赛，并获三等奖１人，优胜奖７人，支公
司获组织奖。３月，通过保监会精神文
明办有关文明单位的复查。获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１年度“中国保监会系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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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度“中国人寿
保险（集团）公司文明单位”称号。

（张妙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宝山支公司　 ２０１１年，宝山支公
司内设总经理室、综合部、业务管理

部、营业一部、营业二部、营业三部、营

业四部、中介营销部；在编合同制员工

４３人，劳务派遣员工２３人。全年完成
签单保费收入 ２４０００余万元，比上年
增长 ２５％，保费实收率 ９９７９％；支

付各类赔款约 １６０００万元，上升 ５％，
简单赔付率 ６８％；支付各类手续费
２３００余万元，手续费率 １０２％；考核
利润率６８％。年内，支公司以提高服
务能力和水平作为促进业务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树立人保服务品牌；注

重传承和创新相结合，把握区域和业

务结构特点，加强渠道建设，采取进取

性销售策略和有效业务管控措施，排

除市场干扰，克服各种不利因素，正确

把握有效可控原则以及稳健性和成长

性关系，业务发展基本显现良性势头。

按照监管和上级要求，加强合规管理，

严格手续费支付，控制应收保费，加大

管控力度，提升风险防范意识。重视

企业文化建设，继续以举办文化节的

形式烘托文化建设氛围，建设和谐企

业。强化学习型企业建设，开展业务、

合规、服务等各类培训，全员参加网络

学习活动。 （李晓平）

证券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证券公司 １３
家，其中年内新增证券营业部１家。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银行年末存、贷款余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１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１年 增长（％）

存款合计 １９８６００４９ ６．７ 　 个人贷款 ２８６９２００ １０．９

　＃企业存款 ９２８４７５４ ２．６ 　 ＃住房按揭贷款 ２３８１２５９ ７．７

　居民储蓄存款 １０４７２３００ １１．７ 公积金贷款 １０７０３８１ ８．１

贷款合计 ９６０７６５５ １２．７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 ７５９４４ ５２．０

　＃短期贷款 ３３９５４０１ ２３．３ 　＃短期贷款 ７４４９４ ５０．５

　中长期贷款 ６２１２２５４ ７．６ 　＃企业贷款 ４６６５４ ３７．５

　＃企业贷款 ６７２０２７８ １３．４ 　个人贷款 ２９２９０ ８２．５

（区统计局／提供）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

网点名称 地　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泰路证券营业部 同泰路８８号 ５６６７８２８８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龙镇路证券营业部 龙镇路９８号 ５６９３２７９９ ２００９４１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长江西路１７８８号 ５６７５６３７１ ２００４３１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１２号 ３６０１０２７６ ２００９４０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长江西路１５０７号 ５６７６１２２８ ２００４３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１８８号 ５６６７３７３０ ２００９４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路第二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５６１２７１６０ ２０１９００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济路证券营业部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８４３２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２６５号 ５６５６６４８０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真华路证券营业部 真华路９５０号 ６６３５０２３４ ２００４４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康路证券营业部 共康路３２８号 ５６４３３８００ ２００４４３

（经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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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行政管理
■编辑　刘　娴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落户宝山区工业园区的海隆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区发改委／提供

综合经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３６７６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５７％，其
中，第二产业投资 ３６９５亿元，下降
１０３％；第三产业投资３３０３亿元，增长
３１５％。全年安排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总
额８４０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４１％，其中，
基本建设类项目投资资金２５０９亿元，重
大专项类项目投资资金５９亿元。完善全
区经济交流平台的运作，深入一线调研，

定期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建立完善经济

运行数据库，密切关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

革、房地产调控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

响，加强和改进对全区经济运行情况跟

踪、监测、分析，起草完成２０１１年上半年、
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
形成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并具有较高质量

的经济运行分析报告１０余篇，为区委、区
政府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做好“十二五”规划后续工作　编制
完成《宝山“十二五”规划纲要》和３９个
专项规划、１５个区域规划，在市“十二
五”规划编制工作总结大会上，宝山“十

二五”规划获一等奖（创新奖）。深入机

关、社区开展区“十二五”宣讲解读活

动，完成１０余场宣讲活动。梳理分解区
“十二五”纲要重大项目、重要工作、重

点任务，细化形成工作方案，并由区政府

转发实行。将区“十二五”规划确定的

指标分解到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报告中，落实到具体项目。

■协调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持续跟
进３８个区重大产业项目，对年内可开工
项目，排出时间推进表加以落实；对土地

未落实、尚不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协调

各街镇、园区，配合用地管理部门加快土

地的推出，做好项目的储备。至年末，３８
个项目中实现投资量项目２４个，实现投

资量５６０９亿元，完成年度计划６３２亿
元的８９％，其中，２８个现代服务业项目
中实现投资量项目１８个，实现投资量５２
亿元；１０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实现投资
量项目６个，实现投资量４亿元。

■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全年政府投
资项目共１６４个，涉及总投资２５６亿元，
重点聚焦南大地区、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顾村公园二期、滨江带等重点地区建设。

修改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按

照“计划、资金、建设、监管”四分开的原

则，健全投资管理体系，加强政府投资项

目的前期储备、预审评估、建设管理、审

计监督，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

■创新金融服务　制定完善金融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推动上海钢铁金融产业园

的企业引进和产业集聚，加快发展金融

服务业，金融管理服务取得新的突破，全

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５８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２５％。上市工作方面，４月 ２１日，

落户在宝山工业园区的海隆控股在香港

联交所成功上市，成为宝山区内第一个

上市企业；深入调研拟上市企业，汇总梳

理４５家拟上市企业，协调解决企业上市
中遇到的问题。准金融机构方面，稳妥

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设

立、登记等工作，全年新增 ３家小贷公
司，全区 ９家小贷公司累计发放贷款
１６７３笔，累计放贷金额２８６４亿元；推进
４家存量担保公司重新确认登记，并通
过市相关部门的联审；年内，区第一家村

镇银行———富民村镇银行开业。金融创

新方面，多层次、多元化金融服务缓解区

域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庙行镇开展

“重点成长型企业助保金融资平台”试

点，助推街镇（园区）优质企业成长，对

园区内“轻资产”小企业成功放款２４００
万元；开发“宝山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卡”，开创以信息技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难的新渠道；推广“科技金融宝”创新融

资产品，成功为区内多家企业实现信用

贷款，累计放贷５０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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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改革工作推进　年内继续推进罗
店小城镇综合试点改革工作，编制试点镇

增减挂钩专项规划，开展小城镇试点相关

政策收集、梳理和分析工作，完成罗店镇

增减挂钩试点情况调研报告。参与区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同有关部门修改

完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

案等文件。配合做好《上海市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办法》的讨论修改工作。

工商宝山分局开展“走千家企业，促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活动 工商宝山分局／提供

■落实支持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政策　
出台“１＋９”财政专项资金政策体系，组
织召开新闻发布会，编制重点产业发展支

持指导目录，开通“专项资金网上申报平

台”，发挥３５亿元专项资金引导产业发
展的经济杠杆作用，扶持优势产业、新兴

产业聚集发展。强化区发改委、区经委等

１３个部门组成的专项资金管理联席会议
功能建设，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全年共组织召开１１次联席会议，受理申
报项目７５１个、金额３７９亿元；通过会审
项目７１５个，金额３２５亿元；实际拨付项
目５５９个，金额１４８亿元。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全年按照全区单
位增加值能耗下降３％～４％的节能年度
目标，完成《宝山区２０１１年节能减排和产
业结构调整重点工作安排》，分解目标任

务，做好工业、服务业、建筑、交通等领域

节能工作。从全年完成情况看，全区单位

增加值能耗下降６５５％，在全市１７个区
（县）中名列第一。开展能源审计工作，

对年综合能源消费量３０００吨标煤以上的
区工业重点用能单位、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２０００吨标煤以上的区服务业重点用能单
位，编制能源利用状况报告。通过改窗、

外遮阳、安装分项计量装置等方式，开展

建筑节能工作。 （王伟杰）

价格管理
■概况　全区价格工作把保持价格总水
平基本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切实稳定价格

秩序。加强价格监测，关注主副食品等重

要商品价格动态，完善价格监测网络，开

展４５种主副食品价格监测数据每日上报
工作。加强价格督查，应对食盐抢购事

件，深入集贸市场和超市，对有关商家进

行提醒告诫，对高价销售食盐行为责令立

即改正。开展堆场企业执行收费新政检

查专项行动，及时掌握区内运输企业的收

费情况。研究装箱堆场企业实施扶持经

营的政策意见，切实减轻堆场企业负担，

营造有序经营环境。加强价格管理，开展

行政事业性收费年审工作，落实清理行政

事业性收费政策措施。做好民办学校学

费及中小学餐费、公园门票调整工作。开

展价格评估，参与宝山公安分局特大珠宝

盗窃案、检察院特大房产贪污案、市慈善

基金会慈善捐赠物资的价格评估工作。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建设，推进价格服务进

社区，扩大价格诚信体系覆盖范围，健全

经营者价格诚信制度。

■应对食盐抢购事件　针对区内出现食
盐抢购风波，组织派员到农产品批发市

场、超市、集贸市场、杂货店开展食盐价

格专项检查，及时处置群众反映，提醒告

诫工商经营者３１户，查处４起价格违法
案件，没收违法所得 １１５０１元，退还投
诉人１４３６元，罚款３２１１２元，在较短时
间内平息了食盐抢购风波。

■开展堆场企业执行收费新政专项检查
　年内开展堆场经营单位收费专项检
查，及时掌握区内运输企业的收费和运

输成本及市场动态，并将相关信息汇总

报送区委、区政府。每天派员对堆场经

营单位落实新政情况开展检查与巡查，

开展现场咨询活动，及时妥善处理价格

投诉，编辑情况专报１５期。 （王伟杰）

工商行政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７１５３７户，注册资本２３１８０６亿元，其
中企业合计４６７１３户，注册资本２３０８０６
亿元；个体工商户 ２４７５８户，注册资本
８６６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６６户，注册

资本１３４亿元。年内，全区共新设市场
主体１１００１户，比上年增长１９２２％，其
中新设企业６３０２户，同比增长１７４％；
外区迁入企业８０４户，增长７３２８％；迁
入注册资本总额 ３４７８亿元，增长
７２０１％；各类企业增资２２０２９亿元，增
长２５３４％。优化区内产业结构，第三产
业企业占全区市场主体总数超过三分之

二。年内，工商宝山分局首获“上海市文

明单位”及“上海市学习型机关创建工

作先进单位”称号，在全市组织的政风行

风测评和宝山区组织的“万人百企评机

关”活动中，均获区行政执法类部门第一

名，并被评为区“‘弘扬廉政文化、宣传

法治文明’荣誉单位”；杨行工商所通过

３Ａ级工商所考核验收；１１个（次）基层
工商所分获“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

市工人先锋号”、“第六届上海市青少年

维权岗”、“宝山区五一劳动奖状”、“区

先进基层党组织”、“区青年文明号”和

系统“优秀党支部”称号。

■服务转型发展　围绕“调结构、促转
型”目标要求，探索推进区域产业结构调

整新措施、新方法，通过《上海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关于积极支持企业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工商宝山分局

《关于服务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

转型的若干措施》，细化措施落地，推进

企业设立并联审批等方法，优化服务，提

升效能。结合区域特点，以“转方式，促

发展，鼓实劲”为目标，开展“走千家企

业，促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活动，在走访

中，突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挖掘企业发

展潜力、关注企业发展难题，争取各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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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帮助企业摆脱困境。全年共走访各

类企业３８０户，收集各类问题、困难１５２
件，上门办事３６件。

■发展商标战略　通过召开 “宝山区商
标发展与保护工作大会”、驰著名商标企

业座谈会、印制商标宣传手册、展出驰著

名商标企业展板、开展商标知识培训、联

系宝山电视台制播专题片等多项举措，

加大商标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商标发

展和保护氛围。１１月，中国弹簧制造有
限公司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全

区共有１２家企业在第十六批上海市著
名商标评定中获评，其中４家企业商标
为新认定，８家企业为重新认定。至年
末，全区共有中国驰名商标企业３家，上
海市著名商标企业２３家。

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中心 区经管站／提供■服务新农村建设　年内贯彻落实上海
市工商局关于蔬菜保供应、稳物价的各

项政策措施，主动联系辖区大型蔬菜生

产基地、农副公司等，深入调研蔬菜生

产、销售规模，进一步推进农商对接。推

进“红盾护农”工作，开展红盾护农“保

春耕”、“保夏播”、“保秋种”３次专项执
法行动，加大农资市场巡查监管力度。

推进“合同帮农指导站”建设试点工作，

扶持农产品商标做大做强。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　落实“五个
最严”（最严的准入、最严的监管、最严

的执法、最严的处罚、最严的问责）工作

要求，严把食品经营准入关，全年共新设

食品经营主体 １７４４户。落实网格化管
理和分类监管，开展“非法添加”、“地沟

油”、“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专项整治２７
次，抽检食品 ３０５件，快速检测 ４１１６个
样品，确保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加大对

无证照经营食品、不履行食品安全业务

和销售不合格食品等食品违法案件查办

力度，全年共查处食品安全类案件 １０２
件，罚没款９４６万余元。着力工作方法
创新，以系统食品安全监管立功竞赛活

动为载体，推进工商宝山分局食品安全

监管“一室两队伍”（食品快速检测室，

食品安全快检队伍、现场制售监管队伍）

建设；开展“红盾飞鹰行动”，加强对现

场制售和食品销毁等重点环节监管；邀

请区人大代表、政风行风监督员、食品安

全监督员观摩快检过程；筹集食品安全

监管金点子等，提高流通环节食品安全

监管水平。

■无证无照整治　推进综合治理，突出监
管重点，对高危无证照经营坚持“露头就

打”，形成高压态势，严防安全隐患。针

对不同情况采取疏或堵的不同措施，严防

新增、降低存量；狠抓源头治理，做到发

现、整治和固守相衔接，确保整治成效。

年内，工商宝山分局结合辖区实际和季节

特点，开展６期“红盾”系列整治行动，将
集中整治与日常监管紧密结合，做到“每

日监管，每周整治，每月考核”。全年共整

治、规范各类无证照经营３１４８户，其中，高
危无照１８５户，重热点无照２５４３户，立案查
处３１９件，罚没款３８４８９万元。

■“平安市场”创建　围绕市工商局、区
政府“平安市场”创建工作要求，以确保

有形市场食品安全、消费安全和运行安

全为重点，发挥牵头作用，强化市场主办

方责任，探索联合监管模式，巩固监管长

效机制。在区联席会议检查验收中，有

１２９家市场达标，达标率９２８１％；２４家
市场被推荐为区创建先进单位，２家市
场被推荐为市平安示范市场。开展市场

内散装食用油经营户业态调整专项行

动，辖区内原２６家散装油经营户全部完
成业态调整。

■消费者权益保护　发挥１２３１５平台作
用，处理消费者申诉、举报，规范接待、处

置流程，有效处置各类舆情，维护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确保辖区的和谐稳定。全年

共受理消费者申诉４５６件、举报１７３０件，
挽回经济损失金额５０５８万元，收到锦

旗、表扬信等２０余件。推进消费者权益
保护联络点“五进”（进社区、进商场、进

企业、进学校、进军营）工作，延伸消费维

权网络，至年末，全区共设立各类消费者

权益保护联络点４８８个。开展第三批消
费者权益保护示范联络点创建工作，１１
月，宝山八村联络点、北翼商业街联络点

等１０家联络点被授予“上海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示范联络点”（第三批）称号。

（陈　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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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户，比上年增加３户；国有企业
资产总额７３１４亿元，增长６６４％；负债
总额３９８９亿元，增加６２１％；所有者权
益３３２５亿元，增长７１５％，保值增值率
达到 １０６６９％。全区城镇集体企业 ６４
户，比上年减少６户；城镇集体企业资产
总额２４０５亿元，增长８０７％；负债总额
１３１２亿元，增加 ２６２％；所有者权益
１０９４亿元，增加 １４６１８万元，增 长
１５４３％；全年国资归口管理企业营业收
入 ４８０２亿元，增加 ５４６亿元，增长
１２８４％，利润总额１４８８０万元，增加３１３５
万元，增长２６６９％，全年上缴税金１３６９６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２２９８万元，增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１年，按照“统一授权、统一
规则、分类监管”原则，区国资委代表区

政府作为区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唯一出

资人，对区属经营性国有资产实施出资监

管、对区属城镇集体资产实施监管。按照

“责任有主体、行为有规范、问责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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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推进委托监管工作向纵深发展。各

委托监管单位落实监管部门和人员，建立

适应本单位特点的规章制度，对重大事项

均及时按要求报备，相关单位对考核办法

进行补充和完善，监管工作逐步趋于规

范。协助组建区体育中心管理公司，进行

委托监管，由国资出资建立运营公司，按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运作，增强财务

和资产的核算与考核，减少财政支出。深

化“三个一批”（转型一批、改制重组一

批、关闭歇业一批），按照清理方案和结

点目标，完成７户企业产权界定、１０余户
企业的关停并转。重点协调推进三网融

合，与东方有线共同出资建立宝山有线电

视公司。通过实践重点探索宝山邮轮经

济发展项目和顾村公园、体育中心等规模

型社会事业投资管理的路径，真正体现经

济和社会两个效益。

■国有、集体资产结构调整　将把握国
资监管工作的要求与推动国资国企改革

发展相结合，落实区国资国企“十二五”

规划“６６７７９”指标分解，聚焦现代服务
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主要项目

达到２８个，总投资约６３．６亿元。将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提高行业竞争力

相结合，投资建设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区

供销社美罗湾地块、吴淞口客运码头、同

济支路商业门店改造、横沙商业休闲广

场、梅林路菜场和商业用房等项目；承建

宝山滨江绿化带、罗店经济保障房大型

社区动拆迁、成套房改造、顾村大型保障

房基地物业及商业设施招商等项目。通

过收缩企业管理层级，将企业主业拓展

项目融入区域重点建设项目，优势资源

向优势企业集中等方式，完善各归口企

业的三年行动计划。参与推进久安公司

水质稳定剂厂胶黏剂、区供销总社参与

上海市总社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新农村

建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城市工业

园区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等重点项

目；推进实施启动工作，充实、完善、调整

两大资本运营国资公司平台（新宝山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城乡建设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的运作功能。

■镇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　完善会计委
托代理体系，规范村干部报酬和村级公

务费用管理，制订出台《宝山区进一步加

强村干部收入分配管理的意见》和《宝

山区加强村级公务接待及会务考察费管

理的意见》。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票

据管理基础性工作，规范集体资产和集

体经济合同台帐管理，宝山区农村经营

管理网络监管系统全年共录入各类村级

集体经济合同１９６１份。组织镇、村相关
干部及业务人员近两百人开展“三资”

（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培训，对确定的

撤制难点村进行政策宣传、解读。启动

杨行镇北宗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探索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新手

段。在宝山区农村经营管理网络监管系

统的基础上，与上海市农村集体“三资”

监管平台对接，完成区网络升级，建成

市、区、镇、村四级联网的农村集体资金、

资产、资源监管平台。制定开展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界定和农龄统计核实的工作

方案，梳理政策口径。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通过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完成产权交易鉴证项目９宗，成
交总资产２８７７８７４万元，净资产４２２７２
万元。其中，通过上市挂牌方式，完成转

让项目２宗；经相关镇政府批准，完成农
村集体产权直接协议转让项目７宗；接受
受让方委托，完成交易项目７宗。开展产
权交易延伸配套服务项目０宗。

■区农经站划转区农委管理　９月 ２７
日，根据区编办《关于同意农村“三资”管

理职能及机构编制划转的批复》（宝编
!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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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号）的规定，区农经站由区国
资委划转至区农委管理。 （王剑青）

审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审计局实施审计和
审计调查项目４４项，其中经济责任审计
１５项、专项资金审计和调查８项、基建
审计２１项（含跟踪审计１３项），延伸审
计２２５个所属单位和部门。审计查出管
理不规范资金 ９６５１２６１万元，其中，应
收缴财政资金３８２９０７９万元，应归还原
渠道资金 ７７７８３万元，发现账外资产
１２５４２７７万 元，应 纠 正 账 户 处 理
４４２８８４５万元；在投资监理基础上审计
核减支出６１２７７万元；拥有使用权的账
外资产建筑面积 １８９７５８平方米；向被
审计单位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１４７条，
采纳落实１２０条。向区委、区政府提供
审计专题和综合报告４５篇，上报审计信
息４４篇，其中被国家审计署、市审计局、
区委、区政府等部门采用 ３４篇次。年
内，区审计局获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审计宣传
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审计信息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等称号，获上海市审计系统

优秀审计项目区县组二等奖、上海市审

计系统广播操团体比赛三等奖。

■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　围绕“管理、改
革、绩效”目标，构建以区本级财政审计

为核心，各专业审计为基础的“目标统

一、上下联动、资源整合”的财政审计大

格局。围绕国资经营预算编制完整性，

探索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和预算编制

情况审计，区财政局、区国资委制定宝山

区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办法和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编制办法。围绕财政预算管

理规范性，加强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及

财政制度执行有效性审计。通过７个部
门预算执行审计，促进理顺机构改革合

并单位财政管理体制，统一以部门为预

算主体的预决算编制及财务核算管理体

系；纠正部分行政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不符规定的问题，强化财政管理

效能。建议区相关部门按照构建财权与

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要求，指导

预算单位科学合理编制部门预算，强化

预算约束效力；探索建立资产管理与预

算管理相结合的财政管理体制，提高国

资监管力度。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加大财政专项资金审计和调查力度。

组织开展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度工业技术
改造、节能减排、农村公路新改建及危桥

改建补贴、农村生活垃圾处置补贴、促进

就业社会保障资金、售后公房物业管理

补贴等专项资金审计和调查，重点检查

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和效果、项目预算编

制和执行、资金管理和使用效益、项目后

续评估和长效管理机制等情况，有重点

地延伸到资金使用单位。

■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年内，区审计局完
成１５家单位、３１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任
期经济责任审计。结合《党政主要领导

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

规定》，规范和深化经济责任审计，推进

经济责任审计“两个转型”（从财政财务

收支为重点转向以领导干部履职为重点、

从以法人为重点转向自然人为重点），促

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向纵深发展。明确

审计目标，紧扣领导干部负有的经济责

任，将审计内容由监督微观财政财务收支

向评价宏观经济行为拓展，向被审计领导

干部任期内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执行、管

理、监督等行为是否科学、民主、合规、有

效的界定延伸，客观反映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履行情况。突出决策审计、内控制度审

计、法纪审计，探索社会事业发展、节能减

排目标完成、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等审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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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重点审计街镇财政性资金等“４＋
３”（“４”就是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小金库”专项治理，庆典、研讨会、

论坛过多过滥专项治理，公务用车问题专

项治理；“３”就是土地规划管理专项治
理，乡镇财政性资金管理专项治理，收受

礼金礼券购物卡问题专项治理）专项检

查。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普遍

性、倾向性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通过

经济责任审计综合报告，向区委、区政府

及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具有宏观性和针对

性的审计建议。

■推进政府投资审计　年内加大政府投
资项目审计监督力度，实现投资审计“三

大转变”，由事后决算审计向重大项目跟

踪审计转变。对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吴

淞口国际邮轮码头、生态专项建设、区体

育中心和图书馆、华山医院北院建设、校

舍安全工程、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等１３个
重点工程项目实行１５次跟踪审计，突出
审计重点，注重监督关口前移，发挥审计

预防性作用；强调跟踪审计及时性，提出

审计建议２８条。由注重微观监督向立足
微观面向宏观管理转变，在关注具体项目

的同时，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分析和揭示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存在的机制不

顺、体制缺陷等问题，提高投资审计成果

的层次和水平。由注重单纯的监督向监

督与管理并重转变，修订、完善《宝山区

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试行办法》。制

定《宝山区审计局关于重大建设项目跟

踪审计试行办法》，明确跟踪审计重点和

操作规范，确保审计质量；明确委托审计

内容、业务流程，质量考核、纪律要求、责

任追究等规定，促进政府投资项目委托程

序化、管理规范化、工作制度化建设。

■加强资源环境审计　按照资源环境审
计工作要求，探索资源环境审计工作，并

融入于各专业审计之中。专项资金审计

方面，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处置补贴资金审

计调查，推动建立区农村环卫保障的长效

管理机制；开展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和节能

减排激励政策措施落实及效果情况、目标

和任务的完成情况、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

项审计，推进区产业导向政策和绿色低碳

发展战略的落实。预算执行审计方面，关

注大型办公楼节能管理制度建立和执行

情况，部门节能降耗、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经济责任审计方面，将镇级领

导干部履行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节能减排目标完成、土地资源管理、资

源环境专项资金使用合规和效益以及资

源环境相关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效果情况

等纳入审计重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审

计方面，关注项目规划布局、环境影响评

估、立项审批等环节是否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资源环保产业政策，建设项目概预算和

决算中是否列出环境保护设施的投资数

额，防治污染的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步

设计、同步施工，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目

标完成等情况。

■推进审计整改和审计结果公开　完善
审计整改联动机制，探索经济责任审计工

作联席会议新模式，邀请上年度被审计单

位党政主要领导参加部分联席会议议程，

选择部分单位就审计整改落实情况进行

交流发言。跟踪回访被审计单位整改情

况，协同相关部门指导重点单位整改工

作，强化审计整改联动机制建设，提高审

计整改工作实效。形成审计整改报告报

送区委、区政府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实

现审计整改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大

审计成果运用力度，探索多途径、多形式

的审计结果运用方式，继续推行年度经济

责任审计综合情况通报制度。在区财税

审计工作会议上，通报２０１０年审计中发
现的普遍和突出问题以及审计整改情况。

在换届选举之初，组织部门专题听取区审

计局近年来经济责任审计情况，审计结果

与干部换届选拔任用工作有效结合。区

委、区政府将２０１１年街镇、园区财务管理
和审计整改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责任制考

核体系。推进审计结果公开，加大审计公

开力度，在年度重点审计项目计划、财政

审计工作报告、财政审计整改情况报告公

开基础上，有序公开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使

用管理情况专项审计、促进就业社会保障

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审计调查、世博运行保

障经费跟踪审计结果和审计整改情况

公告。

■创办《宝山审计讲坛》　全年共举办
新国家审计准则解读、资源环境审计、审

计信息宣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计、土

地资源审计、计算机辅助审计等１４个专
题讲座。

■完成上级部门交办任务　年内会同区
财政局制定街镇园区财务管理考核指

标，协调、配合市审计局开展的区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整改落实、地方政府性

债务同步审计调查、政府投资建设质量

安全情况审计调查等工作；选派审计人

员参加区“４＋３”专项治理检查工作，配
合区纪检监察等部门做好信访案件查证

工作。 （余翠英）

统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统计局完成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预警监测经济运行、

跟踪监控“三重”（政府重点工作、重大

项目、重要任务）工作，分析研判发展趋

势，全面提供咨询服务，落实统计年定

报、企业“一套表”试点，推进统计信息

化、法制化建设，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

优质高效的统计信息服务。

■统计服务　预警监测经济运行，反映
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和街镇、园

区年度目标任务推进情况及工业、商业、

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等行业发展状况，

定期提供经情预报、统计快报、月报等数

据型统计资料，为区委、区政府掌握地区

经济发展提供动态信息。跟踪监控“三

重”工作，完成区现代服务业功能区综合

效益监测评价体系的课题研究，跟踪重

大项目投资推进情况，监测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监控全区节能降

耗形势和重点企业耗能情况，落实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情况统计等重点工作，

为区政府和各部门落实监管措施提供信

息支持。分析研判发展趋势，梳理回顾

“十一五”期间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分

析研究“十二五”期间宝山结构调整、产

业布局和行业优化的发展趋势，收集整

理横向区县和特点相近街镇的经济发展

数据开展比较分析，为各级政府把握现

状、找准定位、确立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提供咨询服务，编撰区党政处级“一把

手”培训班专题学习资料，发布《２０１０年
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宝山区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实验发

展（Ｒ＆Ｄ）资源清查主要数据公报》，提
供统计大小汇编和各类统计分析、专报

内参等资料６０余篇。

■统计基础　（１）完成统计年定报。按
照国家、市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年定报

范围、统计标准，完成 １１个条线 １０５６２
家年报单位和３４２６家定报单位任务，完
成４８０多家外资企业联合年检和３０余
项调查任务，获市统计年定报质量综合

考评二等奖。（２）开展企业“一套表”试
点。组织人员参加市级业务培训，协助

庙行镇（试点镇）梳理单位情况，指导企

业填报报表，审核数据质量，上报试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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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总结经验，为全面实施统计“一套

表”制度做好准备。（３）统计信息化。
完成“网上直报”数据处理系统由２５向
３０版本升级，落实“基本单位名录库”
管理系统的信息更新，为全面提高统计

工作效率提供技术保障。（４）统计法制
化。组织第一轮基层统计机构巡查，落

实统计从业资格教育培训，开展持证上

岗专项检查和统计年定报执法检查，有

效规范基层统计行为。年内获“五五”

普法国家级先进集体称号。

■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完成清查
摸底、现场登记、质量检查、数据汇总等

阶段任务，摸清全区人口总量、地区分布

以及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

度等构成情况，发布《宝山区２０１０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编制

《宝山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手册》，分

析研究区人口主要情况，撰写专报８篇。
区人普办获市级人口普查先进集体

称号。 （支宏愿）

区质监局开展汽车配件执法检查 摄影／陈向华

质量技术监督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以下简称区质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２９００余人（次），组织开展各类专项执法
检查近９０余次，与区工商、城管、公安等
横向部门和兄弟区县局联合执法７次，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６个。全年共立案处
理各类行政案件１０３起，移送公安机关
案件５起，罚没款总额２３８万元，其中罚
没款５万元以上大案要案２２起，未发生

行政复议更改和行政诉讼败诉情况。全

年共处理消费者申诉、举报和咨询 ７４８
件，涉及商品货值金额达１９２万元，为企
业和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１３７万元。代
码窗口总办结代码登记２２３３５户，其中
新申报一门式代码证制证制卡办结数

６８４６户，换证８７２２户，验证５８３６户，注
销７５８户。“１２３６５”投诉受理分中心全
年申诉举报受理量７４８件，涉及商品货
值金额１９２万元。至年末，宝山区共有
食品生产企业１９２家、食品相关企业２０
家和化妆品企业１８家。有３５家企业的
３７个产品、服务获上海名牌，其中产品
类名牌３４个，服务类名牌３个。有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１３２家，其中
外区委托监管６家、注册宝山区在外区
生产１６家；强制性认证企业１０２家、５８４
张证书，管理体系及自愿性产品认证证

书２２０５张；有２２家食品农产品生产企
业获相关认证。

■特种设备检查　全年共办理特种设备
开工告知 ８１９份，使用登记 １４３９份；审
核特种设备作业人员２８９０６人次，管理
人员１５８１人次；处理投诉举报１８起，调
查处理特种设备安全事故事件４起，特
种设备安全事故比上年下降 ５０％。至
年末，全区共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６２９２
家、生产单位 １７１家；在用特种设备
５６５６２台（套），压力管道 １３０３千米、气
瓶 ５６余万只，有特种设备从业人员
４１８８７人。特种设备总数在全市各区县
中仅次于浦东新区，列第２位。有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单位２家、气瓶检测单位７
家、无损检测单位６家、作业人员考试机
构５家，共计２０家。全年区特种设备监
督检验行政事业性收入６２９万元，上缴
财政６２９万（财政预算收入７００万元）。
全面完成检验检测计划，确保检验检测

质量，全年检验检测锅炉内部检验 ４４１
台，外部检验３５５台次，安装改造大修监
督检验３４台，水质检验４８７台次。压力
容器定期检验 １８２４台，监督检验 ４１４６
台，压力管道安装监督检验１０９千米，
接受商业委托检验８８１千米。电梯定
期检验７２４０台，起重机械定期检验３３５９
台，制造监督检验８２７台，安装检验２１３
台，厂内车辆定期检验３０９４台，安全阀
校验２９３９台，限速器调试３１６２台。

■特种设备管理　开展特种设备三类人
员（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负责人、管理人

员、作业人员）培训，特种设备三类人员

及街镇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工作列入２０１１
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共培训特种设备企

业法人１０２４名、作业人员 ４１９名、安全
管理人员５５２名、街镇园区安全干部１０２
名，共计２０９７人，超额完成年初预定的
培训２０００人的目标。完善“红、黄、绿”
分类监管等方式，细化分类监管方式，制

定并印发《宝山区特种设备分级分类管

理实施方案》，明确“红、黄、绿”分类标

准及实施细则，确定重点监控企业、重点

监控设备的巡查要求。根据不同企业的

性质将其分为红、黄、绿三类，红类企业

有３６３家、黄类企业 ２１３８家、绿类企业
１３４９家，共３８５０家。做到红类企业每月
巡查一次，黄类企业每两月巡查一次，绿

类企业每３个月巡查一次。同时，与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签订安全使用承诺书，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企业安全生产

意识。开展冬季浴室锅炉专项检查、沪

太路石材市场起重机械专项检查、快

开门压力容器专项检查以及“两会”、

六一儿童节、中秋、国庆等各类节前检

查，保障全年特种设备使用情况的总

体平稳。

■计量器具管理　年内，区计量质量检
测所共检定、校准、检测计量器具２９００９
台件，比上年增加约 １２％；完成业务收
入近４３４万余元，增加约８％。全年开展
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共１２项２８种，涉
及贸易结算、医疗卫生、安全防护、环境

保护等各方面；共完成强检器具 １４６２５
台件，其中，贸易结算类６１８５台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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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类２６６５台件，安全防护类 ５７１０台
件，环境保护类６５台件。为７７家医疗
卫生单位免费检定血压计２４９７台，为居
民个人免费检修血压计１０５台；为８３家
集贸市场免费检定电子秤 ５７７８台。投
资４８万元，将 Ｆ２等级砝码标准装置的
测量范围从２５千克扩大到１０００千克，
提升计量所的砝码检定能力，是上海郊

区县中唯一可检定１０００千克 Ｆ２等级砝
码的技术机构。至年末，全区共有机动

车安检机构１０家，集贸市场９７家（正常
经营８７家），电子秤５７７８台，超市电子
秤２７１台，电子汽车衡１５１台；加油站７８
家，加油机３８５枪。医疗单位 ７７家，血
压计２５８７台、心电图机 １９９台；验配镜
单位近６０家，验配镜计量器具１８０台；
一般压力表２５８０只、绝缘电阻表７４只。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单位共１８
家，有效计量检定员证１１７７张。

■开展“打违除患”专项行动　针对“问
题馒头”事件，开展为期半年的“打违除

患”专项行动。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五个最严”（最严的准入、最严的监管、

最严的执法、最严的处罚、最严的问责）

要求，加大执法力度。在专项行动期间，

共出动执法人员１２８９人次，抽检各类食
品５４８批次，其中不合格４８批次，合格
率为９１２％；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 １１５
份；取缔无证食品加工窝点９７个；立案
查处５８件，其中移送公安部门３件；开
具罚没款１０４万元；注、吊销食品生产许
可证４４张；关闭不符合食品生产要求的
企业２７家。

■做好“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保障工
作　建立供“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以
下简称“世游赛”）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预案和供“世游赛”企业监督检

查小组，对食品监管人员开展针对性的

培训。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６日，共出动食
品监管人员５６人次，对２家供“世游赛”
食品生产企业（汉康、荷美尔）进行为期

１７天的专项保障；抽样成品２７批次（其
中汉康２５批次，荷美尔２批次），快速检
测３次，在保障期间发现的问题均要求
企业在第一时间进行整改完善。

■开展电梯专项检查　针对７月５日北
京地铁自动扶梯发生故障并致人员伤亡

事件，区质监局联合市特监院、区特检

所、上海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及上海地

铁运行公司，对区内安装的奥的斯

５１３ＭＰＥ型自动扶梯进行全面排查。监
察人员及电梯检验人员对３个站点在用
的５台自动扶梯进行全面检查，并发出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令立即停

止使用 ５台奥的斯 ５１３ＭＰＥ型自动扶
梯。开展区域内在用电梯专项检查，共

检查企业 ４２家，电梯 ２２６台（其中 １５７
台为自动扶梯），查出隐患４１处，开具监
察指令书５份。

■名牌培育与管理　坚持名牌培育与管
理并重，开展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名牌申报工
作，共推荐１９家企业（８家新报，１１家续
报）申报上海名牌。围绕“两千一百”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内培训 １０００家学习
卓越绩效模式企业，培训１０００名中高层
管理人员；培育１００名质量奖评审专家）
工程目标，组织两批次７７家企业的１１２
名负责人参加《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培

训，增强企业品牌意识。完成２０１０年度
区域质量状况分析工作，全年新建质量

档案８００多家，累计建档 １２００多家，初
步建立起具有一定规模的质量基础信息

库。同时开展玻璃行业区域整治、消防

产品专项整治、危化品专项整治、电动自

行车、家用燃气灶等专项整治工作，全年

无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开展“风险管理”试点　根据国家质
检总局提出的围绕“抓质量、保安全、促

发展、强质检”要求，结合“问题馒头”

事件教训，开展风险管理试点工作，寻

求科学监管之道。按照针对性、有效

性、主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制订“宝山

区质量技术监督局风险管理工作机

制”，并从最易引发的风险因素和薄弱

环节入手，在执法理念、执法方式、体制

机制、人员素质、工作作风等方面进行

全面排查和认真梳理，共查找出风险源

６２个，按照产品风险、工作风险、队伍风
险三大类别进行分类整理，逐条对应制

订出风险应对方案。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问题馒头”
事件发生后，区质监局开展“强责任、促

规范、严监管、见实效”主题教育活动，举

一反三，化危机为契机，着力抓好宝山队

伍建设。组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认

真查摆问题，共查找存在问题２１个，制
修订制度２５个，建立机制４个；抓好与
“打违除患”、风险管理试点、“创先争

优”和“和谐质监”建设的结合；建立健

全“食品生产准入机制”、“执法监管机

制”、“案源发现机制”、“风险管理机

制”；实现“四个转变”，即由以管为主的

“护理式监管”向以查为主的“稽查式监

管”转变，由静态的“机械式巡查”向动

态的“灵活式执法”转变，由被动的“事

后处置”向主动的“事前防范”转变，由

部门的“条线执法”向全局性的“系统联

动”转变。

■开展大衡器专项整治工作　在宝山区
产业结构调整，大衡器绝对数持续减少

的情况下，区质监局通过“科所所”联动

机制，开展发现、督促、检定和执法支撑

四个环节组成的整治行动，完成对 １５０
台大衡器的强制检定，比上年度同期强

制检定率提高约１５％。

■开展计量执法检查　保持对电子秤
作弊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在“３·１５”
消费者权益日、“５·２０”世界计量日和
“平安市场”创建活动中，共出动检查人

员１２３人次，检查区域内集贸市场 １９
家，重点检查活水产和活禽摊位２１０台
在用电子秤，查处作弊秤 ６台。“质量
月”期间，对区域内８家加油站进行计
量专项抽查，共检查加油机 ３２台 ６０
枪。“五一”节前夕，对超市卖场开展计

量专项检查，共出动４２人次，抽查６家
超市卖场，检查电子秤 ３５台，其中 ３２
台在有效期内，电子秤合格率为９１％，
其中１家超市３台电子秤未经检定，责
令限期改正。抽查３３种不同食品共计
９９件，经现场去皮称重，８５件合格、１４
件不合格，合格率为８６％。开展区域内
１０个区级政府网站法定计量单位使用
情况抽查，共抽查计量单位数量 ２２５
处，正确的 ２１４处，错误的 １１处（主要
表现在“重量”计量单位应为“５００
克”），抽样合格率为９５％。

■免费安装自助式公平秤　根据市质
监局统一安排，区质监局承担宝山地区

市政府实事项目———自助式公平秤设

置任务。至年末，在 ２１家集贸市场设
置自助式公平秤装置 ３０套，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１６１％。

■执法打假　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假冒伪劣商品的“双打”行动，共立案查

处行政案件５７件，查获违法产品货值近
７００万元，查获案件数和查获违法产品
货值在全市１８个区县局中均排在首位。
其中，２起案件入选国家总局“双打”网

９６１

质量技术监督



上案例成果展，１起案件入选全国“双
打”十大典型案例。４月 ～６月，在为期
３个月的消防器材专项整治行动中，共
责令３家企业停止不合格产品生产、销
售，没收不合格产品 ７０８件，罚没款 １２
万余元。

■标准化示范试点建设　年内共推荐７
个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５个项目获市
质监局立项。顾村公园公共信息图形标

志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通过验收；１０
月，月浦镇茂盛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宝山

区第一个上海市市级服务标准化示范试

点，接受市质监局检查；１月，水稻全程
机械化被列为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创

建项目；年内，施耐德日盛有限公司企业

标准体系通过验收。至年末，宝山区在

企业标准体系建设中，４家范试点获４Ａ
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证书，居全市各区

县首位。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区安监局／提供

■推进旅游服务业标准化工作　围绕
“调结构，促转型”工作思路和“工作精

细化、服务标准化、管理制度化”工作理

念，与区旅游局联合开展旅游服务业标

准化服务和扶持工作，提升区旅游设施

的等级、管理水平、管理形象。组织旅

游行业相关人员 １３０余人参加国家标
准ＧＢ／Ｔ１４３０８《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
评定》宣贯培训，为培育一批旅游业服

务标准化示范试点，推进旅游业服务标

准化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基础。

（曾瑜华）

安全生产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
死亡事故１３起，死亡１３人，死亡人数占
市政府下达控制指标５２％，比上年下降
３８％。按照“四不放过”（事故原因未查
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

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

不放过）原则，追究行政责任１７人，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２人，对负有事故
责任单位罚款人民币１２９万元。全年共
出动执法人员７６５组次、１７９２人次，检查
单位２２７３家次，开具法律文书１５０５份，
立案查处１１２起，罚款１１８６２万元，比上
年增长１７６５０％。年初，区政府与 ｌ４个
街镇园区和ｌ６个相关职能部门签订《宝
山区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签

约率 ｌ００％；各街镇、园区与所属村（居）
委、公司签订责任书，签约率 １００％；村
（居）委、公司与辖区内１３４４５家生产经营
单位签订责任书，签约率９６２０％。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全年检查企业
３６３０４家次，查处一般隐患３２６１３条，落
实整改３１４３０条，整改率９６４０％。对重
点隐患加强挂牌督办、跟踪督查，整改完

成１６个区级、１０５个街镇园区级、１０８个
村（居）委级重点隐患。

■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推进危化
企业标准化建设，全区５３家危化企业完
成申报或自评工作，提前实现危险化学

品企业标准化三级达标率 １００％、重点
单位二级达标率 ５０％的目标。推进危

化企业结构调整，全年完成１０家企业调
整任务（超额完成４家）。

■开展中小企业评估工作　年内按照上
海市小企业安全生产等级评估标准，从

依法生产经营情况、组织保证体系情况、

安全教育培训等方面进行评估，评估结

果分 Ａ、Ｂ、Ｃ、Ｄ四个等级。累计完成中
小企业评估４０５３家，其中委托中介机构
完成复评企业２００家。

■开展钢铁延伸业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
查　全年共排摸钢结构企业２６１家，开
具责令改正通知书１６０多份，发现并督
促整改企业负责人未经安全生产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特种设备未经

检测合格等隐患共４１９条。

■开展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及专项检
查　完成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 １１２１
家。开展木质家具制造企业职业危害专

项治理工作，对全区１８７家企业进行生
产安全检查，共查出隐患４７７条，开具安
全生产监察指令书１２７张，关停问题严
重的木质家具制造企业２９家，对２家企
业进行处罚，罚款１５万元。加强对２７
例发生职业病的企业跟踪督查，其中 ８
家企业被限期整改。

■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２０１１年是
实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实事项目的第

五年，全年共培训办班１３２期、培训农民
工１５１３２名，占计划数（１５万名）的
１０１％。完成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培训

４８１期、１９８８３人，占全年培训任务
的１９８８３％。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６月，围绕
“安全责任、重在落实”主题，开展全国

第１０个“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共发放
宣传横幅 ３３０条、宣传海报 １１２４套、宣
传标语１２００套、《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０〕２３
号）１０００份、《安全生产检查知识实务手
册》１５０００本；下发《２０１０年宝山区生产
安全事故警示片》２００张，在５７２家（次）
企业组织播放，有２７１２３人（次）观看；两
次做客宝山人民广播电台《百姓连线》

栏目，宣传传播安全生产理念。组织开

展“安康杯”知识竞赛、安全生产“三级

教育”、安全生产知识咨询等活动。

（王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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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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围绕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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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以

“调整结构、发展转型”为工作主线，有

序启动“十二五”规划实施，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展，发挥“规划引领服务、土地科

学调控”作用，围绕“以系统管理为主

线，以机制完善为保障，以专项管理为补

充”的规划土地管理新体系，调整“上海

市宝山区规划委员会”组成成员名单以

及《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委员会章程》，通

过区规划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总体规划

研究、产业转型地区、民生住房项目、完

善环境、交通及市政设施、完善社会事业

设施等五方面重点工作计划。

在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编制以及城乡总体规划梳理

之际，建立“总体规划引领、详细规划管

控、项目方案实施”的规划管理系统，做

到“完善规划体系、挖掘土地指标、力求

资源整合”；拓展“规划编制、行政许可、

用地审核、监督管理”４个到位，完善区
域规划体系，在区域总体规划框架和

“两规合一”的基础上，结合区、镇二级

“十二五”规划，完成地区总体规划的梳

理，调整完善土地储备规划，全面推进控

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详规划）的

编报，基本完成全区（含北部 ３个新市
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和数据库

的梳理。围绕调结构、促转型的“五大地

区”，推进重点地区规划编制和项目建

设，推进滨江地区的功能开发，提升地区

功能，突出对功能提升和风貌整合的规

划引导；开展吴淞工业区整体转型发展

规划研究，启动?藻浜岸线功能转型研

究；深化南大地区核心区规划；提升罗

店、顾村大型居住社区生活环境品质，落

实风貌规划控制要求，加快市政公建配

套建设，重点提升社区整体品质；杨行、

顾村、罗店老镇旧区控详规划全面覆盖，

突出分类实施、储备资源，抓紧土地收储

以及安置基地建设。

统筹用地计划管理，高效使用土地

资源，突出保障性住房建设，确保民生项

目用地。完成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基地内

集体土地农转用征收，以及顾村公园二

期配套Ａ块、顾村基地市属配套商品房
等地块的供地手续。推进土地储备出

让，开展全区经营性项目和产业项目的

土地收储和出让，完善经营性用地、配套

商品房用地和工业用地等土地储备出

让，有效控制土地收储成本，实现控制成

本和提高基层储备积极性的目标；协调

用地指标、确保重点项目落地；落实耕地

保护责任，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开展土地

复垦指导及挖潜工作。加强土地执法检

查整治，规范有序使用土地，加大日常巡

查力度，成立拆违机动处置小组，对各重

点片区进行动态巡查；开展包括规划土

地专项整治、国家土地例行督察以及土

地管理专项审计等工作，集中梳理、组织

外业核查以及分析研究国土资源部

２０１０年度卫星遥感检查中的区域变化
图斑，加强规划管理和土地执法工作的

前移，发挥规土所和其他综合执法部门

的作用，加大违法建筑查处力度，形成全

面的综合执法网络。在建立健全区规划

委员会章程、区土地管理领导小组制度，

以及规范规划土地管理系统“三重一

大”（重点工作、重要项目、重大活动和

大额资金）制度、技术审查会制度等管理

制度上，提高项目管理效能，优化行政审

批流程，以新建设的上海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管理网上受理系统为契机，确保审

批的每个环节有档可查；加快推进土地

使用权取得和核定规划设计条件核定和

建筑工程方案并联审批，规范和简化审

批方法，建立竣工验收、土地核验、档案

验收和地名查验的综合验收制度，推进

告知承诺制度试点，跟踪推进和协调重

点产业项目、现代化服务业项目。针对

重信重访，明确领导包干、责任科室、制

定时间表，全年登记各类信访件３３０件
次；办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书面意

见、提案２６件，其中书面意见１１件，主
办２件；提案１５件，主办３件；完成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年区人大代表书面意见（１８
件）和政协提案（１１件）的复核。

■区规划委员会章程和成员调整　６月
１７日，宝山区规划委员会召开全体成员
会议，听取区规划委员会章程及成员组

成的调整情况说明，以及宝山区城乡总

体规划梳理成果、宝山区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上港十四区以及南大地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等成果的汇报。６月２８日，区
政府第１３４次常务会议听取区规划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宝山区近期规划工作、《章

程》和组成成员调整情况汇报，以及总体

规划研究、产业转型地区、民生住房项

目、完善环境、交通及市政设施、完善社

会事业设施等五方面重点工作的初步设

想。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宝山区规划

委员会章程》及区规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同时要求区规划管理服务服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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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目标。

■规划编制　加快各类规划编制，基本
完成全区（含北部３个新市镇）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的编制和数据库的梳理。推进

控详规划的编报，全年共开展２９项各类
详细规划的编制，其中结构规划１项，新
编和调整社区（编制单元）控详规划１３
项、局部调整街坊控详规划１１项、附加
图则２项、修建性详细规划（下称“修详
规划”）２项。其中，６项获规划批复，１４
项批复任务书。推进重点地区规划编制

和项目建设，包括上港十四区规划编制

和配合前期土地收储出让的规划条件报

批；南大地区控详规划和附加图则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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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以及纳米地块中配套商品房和经营

性用地收储认定和出让等规划意见核

提；罗店大型居住区附加图则报批、风貌

规划导则（绿化和市政设施专项规划）

的编制协调、动迁安置基地和市属经适

房基地修建性详细规划编报、建设基地

土地收储出让，以及各类公建配套设施

的选址及设计方案布局和风格细化等；

协调推进吴淞工业区概念性规划的委托

编制，以及吴淞工业区范围建设项目临

时管理控制要求的拟订等相关工作。完

成全区８个专业市政设施现状和规划梳
理工作，启动吴淞产业特定区、吴淞工业

区、何家湾物流园区等重点转型地区的

控详规划编制。将城乡规划工作引入

“公众参与制度”，将规划的制定、实施

等一系列过程公之于众，开展网上及现

场公示、公开，提高透明度。

宝山区开展规划建设项目管理培训 摄影／张明是

■土地管理　完善土地审批权限报批、
土地管理、规划及项目管理和土地储备、

出让机制等４项规范性文件。按照“总
量控制、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质量”

的原则，建立以规划为导向的用地机制，

确保新增用地计划使用与市下达量基本

接近，确保占补平衡利用指标统筹安排，

实现土地指标的精确配置和土地高效使

用。突出保障性住房建设，确保民生项

目用地，重点完成罗店基地内集体土地

农转用征收，全部征收手续２６个批次；７
幅市属经适房完成划拨供地手续，用地

面积２９７公顷；５幅市属配套商品房和
６幅区属配套商品房地块完成供地手
续，用地面积分别为２３２６公顷和２７５３
公顷。除罗店基地外，完成顾村公园二

期配套Ａ块、文海路东侧地块、汇丰路东

侧地块等区属配套商品房地块共计

１５２公顷以及顾村基地市属配套商品
房等地块的供地手续。协调用地指标、

确保重点项目落地。建设用地指标满足

经营性用地、产业用地、市政公益用地以

及动迁安置等需求为主，使用量共 ３８４
公顷，其中，使用区指标１００公顷，市统
筹指标 ２８４公顷。区补充耕地计划为
１３０公顷，全年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使用
量共３２３公顷，基本保证重点项目的建
设用地需求。其中，使用区调剂指标５９
公顷，奖励指标２０公顷，使用市统筹指
标２４４公顷，市统筹部分主要用于罗店、
南大板块、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以及顾村

工业园区历史遗留项目和罗店１２００户
兵营式农民安置基地的启动建设。结合

吴淞、何家湾、?藻浜等工业特定区的整

体转型，加大对地区的系统性、网络化分

析，在充分考量地区生态承载力和功能

配比要求的前提下，继续做好土地资源

的高效和可持续使用工作。

■土地储备出让　发挥土地管理的作用，
形成土地出让及指标使用专题会议的例

会制度。列入宝山区２０１１年土地储备计
划地块３４幅，总面积２８８４２公顷；２０１２
年预备地块１５幅，总面积１５２０２公顷。
围绕上港十四区、南大整治区、顾村老镇

改造区等重点发展区域和顾村、杨行等集

中发展区域，严格按照储备规划的结构和

分布，合理有序的开展土地储备工作。土

地储备出让按照“控制总量、用好增量、

盘活存量、提高质量”的原则，有效配置

土地资源，开展全区经营性项目和产业项

目的土地收储和出让工作。全年实际开

展土地收储４４幅，完成收储３４幅，土地

面积３４２３７公顷。全年完成土地出让１８
幅，总面积 ７２６３公顷，总成交额 ８５３４
亿元，其中，经营性用地出让１１幅，土地
面积３９１３公顷，成交额７７４５亿元；配
套商品房用地出让７幅，面积３３５公顷，
成交额７８８亿元；工业用地方面摘牌２８
幅，土地面积７０２１公顷，成交金额４７５
亿元。

■开展集体土地调查　为实现“力争用
３年时间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认到
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

的工作目标，根据计划安排，成立区土地

调查领导小组、区土地调查办公室和镇

土地调查办公室。制定调查实施方案，

明确调查计划，通过全面调查宝山区域

集体土地所有权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

的权属和界线情况，全面核查集体建设

用地状况和土地利用状况，为集体土地

所有权登记发证、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

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在月浦、庙行两个

试点镇，外业调查工作基本完成。启动

其他镇及园区的调查工作。核查撤制村

（队）土地权属及性质，项目共计６３个，
其中，罗店镇３１件、罗泾镇２件、大场镇
９件、杨行镇６件、顾村镇１４件、月浦镇
１件。

■实施土地评估操作办法　１月 １日，
实施土地评估操作办法，对需要进行土

地使用权价格评估的项目委托评估公司

实行评估，评估公司的选择通过抽签方

式确定。１月２５日，针对需要评估的项
目有２幅超建筑面积补地价地块及５幅
工业用地，由用地、招拍挂、纪检监察等

部门组成的土地评估工作小组按照新的

工作流程进行首次评估公司抽签。参与

抽签的４家评估公司，均具备一级房地
产估价资质。抽签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抽签结果由工作人员填写

抽签确认表，并签字承诺对结果予以保

密。评估公司确定后，区规划土地局作

为土地评估委托主体与选定的评估公司

签订土地评估委托协议书，负责如实提

供评估所需资料。

■土地变更调查　以日常变更为基础，
结合年度新增建设用地遥感监测成果，

调查各类土地利用的实际变化情况。结

合年度建设用地审批、土地整理复垦开

发、农业结构调查、国土综合整治以及执

法监察等国土资源日常管理工作情况，

收集掌握各类用地管理信息。通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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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及遥感监测的数据核

查，准确掌握年度全区土地利用实际变

化情况，形成年度各类土地利用变化汇

总成果。

■土地复垦　开展土地复垦指导及挖潜
工作。作为耕地资源和库存的重要来源

之一，北部月浦镇、罗店镇和罗泾镇挖掘

复垦潜力，对区域内的特别是位于基本

农田保护区范围内的土地现状情况进行

全面、细致的梳理，经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确认复垦项目５个，新增耕地面
积５３公顷。通过宅基地置换、土地增
减挂钩、，土地整理复垦等各种方式，一

方面解决部分新增建设用地所需要的占

补平衡指标，另一方面改善农村环境，提

高农民居住水平。

■建筑工程规划管理　实施项目跟踪管
理，协调推进区重大产业项目、现代化服

务业项目、社会事业项目、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以及二次开发的项目实施，对列为

全区３８个重点项目（其中先进制造业项
目１０个、现代服务业项目２８个），明确
专人跟踪，熟悉项目情况，了解工程进

度。全年共完成审批项目５７８件，其中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９４件，用地面积
３１２万平方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２０４
件，建筑面积５６８万平方米（其中工业仓
储面积９６万平方米、住宅面积３７７万平
方米、市政公用面积７万平方米、文教体
育卫生面积１２万平方米、其他商业面积
５６万平方米、办公面积 ２０万平方米）；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２０件，建筑
工程规划设计要求３３件、方案１４７件；
个人建房规划许可证 ７０件，门面装修
（零星）规划许可证１０件。

■市政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全年完成各
类市政建设项目的规划行政许可共计

２０６件，比上年增加３０％。其中，核发建
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 １９件，面积
７３０７万平方米；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１２９件，其中管线工程许可１０３件，

管线工程长度９５７７公里，交通工程许
可１７件，建筑工程许可９件；审批建设
工程规划设计方案１１件。完成红线划
示９６７４份。完善全区供排水、消防、环
卫、供电、燃气、通信、邮政等８个市政专
业梳理规划，并纳入区域总体规划梳理

成果。完成重点地区市政专项规划编

报，包括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１０个市政专
项规划编报和成果汇编；组织南大地区

１２个市政专项规划编制，推进南大地区
综合整治；组织协调市、区规划院编制完

成《宝山区加油站专项规划》；协调沪通

铁路选线及相关规划，完成铁路线位的

模型制作，研究局部隧道方案、江杨北路

局部线位优化、杨行站功能定位、沿线周

边土地功能调整、沿线市政道路的规划

控制要求等课题。协调Ｇ１５０１沿江通道
越江隧道、长江西路越江隧道、Ｓ７公路、
Ｓ６公路、长江西路快速路工程、区与区
对接道路等重大市政工程规划；协调虹

杨变电站工程建设、泰和水厂扩建及输

水管选线规划、陈行水源地嘉定支线原

水工程选线规划。配合区属重大工程建

设，协调康宁路（区界—Ｓ２０）道路工程、
?藻浜大桥工程、宝钱公路、何家湾路等

项目，加强对工程的规划指导。推进区

域保障房基地的市政配套建设，开展基

地内外的市政配套项目梳理，确定基地

近远期市政项目的建设计划。加强市政

工程和市政管线的审批机制，严格执行

《关于市政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审核

的操作办法》，加强对区属重大工程的规

划方案审核工作，确保重点工程建设顺

利进行。规范市政管线的工程许可办理

工作，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地下市政管线

工程规划管理的实施意见》，加强管线工

程的选线规划和管线综合规划编制、规

划审批和批后监督检查工作。完成道路

绿线梳理规划，加强对全区道路绿化系

统建设的规划指导。

■建设用地事务　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农民的合法权益，履行拟征地

告知程序。在征地报批前将拟征土地的

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拟

征地告知书》的形式书面告知被征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并做好公告回

执签收以及公告拍照留存。履行申请听

证程序，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民在听证告知后５个工作日内对拟征土
地的补偿标准和安置途径申请听证的，

在提交书面申请后，组织召开听证会。

履行征地财物调查确认程序，在调查核

实征地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

的农田设施、地上附着物等情况后，做好

《征地财物补偿明细表》，并交由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相关权利人签字确认。提升

土地使用费征管水平，及时正确地核定

土地费征免。对新设立的企业及时做好

土地费开征，对搬迁、变更的企业做好相

关的免征、变更手续。全年建设项目用

地征前告知书６９个，拟征地面积４７１８
公顷，签订《征地费包干协议书》８３份，
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书》１１１份，确
保程序到位，公示公开。全年共承办征

地费包干项目 １９３件，涉及征地面积
２０４７６４公顷；全年承办７７件，征地面积
７５１７３公顷。

■工业用地招拍挂　按照《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和《协议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管理要求，建

立从土地需求、土地储备、招拍挂、土地

出让４个主要阶段全过程管理制度，以
及相应的业务信息的采集与管理办法，

推进产业用地出让，促进制造业发展。５
月，上海市土地招拍挂方式实施新操作

方法，前期征询必须在网上开展。全年

工业项目用地摘牌２１幅地块，土地面积
４９８９公顷。其中，宝山工业园区北区
块７幅，土地面积２４３０公顷；宝山工业
园区南区块２幅，土地面积６６６公顷；
罗店镇解放工业点６幅，土地面积１０９９
公顷；宝山工业园区罗店园１幅，土地面
积２６２公顷；杨行吴淞国际物流园区１
幅，土地面积１１５公顷；月浦工业园区２
幅，土地面积２９０公顷；顾村工业园区２
幅，土地面积１２７公顷。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建设用地审批情况
单位：个、公顷

年度
市政公益类 产业类 经营类 改善民生类 分计

项目 面积 项目 面积 项目 面积 项目 面积 项目 面积

２０１１ １５ ５５ ５ ２９ １ ３ ５ ２９ ２６ １１６

合计 ８９ １９１ ５２ ２７２ ３５ １１８ ３０ １５１ ２０６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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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监督检查　加大违法建筑查处力
度，成立拆违机动处置小组，对各重点片

区进行动态巡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

置，有效遏制违法建筑的产生。全年共

接报１１９件，分转 ９６件，受理 ２３件，结
案２１件，结案率为９１３％。加强批后管
理，做好前期参与、提前告知，强化对建

设项目开工复验、竣工验收等批后管理，

对罗店大型居住社区、长江河口科技馆

等一些重大项目主动服务，完善程序要

求。加强和规范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

理，形成《宝山区农村村民建房操作细

则》、《技术规范》（试行）工作流程。推

进综合验收工作，实施“一个平台、一套

标准、一套流程、一套规范、一支队伍”。

区监督检查队与各规土所配合，开展规

划土地动态巡查等工作。建立街镇综合

执法队伍，对派驻人员加强沟通和培训。

■土地例行督察　１月１９日，国家土地
督察局上海局到宝山验收指导卫片执法

检查落实情况，对部分违法用地情况进

行现场踏勘，全面核查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
日以来全区在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

批、供地、土地利用、执法监管、土地登记

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情况。在自查基础

上，针对发现的问题梳理归类，剖析原

因，研究整改措施并制定整改方案。５
月１７日至６月１５日，国家土地督察上
海局在对宝山区２０１０年以来的土地利
用和管理情况进行例行督察，对农用地

和土地征收审批事项进行实地核查，向

区土地管理部门正式通报在宝山区开展

例行督察的工作情况及督察中发现的问

题，要求对基本农田划定口径、部分建设

项目用地批准依据、土地违法使用等方

面问题，要尽快核对基础数据并落实整

改措施，逐一进行梳理和归类，提供相应

的法律法规依据，核实程序的规范性，完

善相关工作机制和流程，规范规划土地

管理程序。

■土地卫（星）片（图）执法检查　４至９
月，开展土地例行督察和土地卫片执法

检查。区政府建立由规划土地、监察等

部门共同组成的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协

调、推进相关工作开展，按照“边检查，边

整改”的工作要求，坚持“以拆为主”的

方式，共拆除２５宗违法用地，土地面积
１４４９公顷，其中耕地面积７９５公顷，拆
除比例超过５０％。经材料收集整理、数
据核对、内业、外业核查、组织动员等相

关工作，会同区监察局、各街镇、各规土

所开展对违法用地单位的宣传告知、下

发整改告知单、召开集体约谈等。土地

卫片执法检查中共发现违法用地４块，
其中２宗拆除覆土，２宗立案处理。

■处置历史违法用地　从 ２０１１年至
２０１３年，开展为期３年的历史违法用地
处置活动，成立区工作小组，加大指导沟

通力度。４月，开展前期梳理、图斑比对
等工作，对宝山区列入上海市历史违法

用地数据库的项目进行相关数据比对，

并核实新项目覆盖情况，按政策初步分

为“补办”、“拆除复垦”及“拆除储备”三

类，并于５月１６日、２６日召开专题会议，
各镇拟定具体处置方案。区规土局会同

区监察局对历史违法用地所涉及到的６
个镇进行走访，摸清基础情况，形成处置

计划初步方案，通报告知各镇涉及违法

用地情况，并下发历史违法用地告知单。

全年对５９宗历史违法用地进行现场排
摸、核查、拍照取证，并汇总整理，完成

１１宗历史违法用地拆除工作。

■城建档案管理　加大城建档案监督检
查、接收力度，开展城建档案验收技术规

范内容的教育的培训，会同区档案局针

对区重大项目进行执法检查。加强档案

验收及指导，应用现代化管理手段，提高

城建档案整理利用效率，增强服务意识，

提升城建档案服务水平，对区内重大项

目区法院、区检察院大楼、吴淞国际邮轮

港码头、区体育中心等项目提前介入，加

强指导，保证重大项目按时进行档案验

收及归档。完成城建档案和土地档案管

理合一，加强城建档案信息化管理，推进

数字档案馆建设。对近２年完成整理著
录的各类业务档案及竣工档案进行扫

描、数据挂接，保证扫描档案的正确完

整。做好电子档案的接收、验收，有序做

好竣工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全年预立登

记建设项目２７３个，受理竣工档案验收
申请２１９份，核发工程竣工档案检查结
论单２１９份，核发竣工档案验收合格证
１９３份。指导、验收、接收各类竣工档案
共１９５项４０７７卷（总建筑面积３４０６１９
万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类（总建筑面

积９５４６万平方米）６９项１２４０卷，民用
建筑类（总建筑面积２３７８６５万平方米）
８１项２４９４卷，市政类４５项（执照数４５
项）３４３卷。为建设单位编制档案５３个
项目，完成编制整理３４４０卷（上年编制
１９０２卷），比上年增加７９３％；接收整理
著录规划处罚档案１６卷，规划验收档案

１６１个项目；接收整理市政工程规划项
目用地档案２７个、市政管线档案１０６个
项目１０６卷、市政配套项目工程 ７个。
接收整理建筑管理项目建筑执照档案

２８３个、用地档案１１７卷；接收用地档案
１１０卷，征地事务所档案７３个。接收文
书档案的预立卷，完成整理著录文书档

案８３１件，其中永久卷 ２１６件、长期卷
３９５件、短期卷２２０件。全年接待利用档
案２２０人次，查阅档案６００卷。

■开展地名普查　开展第二次全国地名
普查试点工作。区政府成立区第二次全

国地名普查试点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

公室，制定《宝山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区普查试点领

导小组及办公室的工作职责、职能和工

作时间节点，细化区地名普查实施方案

中的技术标准和工作规程等细则。选派

业务骨干参加全国地名普查试点领导小

组举办的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试点培训

班。８月２５日，召开宝山区第二次全国
地名普查试点工作推进会；１０月２５日，
举办全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工作

业务培训班，全区相关部门、镇、街道普

查员参加培训。完成阶段性普查工作的

前期资料收集，形成初步成果汇总。

■地名管理　加强地名的协同管理，发
挥地名委员会议事协调作用，加大地名

管理的宣传力度，满足社会对使用标准

化地名的需求。做好现代产业园名称命

名的协调、命名和管理，为区重大重点项

目和现代产业园区的命名，如“上海国际

酒类贸易中心”、“美兰湖硅谷中心”、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上海玻璃博

物馆”等项目，依据《上海市地名管理条

例》及相关规定，及时予以命名。全年共

完成许可与审批地名 ４０个，其中居住
区、建筑物名称２２个，道路名称１８个。
地名名称查询近１０００个。接受各类咨
询、查询、电话咨询共２０００余次，抄送相
关公文近２００余份。办理区长批复、区
长信箱回复、信访回复共６件；区政府网
络咨询２０余件。督促与配合区相关部
门加强农村公路名称的命名管理；本着

丰富地名文化内涵，优化“专名”、规范

“通名”的原则，通过实地踏勘、查阅史

料、走访调研、研读控详规划、专家研讨、

部门评审等多项工作环节，完成罗店大

型居住社区地名规划、南大地区地名规

划成果的编制、评审、报批等工作，开展

《?藻浜吴淞口与吴淞江历史渊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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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加强全区道路现状、居住区

与建筑物、道路交通指示牌的实地踏勘

及名称的核对；配合区市政署完成近

３００余条道路名称的核对梳理；在区交
警支队的配合下，完成美兰湖路使用非

标准名称（美兰湖大道）的整治。做好

地名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完成《２０１１年
宝山区地图》及《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地名规
划图》的出版发行。

美罗社区模型图 摄影／张明是

■测绘管理以及测量标志保护　按照上
海市测绘管理办公室在全市开展《测绘

法》颁布９周年纪念日宣传活动的要求，
８月 ２９日，集中开展测绘法制宣传活
动，重点在区文化广场设立宣传站，普及

测绘法规知识，发放宣传图册５００余份；
集中培训全区测绘工作人员和护标员，

内容包括测量标志的基本知识、上海测

量标志建立以及保护的现状、测绘法律

法规体系和上海的一些特别规定等。开

展对土地勘测定界、测绘成果管理系统

的操作、竣工测量新的技术规范等专业

知识的培训，加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调查的质量监控。测量队完成土地勘测

定界项目２４３件（其中土地储备出让和
招拍挂９０件），地籍修测１５２件；完成红
线测量和规划全过程检测５８件；完成规
划竣工测量５９件。

■获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由宝
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统筹数家境内外设

计公司联合编制的《宝山罗店美罗家园

大型居住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市政

府批准的《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第二批

选址规划》中确定的２３块大型居住社区
规划之一，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动迁

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和面向中低收入阶

层的普通商品房为主，重点依托新城和

轨道交通建设，有一定建设规模、交通方

便、配套良好、多类型住宅混合的居住社

区。经国际概念方案征集，于２０１０年６
月初全面推进编制，该规划获上海市优

秀城乡规划成果设计一等奖，并推荐报

送参加国家住建部评奖。《经纬城市绿

洲Ｂ、Ｃ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建
设地点位于沪太路以西、南陈路以东、塘

祁路以南、锦秋路以北，规划设计中强化

都市结构，该规划获上海市优秀城乡规

划成果设计三等奖。上海开艺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编制的《芜湖市鸠江区总部经

济园区规划设计》，营造“园”的氛围、景

园空间、围合感及组团感清晰的建筑布

局，形成围合的态势，多元形态的“合”

形成具有各自景观中心的南北三个组团

空间，该规划获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成

果设计表扬奖、规划成果奖。

■《上海市宝山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
究》通过验收　７月２１日，由宝山区规
划和土地管理局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合作研究完成的《上海市宝山区土

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通过上海市规划

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组织的专家验收。该

课题历时５年，对国内外同类型城市土
地利用结构布局进行比较分析，对上海

市宝山区土地利用结构现状进行深入剖

析，找出土地利用结构存在的问题。同

时运用ＤＥＡ数据定量分析模型等先进
研究方法，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环境

要求两个维度对宝山区土地利用结构优

化方向进行探究，结合宝山区实际，提出

“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激励约束机制，

以及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的建议。

■建设项目规划管理培训　１１月９日，

组织开展建设项目规划管理培训，来自

全区街道、镇，以及建设单位的８９名建
管员参加培训。市规划土地局相关领导

分别作《上海市建筑面积计算规划管理

暂行规定》、《“一书二证”审批制度改革

的必要性和操作规程》，即实施建设项目

的并联审批，以及推进《上海市行政审批

告知承诺制试行办法》操作程序解读；围

绕“两规合一”、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结

构和布局，讲解“宝山区城乡总体规划”

以及“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的要

求和操作规程”。

■“宝山规划土地”网站第六次改版　
宝山规划土地网站是大众直接参与规划

沟通参与的平台，累计访问量突破５０余
万人次，先后两次被评为宝山区优秀党

政网站。１１月，“宝山规划土地”网站完
成第六次改版，改版内容主要包括修改

网页效果、完善信息发布模块、优化网上

咨询板块以及增加翻页功能、增加外部

链接、增加党建专栏及相关内容，同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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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公示、审批结果等信息公开内容重

新梳理整合。网站首次开通社区博客、

提供参与、沟通平台等。

■滨江地区整体功能规划　深化城市设
计，突出对功能提升和风貌整合的规划

引导，系统性解决地区交通等问题，加强

滨江地区城市天际线和整体景观引导；

围绕上港十四区转型、滨江圈围地块、零

点广场（暂名）等三项重点配套项目，聚

焦、充实港区整体功能建设。滨江圈围

地块完成控详规划，深化宝杨路临江商

业商务中心地块功能；以吴淞工业区转

型发展为契机，开展?藻浜岸线功能转

型以及两岸腹地规划深化研究，以形成

指导周边控详规划编制及修编的相关研

究成果，张华浜上港九、十区的功能研究

纳入吴淞工业区概念性规划整体考虑。

■上港十四区转型地区规划　上港十四
区作为区“十二五”城市转型最佳实践

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转型进入实质

启动阶段，规划将该地区打造为一个集

生态滨江、邮轮服务、休闲居住于一体的

的生态滨江综合服务区。规划用地总面

积约５２９３公顷，位于宝山滨江漠河路
林带以北，宝钢厂区以南，地处宝山新城

濒临长江的北部港湾口，是宝山打造邮

轮港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规划

编报及土地收储出让前期等相关工作，

形成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

城市设计（控规附加图则）以及道路交

通专项规划在内的综合型成果，包括滨

江岸线的功能定位、总规生态绿化通廊、

地区环保评估、防汛墙高度和后退宽度、

沿江高速隧道的出入口设置等综合性功

能开发空间，确保地区后续发展的可持

续性和可实施性。该项目将成为区产业

结构调整的示范点，成为滨江区域的综

合改革试行区。

■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概念规划　开展
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概念规划，启动以

一钢、五钢为重点的吴淞工业区整体转

型规划设计，研究范围包括友谊路以南、

江杨路以东、长江路以北、同济路以西以

及上港九区、十区等在内的约２６平方公
里范围，重点围绕地区功能定位、产业结

构组成、生态及交通网络组织等一系列

核心内容开展研究工作，为吴淞工业区

整体转型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祁连敏感区（南大地区）规划　４月，

由同济大学教授，市、区规划土地局，市

规划院及大场镇相关人员组成的专家组

对“宝山南大地区城市设计方案”展开

评审。完善由祁连山路、走马塘两条轴

线和３个大型绿地公园等组成的南大核
心区的功能细化、建设风貌控制引导。

衔接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管理，明确规

划环评、建筑控高、建筑形态、地块与轨

交站点的衔接、产业用地调整、综合用地

优化等具体修改内容以及后续规划编报

时间节点，完善城市设计导则内容。祁

连敏感区（南大地区）市政专业规划编

制涉及道路、公交、环境影响专题研究、

供水、水系、雨水、污水、燃气、供电、信

息、邮政、环卫等１２项专业规划，确保满
足整个南大地区９万人口规模以及周边
地区的市政基础需求。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规划建设　罗店大
型居住社区整体控详规划、修详规划和

市政专项规划全部完成并获批。年内推

进土地供应，涉及征收农村集体土地

５２３５公顷，共需征收罗店镇 ７个村 ５８
个村民小组的土地。做好５幅市属配套
商品房和７幅经适房项目的规划选址征
询、地块征地、划拨或出让手续、用地批

准、工程许可等工作。针对罗店大型社

区土地征收面积大、被征收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多、时间节点紧等情况，提前介

入梳理各程序的审批要求，无缝链接审

批环节。在确保被征地农民利益不受侵

害、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的前提下，采用绿

色通道的方式实施征地费包干手续。８
月，开展实施风貌控制导则研究。“导

则”从罗店大型居住社区风貌的整体性

和特征性原则出发，对包括居住区建筑

风格、建筑业态、风貌控制、立面材质、色

彩模式，并形成重点片区商品房、公共建

筑风貌的“住宅建筑风貌引导、公共建筑

风貌引导、道路景观设计引导和城市景

观设计引导”等四类实施导则控制。

■宝山区加油站专项规划　由上海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

院联合编制的《上海市加油站专项规划

（宝山区部分）（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于２０１０
年７月启动编制，历时一年完成审议稿
并上报市规土局。该专项规划的编制范

围主要限定在各郊区县中心城以外部

分，Ｓ２０（外环高速）以内地区结合已批
控详规划和相关中心城加油站规划统筹

确定。宝山区部分规划覆盖范围２１５平
方公里，是对宝山中心城以外（以外环高

速为界）范围内加油站系统进行全面疏

理和统筹规划。加油站专项规划分为近

期与远期两个阶段，主要包括三方面内

容：在定量评估现状加油站系统的合理

性与可持续、明确迁移站点与保留站点

的基础上，依据区域的燃油需求和站点

规模预测结论，确定区域规划年新建站

点规模；依据加油站系统规划原则，确定

新建站点布局方案；结合区域近期发展

目标，确定加油站系统的近期建设方案，

以选址规划的形式明确近期建设站点的

规划控制要求。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专项规划　
该规划由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编制完成，并向社会公开公示，征询各

方意见。工程西起宝山区郊环高速公

路江杨北路交叉口，沿富锦路向东，高

架上跨同济路、牡丹江路后入地，以隧

道形式穿越长江大堤、宝山圈围地区、

黄浦江（吴淞口）后，接浦东新区外环高

速公路，预留浦东段接口。工程全长约

１１５千米，主线采用双向６车道高速公
路标准建设，设计车速隧道段８０千米／
小时、接线段 １００千米／小时。作为上
海市沿江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通

道工程将完善市域东北部区域路网体

系，改善黄浦江下游越江条件，均衡路

网交通压力。

■月浦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月浦镇区
位于宝山 Ｇ１５０１（上海绕城高速）以北、
月罗公路以南、?川路以东、江杨北路以

西，总用地面积３３１２４公顷。月浦镇政
府从２０１０年起启动编制月浦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编制，在经过市、区两级规划

土地部门评审、草案网上公示、市规委会

审议、编审中心审核等环节，规划成果年

内获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宝山区北部

三镇的镇区全部完成控详规划。

■上海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
划　罗泾港配套产业园位于罗泾新市镇
北侧、宝山工业园区，南至宝钱公路，北

至新川沙河、飞跃路，规划用地总面积

１２７１２公顷。罗泾港配套产业园的功
能以现代服务业分类为依据，以罗泾港

区实际需求为出发点，结合实际开发项

目进行布局。功能定位是建设以加工、

配送、交易功能为主，集贸易、物流、仓

储、配送和综合服务为一体的物流产业

园；用地结构为“一心、两片，条带渗

透”。“一心”指规划的管理办公、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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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片区；“两片”指由潘泾划分为东、

西两部分产业配套综合片区；“条带渗

透”指规划配套产业园内部的多条道路

及滨河绿带以及潘泾两侧各１５０米宽的
生态绿廊形成的绿色生态区域。

■富长路—康宁路道路规划　富长路—
康宁路是宝山区“七纵八横”骨干道路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２０１１年区政府重
点工作之一，其中区界 Ｓ２０公路段新改
建工程已列入区重大办２０１１年重点工
程。４月６日召开该项目的设计方案评

审会，与会专家和市区相关部门一致认

为该道路方案采用的设计依据符合规

范，六快二慢的设计断面较为合理，涉及

?藻浜的桥梁设计符合水务规划。原则

同意道路工程设计方案，同时对道路断

面近远期实施、桥梁工程、与规划轨交

１８号线的衔接工作、市政管线综合工程
提出了深化意见和建议，要求在下阶段

深化完善设计方案。

■庙行、庙彭雨水泵站选址规划　庙彭
排水系统位于服务范围为康家围场

河—东茭泾—走马塘—现状西干线—

大场机场海军 ４７２４厂、上海飞机制造
厂西侧围墙—场北围场河所围合区域，

服务面积约２５平方公里，系统的实施
对完善庙行地区排水系统，解决地区雨

水出路。该项目已根据《大场建设敏感

区庙行镇及闸北区区域控制性详细规

划》及《庙行、庙彭雨水泵站选址规划》

形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并进入工可评估

阶段。规土局将积极跟踪，提前介入，

确保规划土地各项手续的及时跟进。

（张明是）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重大规划设计项目

项目类型 编号 编制时间 项目阶段 项目名称 项目成员

市、区重大项目

１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１．７ 上报 宝山区城乡总体规划梳理（２０１０年报）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２ ２０１１．４ 在编 ?藻浜宝山段滨水区功能研究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３ ２０１１．１０～ 成果 宝山区商业商务区布局规划方案研究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１ ２００９．１２～２０１１．９ 已批 宝山月浦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２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５ 已批 宝山新城ＳＢ－Ａ－４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３ ２００９．４～ 控详规划草案阶段 杨行Ｃ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４ ２０１０．８～ 上报研究报告 淞宝ＳＢ－Ａ－１、ＳＢ－Ａ－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５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１１．４ 成果
祁连敏感区环镇北路南侧、祁连山路东侧地块控制性详细
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６ ２０１０．７～ 成果
宝山区长江路北侧、逸仙路西侧（原钢管厂）地块控制性
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７ ２０１０．８～ 淞宝ＳＢ－Ｂ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专项规划

１ ２０１０．８～ 上报市局 宝山区加油站专项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２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１１．３ 成果 土地储备规划修编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３ ２０１１．０９ 完成 全区绿线梳理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其他

１ ２０１１．４～２０１１．５ 成果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领域专项整治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２ ２０１１．８ 成果 ２０１１年拟出让地块情况汇总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３ ２０１１．３～ 成果 吴淞产业区发展历史研究（初稿）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跟踪协助

１ ２０１０．４～ 在编 杨行Ａ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２ ２０１１．４～ 成果 泰和结构绿地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３ ２０１１．４～ 在编 吴淞工业区现状梳理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４ ２０１１．３～ 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概念规划
同济规划院、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５ ２０１１．２ 成果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近期建设计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６ 在编 罗泾镇区控详规划实施评估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合计项目总数 ２０１１．４～２０１１．１１ 成果 宝山区控规成果汇编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注：项目阶段栏内“已批”为已批准规划；“在编”为处于编制过程中的规划；“成果”为审批外项目已形成完整规划成果的，或者待审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空
白表示项目因故暂未推进。

表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编制单位 概　况

１ 宝山新城顾村Ａ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沪府规［２０１１］７号 １月１７日 宝山区规划

设计研究院

东至富长路、南临宝安公路、西达电台路、北濒湄浦，总用地面积

约３２９．３２公顷，功能定位紧邻城市生态绿心的以文化体育、生态
居住、综合产业为主的生态景观社区。

２ 宝山新城顾村地区ＧＣ－Ｂ－１单元和ＧＣ
－Ｂ－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沪府规［２０１１］９号 １月１７日 同济规划设

计研究院

东至富长路、西临沪太路、南迈外环线（Ａ２０高速）、北达宝安公
路，总用地面积５１９．８８公顷。功能定位以人文和生态为特色的
居住功能主导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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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编制单位 概　况

３ 祁连敏感区结构规划 沪府［２０１１］２７号 ３月２５日
上海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
究院

北至丰翔路、西临环西二大道、南达沪嘉高速公路、东为南陈路、
祁连山路，规划总用地约６２８．７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４８０万平
方米以下。功能定位以城市生态安全和环境修复为目标，协调
环境、产业和交通综合发展，构筑中心城西北部重要绿化通廊，
成为生态型城市综合功能区

４ 宝山新城 ＳＢ－Ａ－４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

沪府规［２０１１］６２号 ５月２０日 宝山区规划
设计研究院

东濒长江、南至滇河路、西达牡丹江路、北临宝钢护厂河，总用地
面积约７７．６２公顷。规划结合宝山滨江新区的定位，打造为集生
态滨江、邮轮服务、休闲居住于一体的生态滨江综合服务区。

５ 宝山区月浦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沪府规［２０１１］１１７号 ９月２３日 宝山区规划
设计研究院

东至江杨北路、西临?川路、南近郊环线（Ｇ１５０１绕城高速）、北
达月罗公路，总用地面积３３１．２４公顷。

６ 宝山区淞南社区（Ｎ１２４０１、Ｎ１２４０２编制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Ａ２街坊局部调整 沪府规［２０１１］１３３号 １０月１７日

上海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
究院

东至长江南路、西临新二路、北临长江路、南达通南路。社区功
能以居住为主，建设目标为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健康、舒适、安
全的现代生活社区。

７ 宝山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经济适用房
二期（北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沪规土资详（２０１１）１１０１号 １２月３１日 同济规划设
计研究院

规划范围东北侧为罗店老镇区、东邻罗店新镇区、东南临罗南社
区。规划总用地面积约７８．１０公顷，规划总建筑量约为９３．３万
平方米，住宅类型为市属配套商品房、市属经济适用房

８ 宝山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经济适用房
二期（南区）修建性详细规划

沪规土资详（２０１１）１１０２号 １２月３１日 上海开艺设
计有限公司

四至边界为美兰湖路—罗智路—美秀路—联杨路—杨南路—罗
南路。规划用地面积４４．５公顷

表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地名命名情况

序 号 标 准 名 称 所在地 相 对 位 置 及 范 围

１ 金地艺境城 大场镇 东至规划路，南至市台路，西临嘉定区界，北至锦秋路

２ 恒高路 高境镇 东起高境路，西迄江杨南路

３ 上海国际酒店贸易中心 罗泾镇 东近北
#

川路，南至泾灿路，西至罗东路，北至飞跃路

４ 三华商园 大场镇 东沿新沪路，南近大华三路

５ 泾缇路 罗泾镇 南起潘川路，西迄潘泾路

６ 江波路 吴淞街道 南起化成路，西迄淞宝路

７ 上坤雍景商馆 顾村镇 东至规划路（长白山路），南至沙浦，西至彭家泾

８ 聚丰福邸 大场镇 东濒汇丰河，北沿环镇北路

９ 友谊苑 杨行镇 东近（规划延伸）铁峰路，南濒湄浦，西邻铁山路，北至湄浦路

１０ 恒达家园 庙行镇 东至康宁路，西至大康路，南至花园宅路，北至场北路

１１ 恒泰家园 庙行镇 东至东茭泾，西至康宁路，南至花园宅路，北至场北路

１２ 电台路（延伸） 顾村镇 南起宝安公路，北迄友谊西路（规划暂名）

１３ 长白山路 顾村镇 南起镜泊湖路，北迄宝安安公路

１４ 远洋博堡雅墅 罗店镇 北至美兰湖路，西至抚远路

１５ 金色阳光商业广场 通河新村街道 北沿呼玛路，西近通河路

１６ 新月鸿锦苑 月浦镇 东至申浦路，南近月罗路，北至月泉路

１７ 旭辉上河苑 罗泾镇 东濒潘泾，西至潘泾路，北至潘川路

１８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吴淞街道 炮台湾湿地公园二期内

１９ 上海玻璃博物馆 淞南镇 东邻厂区（钢四路），南至长江西路，北近上钢一厂

２０ 金地艺境城 大场镇 东至规划路，南至市台路，西临嘉定区界，北至锦秋路

２１ 恒高路 高境镇 东起高境路，西迄江杨南路

２２ 远洋美兰公寓 罗店镇 南近沪太路，北至罗芬路

２３ 远洋悦庭 杨行镇 东至杨泰路（规划延伸），南至绿龙路（规划），西至湄浦路（规划延伸）

２４ 美平路 罗店镇 东起西埝村路，西迄联杨路

２５ 美安路 罗店镇 东起罗店路，西迄联杨路

２６ 罗贤路 罗店镇 南起美秀路，北迄美兰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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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 准 名 称 所在地 相 对 位 置 及 范 围

２７ 罗智路 罗店镇 南起美秀路，北迄美兰湖路

２８ 美兰湖路（延伸段） 罗店镇 东起沪太路，西迄Ｓ７公路

２９ 陆翔路（延伸段） 罗店镇 南起富锦路，北迄月罗公路

３０ 滨河华城（扩大） 大场镇 东至真大路，南至华和路，西至真朋路，北至环莐南路

３１ 保利叶轩 大场镇 东至规划路，西至新开河，南至葑润华庭，北至塘祁路

３２ 丰宝苑 大场镇 东至瑞丰路，南至葑村塘，西至丰宝路，北至锦秋路

３３ 和家欣苑 杨行镇 东至依兰路，南至桃园港，西至顾村镇界，北至沙浦

３４ 保利悦庭 淞南镇 东至郁江巷路，南临云峰钢材市场，北至长江西路

３５ 美文路 罗店镇 东起罗店路，西迄罗和路

３６ 天家路 罗店镇 东起罗南路，西迄南周村路

３７ 罗南路 罗店镇 南起杨南路，北迄年吉路

３８ 南周村路 罗店镇 南起杨南路，北迄美平路

３９ 罗和路 罗店镇 南起Ｇ１５０１（富锦路段），西迄月罗公路

４０ 威华路 友谊街道 南起友谊路，北迄盘古路

４１ 保利盛茂大楼 淞南镇 长江西路南，云峰钢材市场北，郁江巷路西

（张明是）

城乡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推进城乡建设和

交通发展转型、全面提高城市公共基础

设施服务水平为主线，集中全力抓好“规

范建筑市场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加快推

进重大工程建设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二维护一推进）三大重点工作。有序

开展春运工作，完成春运任务，被市春运

工作办公室评为春运工作先进集体；获

２０１１年全国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评议考
核优秀单位。

■城市建设管理　紧扣“管理体制机制
创新年”，坚持“建管并举、重在管理”方

针，提高城乡管理水平。围绕规范建筑

市场和开展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整治，推

进管理体制制度创新，拓展“制度加科

技”加强管理和预防腐败的领域、功能和

载体，初步建立“１１１２”框架体系。建设
一个平台：即建设工程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平台，包括建筑业窗口受理信息、建筑

工程报建信息、重大危险源实时监控、企

业用工信息卡、建筑企业基本信息等 ７
个分系统；整合一个窗口：即建筑业资质

报建、设计文件审查报建、报监和竣工验

收报建、其他报建联合窗口；制定１２项
制度：即《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建筑市场

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

见》实施细则、行政规程、工程安全风险

防范管理办法、《宝山区公共社会事业项

目建设“交钥匙”工程管理办法》、建筑

业指南、工程招投标监管办法、工程建设

规划条件管理办法、市政道路移交管理

办法、工程项目储备管理办法、建设工程

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等。牵头制定城市运行维护管理办

法。加强道路的养护和管理，确保道路

运行顺畅安全。盛石路、月川路、陈功路

成功创建区级文明样板路、农村公路文

明样板路。完成农村公路体制改革后评

估报告。加强市政道路、公路网格化管

理，全年处置道路病害１７６５４件（其中市
政１２３０８件、公路５３４６件），处置率分别
为９９４９％和１００％。加强掘路管理，实
施道路和管线同步施工，严格掘路修复

质量，全年各类掘路 ９２３项（市政 ６４７
项、公路２７６项），掘路修复率１００％。加
强桥梁桥孔管理，通过定期检测和不定

期检查使区管桥梁处于受控状态。开展

整治燃气管道设施占压，加强监管规范

市场经营秩序，开展联合执法７２次，查
处取缔违法经营点１２３处，确保居民用
气安全。全年受理报监项目２５８个，建
筑面积 ５３４万平方米，建安工程量
１１８８４亿元；完成备案项目１９２个，建筑
面积４１５万平方米，建安量５８５６亿元。
推进建设工程创优活动，评选推荐区文

明工地５０个，市文明工地１６个；评选推
荐区优质结构工程６９个，申报市优质结
构１３个；评选区节约型工地１２个，市节

约型工地１２个；申报宝山杯１５个，申报
市白玉兰工程８个、白玉兰街坊１个、鲁
班奖工程１个、申安杯工程１个、市优质
结构安装工程２个。

■开展建筑市场专项整治　年内对全区
３５５个在建工地实施开展自查、安全专
项大检查、综合执法大检查、深基坑重点

专项整治大排查和整改情况大督查等多

层次全覆盖检查，组织开展１９期培训，
提高加强建设工程管理和监督的能力和

水平。对查出的９４５条质量安全隐患，
开具整改通知单２２１份，暂缓施工指令
单５１份，停工指令单１０份，隐患整改合
格率达９２６％。行政处罚立案１０６件，
结案９２件，执行处罚金额３５８万元；对
发生事故的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刑

事拘留１人，行政处分１０人，罚款１０３５
万元，依法停业整顿３家，降低企业资质
等级１家。落实编制，增加区级监管力
量，建立“在建工程监管联席会议制

度”，率先在全市建立“建设工程综合管

理信息系统”和“街镇园区专管员制

度”，建立制度加科技长效管理机制，打

造“智慧工地”，落实街镇园区在建工程

的监管责任。

■牵头办理区人大０１号议案　在区人
大六届八次会议上，臧书同等代表提出

“关于改善住宅小区道路设施等，消除公

共安全隐患的议案”（以下简称０１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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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事关城市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区政府明确由区建设和交通委员

会牵头负责实施。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牵头协调，依据２０１０年四季度开展的消
防栓调查材料，制定办理０１号议案的实
施方案，经多次征求相关部门意见修改

完善，并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区人大

审定后组织实施。至年末，全区７０个小
区完成安装消火栓１４５个，铺设消防水
管３８２５米，拓宽小区主干道 ９６２１平方
米，调整绿地停车位８２７０平方米，增设
标志标牌 ２８８块，划停车线 ３５２２０平方
米，清理道路障碍物８９１立方米，清理楼
道杂物６７９８立方米。０１号议案决议执
行情况经区六届人大第３７次常委会审
议全票通过。

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民察看防汛泵站 摄影／尹晓信

■重大市政工程建设　加速推进重大市
政工程建设，宝安公路顾村段、镜泊湖路

基本建成，潘泾路三期完成 ９５％，康宁
路工程开工，完成康宁路大桥桩基 ３２４
根，临江大道完成土地预审。宝钱公路

动迁全部完成，宝嘉公路启动动迁。长

江西路越江隧道工程、Ｓ６公路按节点目
标推进。跟踪Ｓ７（Ａ１３）、郊环隧道、长江
西路隧道接线道路的前期预可、工可的

研究工作。

■重点基建工程建设　年内一批基础
性、功能性、标志性的重大社会事业项目

相继建成，吴淞口邮轮母港、河口科技馆

建成；区体育中心和图书馆工程竣工交

付使用；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工程二期

基本建成；大场医院、区检察院工程主体

结构封顶；华山医院北院、区法院工程进

入安装装饰；月浦文化馆、一钢医院、罗

店医院工程启动实施。

■公共交通和交通环境　制定新一轮
“公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修订完善

《宝山区加快发展公共交通政策扶持办

法》和《公交线路营运考核办法》及《租

赁自行车考核办法》。全年新辟公交线

路５条，调整公交线路１０条（宝山６路、
宝山 １４路、泰罗专线、７２６路、５５２路、
２３２路、５２２路、９０路、１６５路和顾村社区
巴士），延长运营时间线路４条，票价改
制线路２条。增设９６３路、北罗线、北华
线罗南新村和美兰湖停靠站，以配合罗

店大型居住社区市政配套设施建设，方

便居民换乘轨道交通７号线。推进交通
设施建设，潘广路站、园康路站和宝杨路

码头临时站等３个公交首末站相继建成

并启用，完成新型立杆式站牌７６０根，办
理公共停车场（库）备案１０件，新增停车
泊位１５４９个。加大对非法运营的整治
力度，全年出动执法人员１７１４２人次，查
处各类违章２４２６件，与公安交警联合开
展“长安一”、“六—八号”非法营运整治

行动和公交专项大检查，对重点区域加

大固守范围，延长固守时间，维护客运市

场正常秩序。加强水上航运秩序管理，

推广网格化巡航制度，办理船舶签证

１１２２２１艘次，实施行政处罚１６０７９起，罚
款１００５万元；建立上海首个市内河水上
搜救中心宝山分中心。

■建设项目招投标　全年完成报建２７１
个项目，总投资 １７５８３亿元；施工发包
２３５个，发放施工许可证２１４张，工程造
价６１１１亿元；完成合同备案 ２５８０项，
完成专项分包交易项目２７４个，建材交
易３７３个，完成交易项目１１３２个；对５６
个财政投资小型建设项目，全部采用公

开招投标，全年招标率和公开招标率达

到“两率双百”；严格建筑企业资质管

理，批准新办企业５３家，撤回７８家不符
合资质标准企业资质。

■清欠农民工工资　协调处理农民工欠
资矛盾，年内共接待上访民工１１７批，涉
及民 工 ３４３１人 次，解 决 民 工 工 资
５６２７０２万元。

■完成政府实事项目　完成张庙地区

１２万户燃气内管改造，完成高境、顾村
等地区燃气安检 ２１４１６８户，督促整改
１８２８０户，整改７４２４户；计划新辟２条公
交线路，实际开通罗店和顾村等３条公
交线路；新建６０座公交候车亭；完成海
江五路（海江一路—海江二路）、吴淞消

防通道（同济路—上钢五厂路）、班溪路

（淞滨路—三阳路）、富锦路（收费站

西—江杨北路）路灯安装工程。

（金轶籦）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水务（海洋）局率先
解决农业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置工作，率先全面铺开区域截污纳管工

作，实现城镇污水纳管率 ８５％、区域骨
干河道整治率７０％目标，水生态功能得
到逐步恢复，江南水乡景观片初步显现。

年内完善水务应急突发事件处置机制，

做到突发事件发生后，“快反应、快决策、

快处置、快回应”的“四快”要求。对区

“十二五”水务规划进行完善、充实与调

整，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南大地区、罗店大

型居住区等水系、给排水规划编制。完

善行政许可“一门式”服务，做到一次性

告知、一次性办结。实施水利控制片及

?藻浜、走马塘等骨干河道３１个水质监
测工作，为河道治理提供水文资料。与

市水务执法总队、区城管、环保、海事等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开展雨污水混接、擅

自填堵河道、破坏水务设施安全“三项专

项”执法，遏制水务违法案件的发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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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保洁员在月浦马路河进行保洁（上图）

整治后的大场桃浦河（下图） 摄影／尹晓信

成水务网格化管理事件、部件５９９件，结
案率和及时率均达到１００％。河道长效
管理连续３年排名全市前列，区排水管
道养护成绩连续两年名列全市前茅；区

水利管理署、区海塘水闸管理所被评为

上海市文明单位；区丞源排水有限公司

被评为市厂务公开先进单位。

■骨干河道整治与河道保洁　完成潘泾
一期和荻泾四期等项目建设；潘泾二期

和北泗塘水系沟通工程等新建项目全面

开工，年内完成潘泾二期 ５０％主体工
程、北泗塘水系沟通主体工程，实现骨干

河道整治效率７０％目标。继续推行“抓
一类（中心城区及主要交通要道口）、带

二类（镇区区域主要河道）、促三类（农

村河道）”做法，优化调水方案，增加河

道水动力与自净能力，；年初制定出台后

世博水务设施长效管理“四项制度”（宝

山区水务局《关于加强河道保洁工作制

度》、《关于加强水利

设 施 养 护 管 理 制

度》、《关于加强排水

设 施 运 行 管 理 制

度》、《关于规范水务

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制度》）。全年共

出动河道保洁人员

３５６４万人次、保洁
船１８５万艘次，打捞
垃圾７４４０３吨，河道
保洁等长效管理基本

实现全覆盖，河道水

环境质量实现稳中

有升。

■界河与水系治理　
启动界泾、杨泾等界河

项目整治，完成界河整

治 ５０％主体工程；实
施罗店老镇生态水系

整治试点，年内完成项

目招投标并开工。

■污水基础设施建设
与区域点污染源纳管

　完成吴淞工业区南
部９公里污水管网和
北部五镇 １１６公里
二级管网敷设，推进

庙行系统支管工程与

联水路污水管等项目

建设。完成１０７家企
事业单位污水纳管及１５３７万平方米小
区污水纳管，累计完成２０２３５万平方米
小区和２３１５家企事业单位污水纳管，实
现城镇污水纳管率８５％目标。

■农村生活污水建设　全年完成１９９户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从 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１年三年累计完成１１１７７户农村生活
污水处置量，实现农田保护区范围内农

村生活污水处置全覆盖。制定《宝山区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养护管理办法》，

完善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设施养护长

效管理机制，提升农民居住环境，为改善

农村水环境面貌提供有力保障。

■防汛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富锦路雨水
泵站建设并投入使用，完成张行地区排

水系统建设，启动庙行排水系统项目。

完成吴淞、友谊、泗塘等地区共３３处积
水点改造，实施牡丹江路、宝林路等５条

段道路积水路段改造，解决汛期道路积

水问题，为市民出行提供方便。完成海

塘岁修与防汛墙维修，完成小吉浦、北泗

塘、杨盛河、荻泾等４座水闸维修，落实
新石洞、老石洞、西弥浦等病危水闸改造

计划，完成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陆域防

汛体系封闭工程完工验收。

■防汛预案完善　完善防汛应急预案，
从组织结构、预警响应、应急处置等对预

案进行充实，对重要地段建立一事一预

案，使预案更具操作性。汛前对全区各

防汛责任单位就物资储备等进行检查，

做到问题发现在汛前、险情消除在萌芽；

调整组建６支专业抢险队、６支抢险部
队与２支机动部队，明确抢险地段、责任
人及必备的抢险物资。

■排水管道养护　继续世博期间排水管
道养护“宝山三通法”（自流出口的“干

水摸鱼”式、合流管道“换血”式、雨污水

泵站“泵管联动”式），提高排水管道养

护队伍作业水平，为汛期强降雨排水通

畅发挥作用。

■汛情及预警工作　２０１１年汛期，宝山
区遭受二次台风外围影响及１２次暴雨袭
击，暴雨次数比往年多一倍，雨量比往年

上升２３９％。８月，受“梅花”台风外围影
响，部分地区遭受８～１０级大风袭击，由
于预警信息发布及时，全区安全度汛。

■水务（海洋）法律法规宣传　开展纪念
“世界水日”（３月２２日）、“中国水周”（３
月２２日～２８日）、“世界海洋日”（６月８
日）等宣传活动，在全区１２个街镇进行
“十一五”水务（海洋）建设成果及“十二

五”水务（海洋）规划巡回展示，提高市民

保护水环境、爱护海洋意识。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２日，区水务局在区文化广场
举行纪念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摄影／尹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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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６月８日，上海市纪念世界海洋日暨世界海洋宣传日活动在宝山国际邮轮港码头举行
摄影／尹晓信

■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管　年内制定下
发《关于规范水务建设工程设计》、《关

于规范水务建设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意

见》、《关于规范水务建设监理工作的意

见》等三项制度，开展工程结构、关键部

位、重大危险源的监督专项治理，加大项

目受监审核、质量安全交底、检查督促整

改等监督，规范建设工程的招投标、报

建、报监等建设程序，确保工程始终处于

受控状态。

■海洋工作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成立宝山区
海洋局。２０１１年是宝山海洋工作起步
年，配合有关部门完成区海洋经济调查

及成果编制，梳理完成区海域使用管理、

海洋环境保护等工作职能，建立海洋管

理沟通协调机制。宝山位于《全国海洋

经济发展纲要》中“长江口———杭州湾

经济发展区”，是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最具

潜力的地区之一，宝山主要海洋资源有

空间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滨海旅游资源

和可再生能源等。宝山海洋经济主要由

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滨海旅

游业、滩涂围垦、海洋生物医药等行业

组成。

■水利普查　按照水利普查节点要求，
基本完成清查阶段河湖基本情况、水利

工程、供水工程、排水工程、经济社会用

水、河湖开发治理保护等清查项目的成

果上报。 （尹晓信）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境内共有市政道路
２９２条，比上年减少 １１条；总长度
２７２９４公里，减少４７８５公里；桥梁１４０
座，减少 １４座。其中，市管市政道路 ２
条，全长 ９４３公里；区管市政道路 １７６
条，长度２２１９５公里，面积５２４８５万平
方米；镇管市政道路１７条，长度２９１公
里。区市政道路综合完好率为９２２２％，
比上年提高 ００４％。全年共完成经费
１９９亿元，其中养护维修２３７３万元，重
大工程 ８１３３万元，大中修、政府实事
７９２８万元，掘路修复１２００万元，交通信
息维护１１６万元，桥梁检测１００万元，代
办工程５０万元。在杨行、月浦、高镜、罗
店、罗泾、顾村、大场等７个镇的５５条镇
管道路上安装新型路名牌１５０块。纳入
文明施工申报范围的工程创建文明工地

的申报率为１００％、命名率为１００％，其
中海江路道路大修工程、兰岗路道路大

修工程、殷高西路道路大修工程Ⅰ标、Ⅱ
标、Ⅲ标通过市市政行业文明养护工地
初验；密山东路排堵保畅工程、大华路道

路中修工程、郁江巷路道路新建工程Ⅰ
标、Ⅱ标与上述工程通过区级文明工地
验收；同时，以上工程均通过区安全标化

工地验收。

■吴淞大桥加固抢修工程开工　经专项
检测，吴淞大桥存在箱梁内裂缝等病害，

评定为Ｄ级桥，经区政府批准对吴淞大
桥实施抢修加固。大桥主体抢修加固共

分箱梁内施工和桥面施工两大部分，整

个抢修工程共分为３个阶段。第一阶段
辅助道路工程（封交施工交通分流配套

措施）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开工，计划至２０１２
年春节前竣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进入
第二阶段施工，即箱梁内加固施工阶段；

计划２０１２年３月３日起进入第三阶段
桥面封交施工阶段，计划于２０１２年９月
底竣工。

■道路维修工程　完成郁江巷路（通南
路—长江西路）道路新建，形成以通南

路、淞发路、转角的长江南路、郁江巷路

五路交汇的“小五角场”路网结构；完成

殷高西路、海江路、兰岗路等道路大修工

程；完成大华路中修工程；完成密山东路

排堵保畅工程；完成淞良路、文海路、界

华路等委托道路、桥梁新建工程。完成

江波路、高迎路、共康东路、“两院”（区

法院、区检察院）友谊路辅道、威华路、虎

林路等６条道路前期技术储备。

■市政设施养护维修管理　年内对日常
养护中大面积施工、关键部位施工、敏感

地区施工等实施旁站监督，以定期检查

和随机抽查形式对养护公司日常巡路进

行考核。以日常养护手段维护全区市政

道路１５０余条，以工程手段完成共江路、
牡丹江路、春雷路等道路的路面整治工

作，通过小改小革完成淞发路增辟转弯

车道道路改造工程，完成虎林路、逸仙路

路等１５条道路的沥青路面灌缝工作。
利用“五一”假期避让交通高峰，完成对

牡丹江路、铁力路、同济路、富锦路口、龙

镇路、高逸路和铁力路等７条道路整治。

■灾害性天气等应急处置　制订《关于
完善市政道路突发事件处置应急机制》，

并对《灾害性天气应急预案》修改完善。

在年初冰雪灾害天气时，累计出动 ４１０
人次、车辆７８台班，连续坚守３天，采取
撒盐、撒石屑、垫草包等措施落实防滑措

施。年内多次组织养护作业单位开展市

政设施养护应急演练，在梅雨季节抓紧

雨后间隙抢补坑塘，对一些较大坑塘，先

进行暂时填补，雨后再行修复，维护路面

平整安全。

■完成政府实事工程　完成在海江五路、
吴淞消防通道、班溪路等３条道路上安装
路灯任务；完成在友谊路、淞宝路等１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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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道路上安装４７个公交候车亭任务。

■增设公益指示牌、自行车停车棚　在
２２条主要道路上安装６７处新型公益性
指示牌，方便市民办理公用事务及处理

各种事务。在轨交７号线上海大学站、
上大路站、大华路站等市民转换交通密

集的７个站点，安装带顶棚的自行车停
车棚，缓解沿线转换轨道交通市民停车

难问题。

道路维修 摄影／徐根福

■桥梁结构普查　至年末，普查管辖桥
梁１４０座（２０１０年１５４座，年内１６座镇
管桥梁移交区公路管理署，新接管军工

路匝道桥 ２座）。经检测，状况指数
（ＢＣＩ）平均为９３分，其中处于良好状态
（Ａ类和 Ｂ类）的桥梁有 １３４座，占
９６％，桥梁总体使用性能处于良好状况。
其中区管桥梁１１９座，处于良好状态（Ａ
类和Ｂ类）的桥梁１１５座，合格（Ｃ类）桥
梁３座，不合格（Ｄ类）桥梁１座；镇管桥
梁１７座，处于良好状态（Ａ类和Ｂ类）的
桥梁１５座，合格（Ｃ类）桥梁１座，不合
格（Ｄ类）桥梁１座。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

道路类型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市管市政道路２条 ９．４３ ２０．７１ —

区管市政道路１７６条 ２２１．９５ ５３１．６７ １２３

　其中：主干道１３条 ４２．６１ １４４．１２ ３７Ｖ

　　　 次干１２条 ２０．３８ ４３．７８ ５

　　　 支路１５１条 １５８．９６ ３４３．７６ ８１

街道市政道路３２ ６．３３ ４．９２

镇管市政道路８２条 ３５．２２ ２９．１０ １７

合计：２９２条 ２７２．９３ ５８６．４０ １４０

■桥梁维修与管理　经检测，一二八纪
念路西泗塘河桥被列入 Ｅ类（危桥）桥
梁，２０１０年作为房地产配套项目由区房
管局实施改建，该工程于２０１１年３月竣
工。改建后的桥面车行道宽度由原来的

８米拓宽为１６米，两侧人行道由原来的
２６米拓宽为４５米。重点对跨线桥、媒
体曝光桥孔及存在安全隐患的桥孔进行

检查，每年一次对桥梁普查并分析数据，

形成专题报告。委托专业检测单位对镇

管桥梁进行安全普查，并对检测结果以

书面形式发函至桥梁所属镇，为镇管桥

梁的养护及维修提供意见及依据。

■市政道路行政许可　全年共审批大型
掘路２３项，小型掘路 １８９项，抢修 ３７３
项，工程掘路１２项，合计５９７项，掘路修
复率１００％；审批临时占路 １３项，面积
７１１平方米，临时占路率为 ０１３６‰，低
于临时占路率控制在 １５‰以下的标
准。继续推行掘路同步施工，减少重复

掘路，缩短掘路周期（即管线施工与道路

施工同步实施，同一地点不同管线建设

同步施工）。事先征询管线单位意见，促

使管线与道路施工同步，年内１３项大修
工程中有１０项实现同步施工。采用分
片巡查、集中巡查、随机巡查等方式对掘

路修复项目进行复查，组织掘路二次修

复巡查１６３２次，发现沉降７处，并要求
责任单位及时修复；组织掘路文明施工

督查５２５次，责令整改１０次，对“两考”
（中考、高考）违规施工单位发出停工通

知６份。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建设　完成道
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五年建设的总体规

划，市、区两级行业管理部门共建道路交

通信息采集点路口１３６处，采集线圈近
１４００个，并完成道路交通信息管理综合
平台的建设。完成周报 ４８份、月报 １２
份、半年报和全年分析各１份，并结合五
年来道路交通状况分析的总体情况，对

五年的数据进行总体分析，形成专报，为

领导决策提供数据依据。同时制作简

报，提供给区人大、区政协以及市民了解

全区道路交通状况。

■市政专业网格化管理　全年受理区城
市网格化移交案件 ４１４件，处置率达

１００％；市政专业网格化巡查员发现病害
数为１２３０８件，处置率为９９４９％。结合
网格化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市政巡查员

工作管理办法和新的考核措施，制订市

政网格化管理新方案，更新系统平台，调

整工作内容，重新划分网格化管理区域，

剔除不必要的信息，以网格号找人定职

定责。安排专人处理网格化病害中涉及

的署外病害，对管辖区域内发生的重大

事件实行一事一报。 （徐根福）

公路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境内有公路２１９条、
３８９９１１公里。全年投入建设经费
２４３７２万元，其中，公路养护及管理
１２６９１万元 、大中修工程６５５０万元 、农
村公路养护大中修４４８６万元、抢修工程
４００万元、其他２４５万元。全部工程合格
率１００％，优良率 ８０％。全年实现生产
安全无事故。根据市政府要求，５月１０
日通行费减半征收，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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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路政治超集中整治行动 区公路署／提供

通行费停征。全年共征收通行费 １５６
亿元，道口通行费２１５５万元，追缴往年
养路费７２万元。完成顾村、大场地区
１３座公交候车亭以及富锦路北辅道３５
盏路灯安装等２项区政府实事工程。协
调完成江陈路道口改造工作，江陈路实

现东西贯通。完成北?川路电子警察安

装工程，预备役高炮一团场地、路口整修

工程。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　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区公

路署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宣传贯彻工作计划，组织内部和

外部两个范围、全体职工和执法人员两

个层次的培训，同时通过媒体、展板、板

报、横幅、印刷品、路政宣传牌宣传等 ６
个方面开展宣传贯彻活动。制作２１块
图文并茂的展板在区政府办公楼以及全

区９镇２园区进行巡展宣传。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规

定，区公路署对行政执法项目进行梳理，

把行政许可由原来的５项调整为五大类
１１项；行政处罚项目由原来的１５项，调
整至２４项，并建立一整套行政执法规
程，规范路政行政处罚和路政许可工作，

确保《条例》的贯彻实施。

■大中修工程建设　年内重点做好区区
对接重点工程场中路改建工程项目前期

协调工作。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批复，

设计、勘察招标、规划设计方案批复等部

分前期手续办理，准备前期动迁。严格

按大中修项目前期手续规范要求，做好

９项大中修工程管理。上大路（南陈
路—祁连山路）、电台路（宝安公路—顾

太路）、潘泾路（新顾泾桥—罗新河桥）、

顾北东路（富长路—潘泾路）、南陈路

（锦秋路—上大路）、真陈路（锦秋路—

九龙沟）６项大中修工程竣工；锦秋路
（沪太路—祁连山路）、金石路（潘泾

路—沪太路）、丰翔路（跨线桥—区界）３
项大中修工程跨年度完成。

■农村公路建设与管理　区农村公路养
护资金全年共４４８６万元。ＭＱＩ质量指数
（指公路平整、设施完好指标）达 ９０１１
分；道路优良率达到９２６６％，均高于上
海市公路处下达的指标，养护总体水平达

到全市中上水平。共投入资金 ３１８３万
元，对顾村镇顾陈路、罗泾镇陈新路、长发

路、飞云路、陈川西路、罗店镇抚远路、东

太路、大场镇园辉路、杨行镇杨宗路、月浦

镇锦乐路、练祁路等１１条农村公路进行
大中修，大中修里程为１２１１公里，其中，
顾陈路、长发路、飞云路、陈川西路、东太

路、园辉路年内完成，其余６条跨年完成。
对潘沪路、长逸路、宁东路、洋桥村路、罗

东路、海欢路、联杨路等７条农村公路和
北陆桥１座桥梁进行抢修。全年共审批
农村公路掘路许可６２起。

■路政治超和路政许可　６月２８日～１０
月３１日，为配合交通部对全国公路管理
养护检查，根据市路政总队的要求，开展

以“保护路桥、关爱生命”为主题的“百

日治超”专项行动。整个行动共出动路

政执法人员６８人（次），检查车辆５９台
（次），其中检查超限车辆３０辆，卸载货
物 ６０９９吨，一般程序案件１６件，处罚
金额６９万元。区公路署严格控制掘路
审批计划数，全年共许可受理审批 ２７６
（含农村公路）起。其中，掘路许可受理

审批８６起，埋设各类管线许可受理审批
１５９起，增设平交道口许可受理审批３１
起，控制乱开挖、乱掘路施工现象。

■文明样板路创建　年内创新开展文明
样板路的创建工作，通过重点整治，成功

路、月川路创建成为文明样板路。盛石

路（?川路—石洞口码头）是宝山区通

往崇明的门户之一，年初被列入区文明

样板路创建计划，经区建交委、区文明

办、区城管大队组成的验收组评定，达到

文明样板路的标准，被授予“盛石路文明

样板路”称号。 （李　冰）

表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公路情况

公路类型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公路２１９条 ３８９．９１１ ６３４．３６５ ２８９

　其中：省道２条 １５．０１ ４１．９２５２ １２

　　　 县道６２条 １５８．０８８ ３７９．３８９８ １２１

　　　 乡道１３０条 １９７．５０５ １９９．５０５６ １４７

　　　 村道２５条 １９．３０８ １３．５４４４ ９

（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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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　境
■编辑　吴思敏

环境保护
■概况　２０１１年是宝山区第四轮环保
三年行动计划结束年，全年区级环境保

护总投入２２６８亿元，实施九大领域共
２１８个项目建设。顾村镇、庙行镇启动
国家生态镇创建工作，完成４个村的生
态村创建。组织对各类企业环境执法检

查３３８４户次，立案处理 １１９家，做出行
政处罚决定１１１家。完成各类污染源环
境监测１０９３户次，对１２户严重超标企
业实施限期治理。全年关停并转企业

５７户。全区区控工业企业废水主要污
染物减排项目 １４个，ＣＯＤ减排 １６０３
吨，ＮＨ３－Ｎ减排１２３２吨；废气主要污
染物减排项目 １０个，ＳＯ２减排 ６１４５６
吨，ＮＯｘ减排 ９６６６吨。东城区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率 ９４２％，比上年增加 ３６

个百分点。完成潘泾一期、荻泾四期等

骨干河道综合治理，区域骨干河道治理

率７０％；完成吴淞工业园区南部９公里
污水管网和北部五镇１１６公里二级管
网敷设，完成１０７家企事业单位污水纳
管及１５３７万平方米小区的污水纳管工
作，城镇污水纳管率 ８５％；农村生活污
水集中处置 ３２８户，累计 １１５万户，实
现农业保护区内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

全覆盖。新建绿地面积２４４公顷，其中
公共绿地６５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
上年的４２％提高到４２２％，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由上年的２２平方米提高到２２２
平方米。滨江绿带一期、生态专项、罗泾

港区沿海防护林等绿化项目竣工。５月
３１日，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一行走访
宝山环境监测监控中心，现场观看区环

境监测监控设施，并就宝山宝钢的环境

保护情况进行工作调研。

■环境空气质量　宝山区全年环境空气
质量较好，与上年相比，３个地区的优良
率均有所上升。宝山友谊地区优良天数

为３４３天（有效天数为３６４天），占全年
的９４２％（２０１０年为 ９０６％）；吴淞地
区优良天数为 ３１３天（有效天数为 ３６３
天），占 全 年 的 ８６２％ （２０１０年 为
８００％）；杨行地区优良天数为 ３２９天
（有效天数为３６２天），占全年的９０９％
（２０１０年为 ８７３％）。全区年均降尘量
为９３吨／平方公里·月，达到宝山区区
域降尘参考标准（１０吨／平方公里·
月），比上年下降 １２３％。宝山区的道
路扬尘为２２２吨／平方公里·月，比上
年下 降 ２０４％。全 区 酸 雨 频 率 达
３３９％，比上年上升３６个百分点。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类污染物排放情况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１年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１年

汇总工业企业数 个 １６０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２３３４．２６１７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５５２２．４５３５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２０６３．８４

氨氮排放量 吨 １２２．９４７

石油类排放量 吨 ４９．７６７

挥发酚排放量 千克 ５６４．３０７

氰化物排放量 千克 １５０３．００４

砷排放量 千克 １．０５４

铅排放量 千克 １．０９

汞排放量 千克 ０

镉排放量 千克 １．２６

六价铬排放量 千克 １５１．１８７

煤炭消耗量 万吨 ２６４８．１１５

其中：燃料煤消耗量 万吨 １３６９．８６４６

工业废气排放量 亿立方米 ７５１０．３９９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５８８１８．５

烟粉尘排放量 吨 ３１３０２．６５７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１６６１．７６２７

危险废物产生量 万吨 １１．８９２２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１６３８．２３２２

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万吨 ０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万吨 ２１．８０４３

其中：处置往年贮存量 万吨 ０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万吨 １．７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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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环境空气质量各级别分布

　　　地区年份
空气等级　　　

友　谊 杨　行 吴　淞 上海市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Ⅰ １４１ １９６ ６９ ９１ ７３ １０４ １３９ １３４

Ⅱ １８８ １４７ ２４８ ２３８ ２１９ ２０９ １９７ ２０３

Ⅲ ３１ １９ ４３ ３０ ６９ ４８ ２６ ２５

ＩＶ １ ０ ２ １ ３ １ １ １

Ｖ ２ ２ １ ２ １ ２ ２ ２

优良率％ ９０．６ ９４．２ ８７．３ ９０．９ ８０．０ ８６．２ ９２．１ ９２．３

表３ 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降水监测统计结果对比

年份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ｐＨ值 ４．５１ ４．４８ ４．４２ ４．４１ ４．４５ ４．１０ ４．５８ ５．０９ ５．７０ ４．９６

酸雨频率（％） ６２．５ ７２．０ ７８．６ ７５．９ ８９．５ ９４．５ ７８．６ ４１．１ ３０．３ ３３．９

■污染物浓度　宝山友谊地区、杨行地
区、吴淞地区的二氧化硫年均值分别为

００３４、００３４、００４０毫克／立方米，３个
地区的年均值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与

上年相比，分别下降０００４、０００８、００１２
毫克／立方米。友谊地区、杨行地区、吴
淞地区的二氧化氮年均值分别为００４７、
００３６、００６７毫克／立方米，３个地区的
年均值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与上年相

比，分别下降００１０、００１８、０００３毫克／
立方米。友谊地区、杨行地区、吴淞地区

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年均值分别为

００６２、００８６、００８１毫克／立方米，３个
地区的年均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与上

年相比，分别下降 ００１７、０００８、００１０
毫克／立方米。吴淞工业区区域平均降
尘量为９０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下
降４３％。

■水环境质量　全年共对区内４８条河
流１００个断面进行监测，在 ４８条河流
中，有 １１条 河 流 达 标，达 标 率 为
２２９％；超标河流 ３７条，超标率为
７７１％。在１００个监测断面中，达标断
面２４个，达标率为２４０％；超标断面为
７６个，超标率为７６０％。监测的２３条
骨干河流中，顾泾、新川沙河、练祁河、

杨盛河和北泗塘５条河流达标，达标率
为２１７％，与上年相比，河流达标率上
升８１个百分点，其余１８条河流超标。
在所测试的项目中，影响水质的指标最

严重的是氨氮，超标率为１００％，其次为
磷，超标率为８６４％，再次为溶解氧，超

标率为４３５％。

■环境噪声　宝山区区域环境噪声昼
间等效声级为５５５ｄＢ（Ａ），夜间等效声
级为５０３ｄＢ（Ａ），昼夜均值为 ５７８ｄＢ
（Ａ），与上年相比，昼间上升 １２ｄＢ
（Ａ）、夜间上升１６ｄＢ（Ａ）、昼夜均值上
升１５ｄＢ（Ａ）。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等效
声级 ７４０ｄＢ（Ａ），夜 间 等 效 声 级
６９８ｄＢ（Ａ），与上年相比，昼间等效声
级上升０１ｄＢ（Ａ），夜间等效声级下降
０５ｄＢ（Ａ）。宝山区２类功能区的昼间
等效声级为５８２ｄＢ（Ａ），夜间等效声级
为 ５０１ｄＢ（Ａ），昼夜均值为 ５９７ｄＢ
（Ａ）。２类功能区昼间等效声级达到２
类功能区的标准限值，夜间等效声级超

过２类功能区的标准限值。与上年相
比，昼间下降 ３５ｄＢ（Ａ），夜间下降
４５ｄＢ（Ａ），昼夜均值上升 ３５ｄＢ（Ａ）。
宝山区３类功能区的昼间等效声级为
６６２ｄＢ（Ａ），夜间等效声级为 ６３７ｄＢ
（Ａ），昼夜均值为７０４ｄＢ（Ａ）。３类功
能区昼间和夜间等效声级均超过 ３类
功能区的标准限值，与上年相比，昼间、

夜间、昼夜均值分别上升 ２２、０６、
１１ｄＢ（Ａ）。宝山区４类功能区的昼间
等效声级为６６８ｄＢ（Ａ），夜间等效声级
为 ６１７ｄＢ（Ａ），昼夜均值为 ６９２ｄＢ
（Ａ）。４类功能区昼间等效声级达到四
类功能区的标准限值，而夜间等效声级

超过４类功能区的标准限值，与上年相
比，昼间上升１２ｄＢ（Ａ），夜间和昼夜分
别下降０９ｄＢ（Ａ）和０２ｄＢ（Ａ）。

■基本完成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宝山区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第四轮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共有２１８个大项任务５０３个
子项目，项目涉及水环境治理与保护、大

气环境治理与保护、噪声、固体废物治理

专项工作、工业污染治理专项工作、循环

经济与清洁生产专项工作、农村环境保

护与生态建设专项工作、区域网格环境

整治专项工作、吴淞工业区环境深化整

治、全民参与专项工作九大领域内容。

２００９年实施项目１７１项，完成１５５项，完
成率９０６％；２０１０年实施 １７８项，完成
１６２项，完成率９１０％；２０１１年实施１５４
项，完成 １３９项，完成率 ９０３％。至年
末，有１９７个大项任务基本完成，完成率
９０４％。从九大领域项目完成情况看，
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和全民参与二大领

域的项目完成率达到１００％。宝山区纳
入上海市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专项

任务共３１项，有２８项任务基本完成，完
成率９０３％。其中，重点建设类项目有
３个，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于
１０月 １７日对外开园；顾村公园一期
（１８０公顷）于１月１日全部对外开园；
潘泾河综合整治全面完成。管理类项目

２８项，４台１０吨以上锅炉完成脱硫技术
改造；宝山工业园区、罗店工业园区、宝

山经济发展区、宝山民营科技园完成园

区内截污纳管；罗店解放工业小区、高境

工业园区、现代服务小区污水纳管、北部

污水管网建设工作基本完成；吴淞工业

园区南片污水管网建设、上海港配套产

业地块污水纳管等２项任务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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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年内完成练祁
河、马路河、顾泾河、界泾、获泾河道的综

合整治。潘泾河三期综合整治基本完

成。完成小练祁河、塘南塘北沟、西随塘

河等１５条区域创模河道综合治理，共整
治河道长度３４１７９公里。加快区域污
水管网建设进程，完成月罗路和罗北路

污水管网建设，完成罗店工业园区、宝山

工业园区、宝山经济发展区和民营科技

园产业区块污水截污纳管。完成北部污

水管网建设５１公里。区域污水纳管率
从２００８年的６０％提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８５％
以上。建设?藻浜以南污水管网项目。

■噪声、固体废物治理专项治理　年内
完成月浦翡翠园Ａ３０郊环线噪声敏感点
治理；完成宝钢与月浦二村之间大型噪

声屏安装工程。完成宝山区外环线内、

宝山新城、月浦镇、杨行镇、月杨工业区、

宝山工业区、宝钢等地区范围１４６５平
方公里噪声达标区复验。以区域钢渣堆

场整治为重点，通过市区两级环保部门

与宝钢集团的沟通，形成“定点集中、规

范处理、政府指导、集团公司管理”的工

作机制；依照《宝山区钢渣堆场专项整治

工作实施计划》，对罗泾等五镇开展钢渣

堆场专项调查，关闭３３家钢渣堆场。投
资３个亿，建设日处理能力达５００吨的
宝山神工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完成办

公楼和一期厂房建设；综合处理厂建成

后，全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达

到２５％。

■企业污染治理　年内完成对上海昊华
聚苯乙烯有限公司、上海汉康豆类食品

有限公司、上海罗泾电镀有限公司、上海

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肖泾电镀

厂等１００余户企业１６２个项目的污染综
合治理。强化企业监管，促使企业废水、

废气稳定达标排放；开展企业污染指数

的分类管理，３３０家主要污染企业污染
指数 下 降 到 ３９４９点，比 上 年 下 降
１３２％。落实区域污染物减排工作，由
区经委牵头开展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

艺装备、产品企业工作，提升企业产业能

级，促进节能降耗，共计关闭或搬迁企业

２００余家。完成宝钢电厂３号机组脱硫
改造、宝钢分公司３台烧结脱硫改造和
不锈钢１号烧结脱硫改造。完成广裕精
细化工厂、粤海等企业４台１０吨以上锅
炉脱硫改造。完成三维宝灵制药厂、双

欧纺织品有限公司、中集宝伟等企业７５
台１吨以上锅炉脱硫改造。

■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　区发改委编
制的宝山区循环经济发展工作方案得

到市发改委批准，由区发改委牵头，组

织各职能部门共同实施循环经济发展

工作方案中的相关具体内容。位于宝

山工业园区的华润雪花啤酒（上海）有

限公司，利用石洞口热电厂余热蒸汽，

有效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能耗。位于上

海宝山工业园区拉法基石膏建材中国

事业部新的石膏板厂，使用来自于石洞

口电厂烟气脱硫的副产品———脱硫石

膏作为主要原料生产石膏板。本着突

出重点和全面推进相结合的原则，抓好

钢铁、电镀、化工、火电、建材、酿造、食

品、印染、有色、造纸、制药等１２个重点
行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累计完成

４０家清洁生产试点审核，完成部分清洁
试点审核验收。

■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年内完成
月浦镇、罗泾镇、罗店镇、顾村镇４个镇
２１４３户农村村庄改造，并通过市级验
收。顾村镇和庙行镇启动国家生态镇的

创建。关闭规模畜禽场２家，投资９６万
元，治理畜禽场１家，对４个畜禽棚舍共
４０００平方米进行改建并完成雨污水分
离工作。顾村公园一期（１８０公顷）、吴
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分别于１月
１日和１０月１７日对外开放。罗溪公园
改造全面完成。智力产业公园一期完成

建设。滨江景观带正在建设中。吴淞工

业区结合淞浦路、淞浦码头等无组织扬

尘点的综合整治工作，新建成３８６０平方
米的绿地面积，改善周边地区的环境

质量。

■区域网格环境整治　年内通过产业
结构调整、环境综合整治、企业污染治

理、基础设施建设等系列措施，重点对

上大地区ＤＣ－９（祁连山路—丰翔路—
桃浦河—锦秋路）、大场锦秋居住区

ＤＣ－３－１（祁连山路—锦秋路—沪太
路—塘祁路）、庙行 ＭＨ－４网格（机场
东边界—南?藻路—共和新路—?藻

浜）、泰和路以南地块 ＹＨ－３－１（杨盛
河—江杨北路间、４００米绿带南）、顾村
四高小区地块 ＧＣ－３－６（陆翔路—沙
浦河—沪太路—北镇界）、联水路两侧

工业集中区域 ＹＰ－６－１、月浦工业西
扩区ＹＰ－１０－１、ＹＰ－１０－２、西城区东
块 ＹＨ－５－２、ＹＨ－５－３网格进行综
合整治，全年共计完成 ５２个网格的环
境综合整治。

■扬尘控制　按照《宝山区 ２０１１年扬
尘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实施计划》要求，

在扬尘污染防治长效管理工作中，宝山

区扬尘污染防治综合管理工作机构通

过联合执法、职能部门日常执法检查、

镇（街道）、工业园区实施属地监督管理

等管理方式，对区域内 ５９家易产生扬
尘污染的码头、堆场、露天仓库、搅拌站

开展整治并进行长效管理，其中关闭３
家；对１３家停车场开展整治，其中关闭
８家；对１４１个房屋建设工地扬尘污染
防治情况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对５家钢
渣堆场实施关闭清场整治，其中４家完
成关闭清场工作。区扬尘污染防治综

合管理工作机构有关行政职能部门开

展联合执法检查 ３１次，组织召开推进
工作会议 １６次，针对突出的具体问题
召开专题协调会议３次，与１０８家房屋
建设工地施工单位签订扬尘污染防治

责任书。完成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宝山

工业园区、罗店工业园区等 ３个区域
２７１６平方公里的区级“扬尘污染控制
区”创建工作任务；外环线以内的高境、

淞南、庙行、大场镇和张庙街道等 ５个
区域（按乡镇考核点）年内降尘量达

７６２吨／平方公里·月；外环线以外区
域的罗泾镇、罗店镇、月浦镇、杨行镇、

顾村镇、吴淞街道、友谊路街道、宝山工

业园区等９个区域（按乡镇考核点）年
内降尘量８４９吨／平方公里·月；宝山
区域平均降尘量 ９３吨／平方公里·
月。区域１２个镇（街道）、２个工业园
区全年在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中政府投

入资金 ２４８６６５２万元，非政府投入
８９７４万元。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南大地区是指以
南大路为东西轴线南北两侧的区域范

围，位于上海城区西北部，北靠上海大学

校区，南邻中环、沪嘉高速，东接沪太公

路，西南侧被外环绿带和沪嘉绿带半月

型包围，轨道交通７号线、１１号线，规划
中的１５号线、１７号线贯通南北，地理位
置优越，区域面积６２８平方公里，区域
户籍总人口１０５５５人。由于该区域内的
铁路桃浦站是上海市化工、危险产品传

统集散地，历史上形成以皮革、化工、仓

储物流为特色的产业基地。区域内集中

各类权属企业单位１９０家，其中，区级以
上国有及国有转制企业７１家，占企业总
数的３７４％，占土地面积２３０６公顷，土
地占比５２６％；镇属企业１１９家，占企业
总数６２６％，土地面积２０７８公顷，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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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南大地区各类企业单位占比情况

企业类别
企业数
（个）

企业数占比
（％）

占地面积
（公顷）

土地占比
（％） 说　明

央属企业 ５

市属企业 ２０

转制企业 ３４

外区区属企业 １２

３７．４ ２３０．６ ５２．６
其中，危化企

业２０家

镇属企业 １１９ ６２．６ ２０７．８ ４７．４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南大地区企业动迁情况

企业类别 企业数（个） 完成动迁数（个） 百分比（％）

央属企业 ５ ２ ４０

市属企业 ２０ ０ ０

转制企业 ３４ ０ ０

外区区属企业 １２ ０ ０

集体企业 １１９ ３７ ３１

合　计 １９０ ３９ ２０．５

（赵晓怀）

占比４７４％。企业总数中，危险、化工企
业达２０家。由于该区域是上海市敏感
控制区域，长期处于控制发展状态，限制

了区域内企业的升级转型和基础设施改

造。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环境下，企

业靠厂房出租维持运转，厂中厂、厂中村

现象形成外来人口积聚，外来登记人口

达１０万余人，超过户籍人口十倍以上。
该区域环境污染严重，生活设施严重滞

后，民生问题尖锐突出，社会治安和安全

难以保障。南大地区的脏、乱、差给区域

城市化进程和经济转型发展形成瓶颈制

约。上海市委、市政府明确未来的南大

地区将建成以外环、沪嘉生态走廊、居民

经济适用保障房和交通配套设施为主的

集生态、居住、交通、商贸于一体的综合

地区。在市南大地区综合整治领导小组

的直接领导下，整治工作年内全面展开，

一期整治项目有序推进。南大地区整体

控制详细规划完稿；实施为整治配套的

居民动迁安置房、居民动迁的相关转变

性质手续和征收补偿方案；大场医院、敬

老院等一批民生设施项目按期起动；开

工建设３０公顷生态绿地；整治行动共折
除违章建筑 １７４万平方米。作为综合
整治工作重点难点的１９０家企业动迁工
作，完成３９家企业动迁，其中中央企业
动迁２家，占央企总数的４０％；镇属企业
３７家，占镇属企业总数的３１％。

■环境信息化平台建设　年内建成 ３８

套水污染源、５８套烟气污染源、４套噪
声显示屏、５套全球眼、９套大气自动站
的实时监测监控系统。环境突发事件

应急响应系统通过验收并正式投入使

用。核辐射和跟踪系统软件部分投入

使用。１２３６９信访投诉举报系统投入
使用。

■环保宣传教育　开展各项绿色创建工
作，年内共创建绿色小区２８个，绿色学
校３所，环境友好型机关 ３家。利用
“６·５”世界环境日，在全区３６０个居民
小区进行环保宣传资料和宣传物品的发

放，共向全区居民发放各种环境宣传资

料１５万册，宣传画 ３０００张，宣传横幅
２２０条。开展公众环境巡回宣传教育和
社区居民环境座谈１６次，受众超过２０００
人。完成３０个居民小区环境宣传阵地
建设，累计环境宣传阵地建成６０个。开
展企业培训８次，受训企业５００家次，为
企业上门培训６次，企业受训人数近６００
人。在部分企业试行培训发证制度，完

善岗位人员的专门化。拓展区内中小学

生环境宣传教育和环境实践活动，在全

区１０所学校开展无土栽培研究联合体
建设，有１０所学校建成６０平方米以上
的无土载培基地。开展第四届上海市

“宝山杯”长三角地区中小生生物与环

境论文比赛活动，共收到比赛论文 ３５６
篇，参与活动的师生２０００余人。

（赵晓怀）

市容环卫管理
■概况　宝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是区
政府直属负责全区绿化市容管理的工作

部门。２０１１年，局机关设６个科室，有机
关编制３４名；下辖８个事业单位，有事
业编制１４３名；管理９个国有环卫作业
公司，有职工３１５４人，其中劳务工２３０５
人。道路保洁面积７９７万平方米，日均
转运生活垃圾 １４６６７吨、粪便 ３７４４
吨。全区有环卫作业车辆４２５辆，其中
垃圾收运车辆３１４辆，粪车２８辆，道路
保洁车辆８３辆。维护管理城区公厕１０３
座、农村公厕８１１座、压缩站５１座、垃圾
箱房２８３６间、废物箱４７３０只、垃圾码头
１座、粪码头３座、垃圾滩地１个。

■《宝山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通
过审批　年内调整《宝山区户外广告设
施设置方案》，对区内大型商业广场、购

物中心、产业园区等户外广告集中区域

进行补充设计。在专家论证、征求意见

和网上公示并经区政府审核通过后，报

送市绿化市容局审批。１２月３０日，市绿
化市容局批准《宝山区户外广告设施设

置方案（展示区）》。《宝山区户外广告

设施设置方案（控制区）》通过市级评

审。经过规划设计，区内共布置户外广

告７９４块（个），其中地面高立柱广告３８
块，落地灯箱６２个，墙面广告４５２块，楼
顶广告２４２块。

■景观灯光建设　完成区人武部、区市
容信息大楼、呼玛三村、通河三村、通河

中学以及张庙街道办公楼等１８幢楼宇
灯光建设，完成牡丹江路、宝杨路约８８０
米行道树彩灯布置项目；投入建设资金

５８１８２万元，安装 ＬＥＤ投光灯 ６５９套、
洗墙灯６３３套、数码管灯 ２０５８套、点光
源３６２９９套、水晶球４２４４套。公开向社
会征集滨江带景观灯光项目建设方案，

一期工程完成立项、可行性报告和环境

测评等前期工作，年底正式开工建设。

■建立宝山区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　
１１月，宝山区成立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
议，由区政府牵头，区１９个职能部门、９
个镇、３个街道、２个工业园区为成员单
位。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绿化市容

局，配置综合计划、督查推进、行政事务

３个部门，负责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的牵
头、组织、协调和调查。在 ２０１１年上海
市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对全市１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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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的考评中，宝山区位列郊区组第一

名。在全市市容环境市民满意度测评

中，宝山区在１７个区县中排名第八，在
郊区中处于领先位置。

■确定区域渣土运输企业　４月初，区
绿化市容局通过市局平台，发布区域渣

土运输企业招投标公告。４月中旬，５家
渣土运输单位报名。５月中旬，经评标、
开标，上海海淞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立及废弃物处置服务有限公司中

标。６月 １日，区绿化市容局与海淞公
司和立及公司签订运输服务协议。１０
月１日，两家公司投入运作。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５日，宝山区在友谊路街道举行垃圾分类启动仪式 区市容局／提供

■友谊路街道实行垃圾分类减量　５月
１５日，在白玉兰广场举行友谊路街道生
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启动仪式。白玉兰

小区、宝山三村（前、后）３个小区试点先
行，友谊路街道３６个居委共有６５个小
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实行“２＋５”分
类法，即居民家中设置“湿垃圾”和“干

垃圾”两类容器，居住区垃圾收集点配置

“厨余果皮（湿垃圾）”、“其他垃圾（干垃

圾）”、“有毒有害垃圾”、“废玻璃”、“可

回收物”五类容器。街道共向居民户免

费发放小桶５４７５４个，为居住区补充配
备大垃圾桶７２４个，对３８１座垃圾箱房
进行改造。按照每５００户居民配置１名
志愿者队伍和分拣员的原则，组建 ３３１
人的志愿者队伍和 １５２人的分拣员队
伍。区政府下拨友谊路街道分类减量试

点工作补贴经费５００万元。

■加强餐厨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管理　
全年区绿化市容局餐厨垃圾收运量

１３８８６９吨，比上年增加３８８％；废弃食
用油脂收运量８１４３５吨，增加７１７％。
大中型餐饮单位和单位食堂规范收运率

超过８０％。区绿化市容局４家环卫公司
解除与上海浩天矿物油脂综合利用有限

公司委托协议，由浩天公司独立申办废

弃食用油脂作业资质。在政府机关、学

校、医院、２５家大卖场食堂率先开展老
油收运工作。区食药监部门将餐厨垃圾

收运合同作为检查项目；区教育局将

１１３家区管学校餐厨垃圾统一委托区绿
化市容局环卫公司收运。

■建立环卫一线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
　８月，区绿化市容局落实环卫职工收
入正常增长机制，涉及 ９家环卫公司、
２８９６名环卫职工。增长机制包括四项

内容，一线职工岗位津贴标准为：一类岗

位每人每天１５元，二类岗位１２元，三类
岗位１０元；环卫行业月最低工资在上海
市月最低工资标准１２８０元的基础上增
加５％左右，为１３４５元；环卫职工每年进
行一次健康体检，费用每人不低于 ３００
元；环卫职工每年进行一次疗休养，费用

每人每次不低于４００元。

■建立法律顾问和资产管理顾问制度　
１１月 １０日，区绿化市容局召开法律顾
问、资产管理顾问聘用仪式。上海市范

仲兴律师事务所律师范仲兴、上海市诚

建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徐伟明被聘请为区

绿化市容局法律顾问，吴鸣晨被聘请为

区绿化市容局资产管理顾问。

■宝山市容信息大楼建成启用　宝山市
容信息大楼位于淞青路１８号，由区绿化
市容局９家环卫公司共同投资建设。该
项目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开始筹备，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２８日正式开工，２０１０年底结构封
顶，２０１１年６月完成装修工程。大楼用
地面 积 ３８３４平 方 米，总 建 筑 面 积
１２５６３８３平方米，其中地上１０４２８８３平
方米，地下２１３５平方米；建筑层高为地上
８层、地下１层；建筑总高度为３０３５米。

（毛荣峰）

城管监察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城管大队以打基
础、促突破、抓队伍、树形象为工作基调，

着力破解难题顽症，推进各项工作完成。

大队下设１４支监察分队，内设办公室、
政治处、法制科、勤务科，年末共有在编

队员３４７人。大队结合区城市管理工作
实际和世博后长效管理工作要求，优化

勤务执法机制，提高城管执法工作实效；

落实分类管理和分类执法，实施立岗、步

巡、车巡交替执法，重点加强对主要道

路、重点区域和商业街的日常执法检查，

使其处于常态长效之中，其他中小道路

处于受控状态。全年共查处各类乱设摊

８８９万起，整治跨门营业４６４３８起，占路
堆物１４５８９起，查处占绿毁绿２６０起，清
除“三乱”２１２９６５万处，清除破损横幅
４２１２余条、破损灯箱广告牌匾２６４９块，
其它高炮广告、屋顶广告等１９７块。完
成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美兰湖国际高

尔夫名人赛、吴淞国际邮轮码头开港等

执法保障工作１２６次。全年新增 ２４台
执法取证摄像机、２２台照相机、处理各
类群众信访投诉５７４１件，处置及时率超
过９８％，满意率９３％，收到表扬信７封、
锦旗２０面。年内开展以“攻坚克难求实
效，服务群众树形象”为主题的创先争优

主题实践活动，并以基层站所政风评议

为抓手，以作风纪律整顿为契机，开展系

列教育培训活动。组织开展城管执法专

项整治竞赛活动，在市局组织的执法业

务知识竞赛中获优秀组织奖，在市城管

执法局组织的队列会操比赛中获二等

奖，大队十四分队队员黄晓刚获市城管

执法局“十佳文明规范执法标兵”称号。

■城管法制建设　以依法行政、文明执
法为前提，抓好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

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全年一般程序案件

立案３６４２起，实施行政处罚３２４９件，罚
款金额８６６５９１８元；简易程序案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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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件，罚款金额１４９００元；实施物品暂
扣２６１１次，实施先行登记保存 ３８６次。
案件审查中变更通过１５件，撤销２件，
案件审查合格率为 ９９５％。向区人民
法院申请执行案件８起，执行金额３７５
万元。全年未发生行政诉讼、行政复议

案件。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矿坑花园 绿化局／提供

■拆违控违　根据区委、区政府提出的
“健全机制，遏制增量，１００％拆除新违法
建筑；摸清底数，扎实推进，村居拆违达

标取得新进展”的总体要求，全区１１１个
行政村中有８０个村通过拆违达标验收，
达标通过率为７２１％；３２２个小区居委
中有２９４个通过拆违达标验收，达标通
过率为 ９１３％；行政村、小区居委总体
达标率为 ８６４％。全年拆除存量违法
建筑３１６７２３平方米，完成市年初指标的
１５８４０％。查处在建违法建筑 ４５４件，
拆除４５１件，在建违法建筑拆除率达到
９９３％。按照“拆控并举”的工作要求，
在抓好存量违法建筑拆除的同时，完善

控违工作机制，整合区城管、房管、规土

３个职能部门和镇政府执法资源，组建
区、镇两级层面的１０支在建违法建筑综
合执法队伍，实现条块力量的有效整合。

■城市网格化管理　坚持靠前指挥协
调，强化内部管理，建立问题发现督查机

制，增强受理派遣指挥效能，细化工作标

准，巩固和发展世博成果，完善常态长效

城市管理机制，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全

年共立案件８１７０８件，派遣８１７０８件，结
案８１７０８件，结案率达到１００％，案件处
置及时率 ９９１３％（其中部件４０４９件，
事件７７６５９件）。上转市 １２３１９城建热
线案件 １０８６件，结案率为 ９８５２％；市
１２３１９城建热线下转案件４５件，结案率
为 １００％。网格平台综合运行绩效评估
列全市前三位。

■开展城管执法专项整治竞赛活动　
（１）３月１日至５月３１日，在全大队开
展为期 ３个月的以“解决辖区突出问
题，突出队伍监察能力”为主题的

“２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１年 １号行动）竞赛活
动。（２）６月１５日至９月１５日，在全大
队开展以“严格管控、遏制热点、服务百

姓、塑造形象”为主题的“２０１１０２”专项
竞赛活动。 （范丽

!

）

绿化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新建各类绿地
１２５５公顷，其中公共绿地６４９公顷、居
住区绿地８９公顷、单位绿地１８公顷、
生产绿地４９９公顷。至年末，全区各类
绿地总面积４５７６９公顷，其中公共绿地
总面积１９１３８公顷，单位附属绿地总面
积１４５８２公顷，居住区绿地总面积７８３
公顷，防护林带 ２６４７公顷，生产绿地
４９９公顷，道路绿地１０７３公顷。人均
公共绿地面积由上年的２２平方米提高

到２２２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４２２％，比上年增加 ０２个百分点。区
级财政用于绿地建设资金７９２６万元，比
上年减少４１％；区全年投入１０１亿元
用于生态专项建设。

■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　抓好重点绿化
建设，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建

成开放；大场公园一期完成项建书审批、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及方案审批；

顾村公园二期建设启动动迁，计划用３～
４年时间完成建设，“十二五”期末开放。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景点布置，以点、

线、面相结合的整体设计为特点，提出

“三大主题景点，一条景观道路”（三大

主题景点是白玉兰广场、牡丹江路双城

路西北角、同济路宝杨路东北角；一条景

观道路即牡丹江路）的设计思路，通过三

个主题景点和若干配套景点，营造宝山

区创建国家模范城区的良好绿化环境。

加强绿化养护管理，全年修复及更换行

道树盖板２００余套，更换水泥桩１５０余
根，更换老化三角带１５００余根，扶正１５
度以上倾斜的行道树３００余株；开展高
架绿化整治，补种、移植各类耐荫植物

３０００余株，铺设卵石等３５００余平方米，
共计７００余吨。加强公共绿地设施建
设，全年共维修绿化护栏１８００余米，修
理侧石９００余米，新安装各类绿化护栏
３０００余米。推进老公园改造，对友谊公
园实施整体改造，改造面积４４公顷，投
入资金８００万元。按照《城市公共厕所
规划和设计标准》，完成月浦公园、泗塘

公园、永清公园 ５座厕所的整体改造。
顾村公园、共和公园、罗泾公园被评为上

海市文明公园。全区有文明示范公园２
座（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临江公

园），四星级公园１座（罗溪公园），三星
级公园５座（临江公园、友谊公园、永清
公园、泗塘公园、月浦公园），文明公园９
座（永清公园、友谊公园、泗塘公园、月浦

公园、罗溪公园、淞南公园、顾村公园、共

和公园、罗泾公园）。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开
园　公园二期规划总面积１９６公顷，总
投资 １３７９２６万元，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开
工，２０１１年 ５月竣工，１０月建成开放。
公园的设计理念为环境更新、生态恢复、

文化重建，创造多重含义的景观。公园

（二期）背山面水，地理位置优越，整体

设计保留长江滩涂地的原生态风貌，以

满足长江防汛功能为前提、突出滨江湿

０９１

环　境



友谊公园 区绿化局／提供

地为特色、展现工业遗迹为亮点、提升文

化教育为补充，同时满足公园基本服务

要求和国防安全要求，设计建设原生态

滩涂、沿江木栈道、矿坑花园、贝壳剧场、

长江河口科技馆、游船码头、河口广场等

景点，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也是

一座集科普教育、休闲娱乐、观光旅游等

功能于一体的上海特色鲜明的旅游

景点。

■启动新建大场公园（暂名）一期　项
目工程位于大场镇，南临规划塘祁路、背

靠老?藻浜、西接鹅蛋浦、东至祁连山

路，占地面积约１０公顷。大场公园（暂
名）一期是一处以体育运动为主题，总体

自然野趣，文化气息浓厚，绿色与运动交

融的区级综合性公园，其中体育运动设

施主要有标准篮球场、笼式足球场、网球

场、门球场、羽毛球场及游泳池等。公园

在设计、建设、管理过程中，将形成“一块

运动区、多个健身点、一个慢跑圈”的运

动健身体系，强调以人为本、以自然环境

为本，秉承上海市“让绿地动起来，让运

动绿起来”的设计指导，融运动于优美的

环境中，满足周围居民休闲、娱乐、运动

需求。园区内主要包括青年运动区、儿

童游乐区、综合活动区、草坪活动区、水

上运动区、老年活动区、康体健身区、滨

河活动带以及入口区、管理区等功能区。

至年末，大场公园一期完成项建书审批、

工可审批及方案审批。

■友谊公园改建　３月，友谊公园进行
系统性改造，并于８月底重新开园。公
园位于宝林路５５５号，呈四方形，西接同
济路，北靠密山路，东侧与居民区相邻，

园中有新市河横贯其中，占地面积约

４７公顷。公园北园建设于 １９９０年 １０
月，南园建设于１９９２年６月，２００４年被
评为上海市三星级公园。公园由入口

区、运动健身区、休闲娱乐区、儿童活动

区、滨河赏景区、疏林草地区等区域组

成，设置南北入口广场、中心广场、益乐

广场、益乐亭、弧形休憩廊架、健身广场

等设施和景点，是社区居民休憩、健身、

赏景的理想之处。

■滨江景观带建设　该项目位于淞宝地
区，长江以西、滨江大道（规划）以东、宝

杨路以北、漠河路以南地块范围，总用地

面积约１３７公顷，其中一期占地面积约
７８公顷（包括滨江绿洲、宝杨行知绿地

两块绿地），二期占地面积约 ５９公顷
（包括护城河绿地、水袖迎宾绿地、小沙

背绿地、临港滨江绿地四块绿地）。一期

工程总投资为 ４６８７万元，于 ２０１０年 ４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２０１２年５月基本竣
工。景观结构由“两带、七区、五线”组

成，“两带”指纵贯线上的滨江“浪花”绿

带及护城河“阑珊”绿带；“七区”指“滨

江绿洲”、“临港绿廊”、“渔上之洲”、“护

水绣廊”、“掬水心灯”、“水袖迎宾”、“行

知纪念”７个景区；“五线”指以临江公园
为引导，将“历史线”、“自然线”、“人文

线”、“军事线”、“运动线”贯穿梳理，刻

印历史印痕，引入现代功能。滨江景观

带植物种植形式延续炮台湾湿地景观的

风格，由规则式和自然式交替配置，并引

用部分新优品种，体现滨江特色和生态

特征。

■顾村公园二期建设　顾村公园二期用
地面积约２５０公顷，规划框架为“一轴、
一弧、三片区、五心”：“一轴”———悦林

大道景观轴，即一期景观轴的延伸；“一

弧”———特色景观弧生态廊道，长约

２０００米；“三片区”———悦林湖森林水景
片区、养生农庄片区、森林拓展片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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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模景点布置———密山路友谊支路口（上图）

创模景点布置———同济路宝杨路口（下图） 区绿化局／提供

心”———悦林湖景观中心、青少年活动中

心、康健活动中心、养生农庄休闲中心、

垂钓活动中心。顾村公园二期动迁启

动，基本完成９个生产队５１１家农房评

估，年底前开始签约。

二期苗木搬迁、保留

苗木清点结算等工作

协调落实中。公园二

期计划用 ３～４年时
间完成建设，“十二

五”期末开放。

■创建全国绿化模
范城区　为改善生
态环境，推进绿化林

业持续发展，宝山区

响应全国绿化委员

会的号召，于 ２０１０
年６月提出创建“全
国绿化模范城区”的

目标。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２日召开全区动员
大会，成立以区长为

组长，分管副区长为

副组长，相关委办

局、街、镇、工业园区

行政一把手为成员

的创建工作联席会

议，并组建区创模联

席办，牵头召开创模

工作推进会议。此

外，区创模联席办分

别与相关街镇园区、委办局、企业签订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目标责任书》，

编制《宣传工作方案》、《建设项目操作

流程及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项目技术

指导意见》等文件。２０１１年区创模联
席办实施开展全民动员、专场演出、媒

体宣传、街道宣传、宣传汇报片等五大

类２７项宣传活动。着眼“全国绿化模
范城区”目标，带领各街镇、绿化、农委、

水务等各部门按照分工负责制的要求，

建设生态公益林 ３３公顷、苗圃 １５０公
顷、河道绿化４１公顷，公共绿地１１０公
顷，对比 ２０１０年未制定的创模建设任
务，年底建成 ４９４９亩，完成 ８６７％，基
本达到森林覆盖率为１５％的创模绿化
指标，为 ２０１２年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区奠定基础。

■花卉景点布置　年内通过“三大主题
景点，一条景观道路”营造宝山区创建

国家模范城区的良好绿化环境。三大

主题景点是白玉兰广场、牡丹江路双城

路西北角、同济路宝杨路东北角。一条

景观道路牡丹江路。牡丹江路是宝山

区创建国家模范城区的主要景观道路，

沿线布置以花带花境与花球结合的绿

化景观。其他配套景点，即友谊路环

岛、密山路友谊支路口、区政府内、水产

路牡丹江路口，以及临江公园和罗溪公

园内花坛。宝山区创建国家模范城区

活动期间，全年换花共四次（局部换花

随时进行），每次换花量为 ３５万盆左
右，加上不间断换花量，四次总用花量

约１５０万盆，全区总花坛面积约 ５０００
平方米。 （徐妍敏）

表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新建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共绿地

绿地名称 位　　置 面　积
（公顷）

投资金额
（万元）

所属单位

滨江景观带一期
长江以西，滨江大道（规划）以东，宝杨路以北，
漠河路以南

７．８ ４６８７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表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绿地建设周期

项　　目 面积（公顷） 投资额（万元）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一、２０１０年结转项目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 １９．６ １３７９２．６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２０１１年５月

新建大场公园（暂名）一期 １０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２年９月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友谊公园改建 ４．７ ８００ 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１年８月

滨江景观带一期 ７．８ ４６８７ 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０１２年５月

顾村公园二期 ２５０ ２９．５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二、２０１１年新建项目

创模景点布置 ０．５ ５００ ２０１１年４月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徐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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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与邮政
■编辑　吴思敏

２０１１年６月９日，宝山区首条穿梭巴士１２１１路开通运营 区交运署／提供

交通运输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域内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有 ３５０６户，比上年减少 ４３２
户；拥有运输车辆 ２８９５９辆，增加 ４０９６
辆，其中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４６户，
运输车辆１６３６辆；集装箱运输企业３９９
户，集装箱运输车辆 １１４７８辆。汽车维
修等企业有３５０户，比上年增加１１户，
其中一类汽车维修企业１７户，二类汽车
维修企业１５７户，综合性能检测站２户，
三类汽车维修业户１５８户，摩托车维修
业户１６户。公交线路１１９条，比上年减
少２条；公交车辆 １７９５辆（空调车占
１００％），减少９８辆；线路里程１８９０１公
里，减少 １６０５公里。出租汽车企业 ２
家，运营车辆６７０辆。公共停车场（库）
８３户，比上年增加 ２户；停车面积
６５６２２４平方米，增加５９４５７平方米；停车
泊位１６９３７个，增加１２６８个。全年共审
批行政许可５４８件，行政备案５５件，行
政检查监管６９３次，出动执法人员２０７８
人次。在全年的行政许可、行政监管中，

未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道路运输管理　年内共办理道路运输
业新开业行政许可５２６户，其中专业运
输３７２户，非专业运输１５４户；外省市驻
沪运输备案 ９户。年审道路运输业户
２１１８户，年审车辆２５５３２辆。完成货运
业态诚信考核企业６９户（其中货运场站
２２户，危运企业 ４７户），建立车辆技术
档案 ４５７０份。移送车辆超保案件
４５件。

■汽车维修管理　 年内共办理机动车
维修经营行政许可１８户，办理机动车维
修业质量检验员证 ３２本，发放合格证
１８８８０本。完成辖区内一、二类维修企
业诚信考核１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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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４
家汽车维修企业开展以“消费与民生”

为主题的“３·１５”维权活动，共接待消
费者７８２０人次，解答各类咨询问题２９３
个，发放宣传资料１２９３６份，受理消费者
投诉２１９件；５１９８辆车享受到优惠折扣
工费，并为 ５２９０辆车提供免费尾气检
测、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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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路、穿梭巴士 １２１１
路、罗店社区巴士（罗芬路美丹路—罗

溪路祁北路）、顾村公园社区巴士（陆翔

路镜泊湖路—菊盛路宝安公路）、顾村

大基地社区巴士（菊太路陆翔路—鄱阳

湖路陆翔路）。完善地面公交与轨道交

通的接驳服务，调整公交线路走向 １０
条，分别为彭泾线（同时更名为宝山 ６
路）、彭石线（同时更名为宝山１４路）、

彭罗线（同时更名为泰罗线）、７２６路、
５５２路、２３２路、５２２路、９０路、１６５路和
顾村社区巴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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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条（宝山６路、宝山１４
路），落实宝山１１４条公交线路和１７７７
辆公交车公交换乘优惠政策。推进公

交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市民出行环境，

完成新建公交候车亭 ６０个，新建公交
站点３个（园康路站、潘广路站、宝杨码
头临时站），新建综合交通枢纽站 ２个
（富锦路、长江南路），设置新型立杆式

公交站牌 ７６０根。全年共审批公交线
路行政许可４件，校车备案３６件，核发
空调汽电车营运证副证 ５１９本。完成
区域公交线路、公共租赁自行车运营质

量考核以及２家出租企业的运价调整
工作。推进交通运输行业节能减排工

作，配合完成 ４００辆区域性出租车“油
改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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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停车场管理　年内共受理新开业
公共停车场（库）备案 １０户，新增泊位
１５４９只，新增面积７１６５６平方米。全区
共有１６条道路（６３５个泊位）实施停车
收费管理，收缴停车费２４４余万元。为
争创区双拥工作“六连冠”，对全区８３户
公共停车场实施“军车免费停放”牌的

更换工作。完成５２户公共停车场（库）
诚信考核工作，评出ＡＡ级企业５１户，Ａ
级企业１户。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开展“元旦、
春节安全生产”、“今冬明春安全生产”、

“两会期间行业反恐防范隐患排查”、

“打非治违”等专项行动，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年”、“安全生产月”、“安全隐患

大排查”、消防安全“五大活动”（大排

查、大整治、大宣传、大培训、大练兵）暨

“清剿火患”战役等各项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活动，共出动执法人员２０７８人次，
检查各类企业６９３户次，发出整改通知
书８份，移送案件４５件，重点加强公交、
出租、长途客运、危险货物运输等重点领

域的安全监管，行业安全总体受控。

（陈丽丽）

区交通行政执法人员检查非法客运车辆 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提供

交通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
大队坚持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对公共交

通客运、出租汽车、汽车维修、道路货运、

停车场（库）、客货运场站和驾驶员培训

学校各个职能管辖领域开展执法检查工

作。全年共开展日常稽查２１６１次，出动
执法人员１７１４２人次，执法车辆４５２４辆
次，全面检查公交线路１３７９条２８３６辆、
出租汽车１５２６辆、普通货运２７９６辆、省
际客运２９６辆、汽修企业２１７户、危险品
企业６９户、危险品运输３１７辆、停车场
（库）５９户、驾校１２户。共立案查处各
类违章案件２４２６件，其中出租汽车１０２
件、货运１９８３件、省际客运立案 ４６件、
汽修１５１件、停车场１０件、驾培５件，接
收公安移送的三轮非机动车擅自安装客

运设施案件３４９件、货运案件１３件，接
收区交运署移送二级维护案件４５件。

■打击非法客运　年内保持对非法客运
高压态势。（１）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以
副区长连正华为第一召集人，建立区整

顿交通市场秩序规范交通行政执法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２）组织专项整治。与
市交通执法总队机动一支队、区交警支

队联合开展“长安”系列机动车非法客

运专项整治行动，配合区交警支队开展

“四类车”（二轮摩托、三轮车、残疾车、

助力车）专项整治。（３）紧抓“四类车”
源头治理。由区公安分局牵头，与区质

监、工商等部门研究建立排摸、发现、执

法长效机制，依法查处非法生产、销售、

改装窝点，加大“四类车”源头整治力

度。（４）开展综合执法。抽调执法人员
与各街镇、区公安、城管、工商等部门成

立综合执法整治宣传队伍，齐抓共管，形

成合力，集中治理机动车乱停放、非法客

运、“四类车”违法载客、马路乱设摊等

社会面突出问题。（５）加强宣传报道。
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通过走进社

区、党员上街头、媒体报道等途径宣传非

法客运危害性，引导市民拒乘“黑车”、

文明出行，增强市民自觉维护客运市场

秩序意识。（６）强化日常巡查。通过增
加交通执法力量、加强常态巡查监管，加

大对区内公交枢纽、商业网点、医院、码

头等重点区域，特别是出租车候客区客

运秩序的维护，确保出租车行业营运秩

序稳定。

■公交行风建设　加强公共交通行业安
全监管力度，除开展日常执法检查外，全

体执法人员在双休日通过跳车检查的方

式对辖区１００条公交线路的１９６辆公交
车进行全覆盖突击检查，重点检查车辆

设施、规范服务、车容车貌等内容，对集

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至相关责任人，

督促企业及时整改，提高公交行业服务

质量，促进公交行风建设。

■出租车监督检查　紧抓出租行业监督
管理，严厉打击克隆出租车，开展“雷霆

１～６号”全市大联勤专项整治出租车行
业行动，集中整治违法经营、扰乱客运秩

序、侵害民众消费权益等克隆出租汽车

行为，共计出动执法人员３５３人次，执法
车辆１０１辆次，检查车辆 １７１辆。宝山
海博出租车公司、宝迪出租车公司的车

辆信息成功接入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

队ＧＰＳ卫星定位系统，通过查询正规出
租车的具体位置和信息，为查处克隆车

行动的开展提供高科技保障，提高稽查

工作效率。开展车身广告专项整治活

动，在码头、医院等出租汽车候客集中区

域进行突击执法检查，重点检查出租汽

车后车窗底部条幅广告、车厢视频广告

和企业经营轿车电话标识是否符合相关

规定，共检查出租车１９８辆。

■开展春运省际客运专项整治　保证春
运市场健康稳定，结合辖区春运工作，开

展重点区域、重点线路、重点车辆的交通

巡查，春运期间共检查各类道路客运车

辆５０３辆次，查获各类违章车辆２５３辆
次，其中１９９辆违法车辆被扣押。

■货物运输监管　采取路口设卡、道路
巡逻和上门检查方式，严查各类货运违

规行为。加强夏季危险化学品运输执法

检查，结合市执法总队组织的“长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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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长安五号”集中大联勤开展专项

整治，共查处违章４９件，全力阻截危险
化学品运输车辆进入道路，确保危险品

运输市场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集装箱运输专项执法检查，

重点检查辖区内未经许可从事道路集装

箱运输、未经许可从事集装箱货运场站

业务以及外省市驻沪运输车辆未进行备

案等违法经营行为，共计检查集装箱堆

场１１家，危险品运输企业１７家，货运车
辆２４７辆，查处违章案件１９２件。

表１ ２０１１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表
上海—岱山—普陀山

全程 船名 上船码头 上海开 到岱山 到普陀山 普陀山开 岱山开 到上海

１３４海里 普陀山 吴淞客运中心 １９∶３０ ０５∶４５ ０７∶３０ １６∶４０ １７∶３０ ０６∶００

上海—崇明新河

始发港 开船时间 目的港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
０７∶４５

１１∶３０
崇明新河

　客运问讯电话：５６５７５５００（７∶３０～１９∶３０）。服务质量监督电话：５６１７０１３８。

表２ ２０１１年上海吴淞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序号 线路 时间 备注 序号 线路 时间 备注

１ 泗阳 ６∶００

２ 启东 ６∶５０

３ 固始 ６∶００

４ 滨海 ６∶００

５ 缙云 ６∶００ 隔天班

６ 响水 ６∶２０

７ 盐城 ６∶４０

８ 成武 ６∶４０

９ 商丘 ７∶００

１０ 如东 ５∶４０ 配载车

１１ 沭阳 ８∶００

１２ 霍邱 ８∶００

１３ 道县 ９∶００ 隔天班

１４ 泰州 ６∶１０ 配载车

１５ 溧阳 ６∶５０ 配载车

１６ 江都 １１∶５０ 配载车

１７ 启东 １２∶５０

１８ 滨海 １１∶４５

１９ 郓城 １５∶００

２０ 六安 １５∶００

２１ 沈丘 ６∶００

２２ 颍上 １５∶３０

２３ 黄冈 １５∶３０

２４ 利辛 １６∶００

２５ 汝南 １６∶００ 配载车

２６ 寿县 １６∶００

２７ 苍山 １６∶３０

２８ 巨野 １６∶３０

２９ 固镇 １６∶４０

３０ 界首 １７∶００

３１ 颍上 １７∶００

３２ 霍邱 １７∶００

３３ 泗阳 １８∶００

■无证汽修专项整治　加强区域内机动
车维修企业日常检查，联合区工商执法

人员开展检查，对企业经营活动中采用

扩大、虚报、擅自增加维修作业项目和超

经营范围等违章进行查处。维护合法经

营者和消费者的正当权利，加大无证汽

修摊点稽查力度，全年共查处无证汽修

摊点１１０家。

■维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秩序　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制定元旦、春节、端午、国庆

等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执法勤务方案，细

化整治措施，加强各项安保措施落实，重

点检查运输企业各项安全责任制落实、

客运站门检制度以及车辆技术状况、驾

驶员从业资格等方面情况，对检查发现

的问题和隐患，落实责任及时整改到位，

做好各类事故的预防工作，确保轨交 ７
号线刘行站和潘广路站开通、上海吴淞

港国际邮轮码头开港、第七届上海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节等重大活动和节假日期

间辖区内交通营运市场秩序和道路交通

安全。 （陈瞡晔）

水陆客运
■上海宝山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至
年末，宝山巴士公司拥有营运线路 ６９
条，其中市区线路４９条，郊区线路７条，
专线４条，村村通线路４条，社区巴士５
条；拥有营运车辆１００５辆，其中路线用
车９８４辆，团客车 ２１辆。全年运客数
１６５４３２６９８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３５％；日
均运客数４５０２３７人次，增长１３５％；全
年行驶里程６６８１５４５４公里，日均行驶里
程１８３０５６公里。年内，公司根据市民出
行需求，新辟线路、降低票价，进行线网

调整，共撤销、新辟、延伸、调整线路 ９
条。１月２６日，对彭泾线、彭石线、彭罗
专线开展线路调整工作。“三彭”线路

分别由彭浦新村终点站缩线至富锦路、

富锦路和泰和路终点站，其线路更名为

宝山６路、宝山１４路和泰罗专线；更名
后的宝山６路和宝山１４路实行无人售
票，票价由原多级制最高的７元、５元调
整为２元单一票价，宝山６路双向末班
车发车时间延长１个半小时；宝山１４路
杨北路?川路头班车发车时间提前至

５∶４０。３月２６日，宝杨码头专线停运。４
月２３日，８５１路暂停营运，由７２６路实施
归并营运；４月３０日，８１０路暂停营运，
由５５２（区间）实施归并营运。上述线路
实施归并营运后，既可方便市民出行及

换乘轨道交通，又可减少因公交线路重

复导致道路拥堵矛盾的出现，对提高道

路通行能力发挥积极作用。６月 ９日，
公司新辟穿梭巴士１２１１路，满足淞南地
区居民就医、就读、购物等短途出行需

求，为该地区居民换乘地铁３号线出行
提供便利。６月２８日，公司新辟陆翔路
镜泊湖路—菊太路宝太路线和菊太路陆

翔路—鄱阳湖路陆翔路线两条社区巴

士，满足顾村地区居民换乘地铁７号线
的出行需求。１２月３１日，泰罗专线更名

为宝山１６路，同时实行无人售票，执行
单一票价，票价由原来的 ５元降低为 ２
元。１２月３１日，８１２路南?藻路场北支
路终点站迁移至共和新路长江西路站。

（田　?）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年内，公
司车客渡运输和港口服务业务萎缩，“三

岛”（崇明、长兴、横沙）航线仅维持新河

航线运营，省际航线缩减至每日 １班。
公司向开发建设、现代物流和物业管理

业务调整转型，总体经营形势保持平稳。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全年到发旅客

２２９４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３７９０％，其
中，发送省际航线旅客 １１１８万人次，
“三岛”新河航线旅客２８８万人次，到达
省际航线旅客５８６万人次，“三岛”新河
航线旅客２８２万人次。完成三岛车渡
总量０４２万辆次，比上年下降５０５９％。
停靠出发长江游船２１艘次，比上年下降
７７６６％。春运期间，发送省际旅客１０８
万人次，比上年下降１５６３％；三岛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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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７万人次，下降 ５８８９％；三岛车辆
００４万辆次，下降５０％。全年完成货运
总量１８６万吨，比上年增加１０２５％。电
子售票中心全年出票７２９６万张，比上
年下降１２７２％。巴士高速吴淞客运有
限公司全年发车１０２万班次，比上年下
降３０１４％；完成客运总量 ２６５４万人
次，下降１４８％。年内，上海旅游集散中
心宝山站接待游客２１５０人次，比上年减
少１０２６人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吴
淞口长途汽车客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淞宝路商办楼“三水国际”项目，总

投资约１５亿元，建筑面积约３３万平
方米，于７月完成结构封顶。公司下属
上海吴淞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年内承

揽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和宝山区淞滨路

２８号招商服务大楼的物业管理工作。
公司代表宝山区政府与长江轮船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建设的吴淞口国际邮轮码

头，于１０月１５日正式开港。公司代建
的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于１０月１８日正
式开馆。年内，公司获上海市“二星级诚

信企业”、宝山地区春运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公司客运旅游服务中心票务班获上

海市巾帼文明岗称号。 （陈怿捷）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
由于三岛水运市场持续低迷，客轮公司

依靠大股东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的借

款，维持三岛车、客运输的安全和畅通。

全年共完成客运量１８８２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１２１％；完成车运量３６８８万辆
次，增长 １４４６％；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５０８５万元，增长 ３４％。由于燃油价
格上涨等成本因素，利润严重亏损，但亏

损幅度比上年有所减少。３月，公司停
开吴淞—南门客运航线；１２月，停开吴
淞—新河车客渡航线；整合吴淞—长兴、

吴淞—横沙高速船航班，推出吴淞—长

兴—横沙（横沙弯靠长兴）全航线形式，

提高船舶上座率。船舶方面，公司安排

“沪航２”轮、“沪航３”轮、“沪航１６”轮、
“沪航１７”轮退出运营。３月，公司把长
横对江渡车票价格上浮１元／吨，并同比
调整崇明航线的车辆代价券价格；４月，
崇明航线车票价格上浮１元／吨。公司
全年长横对江渡完成客运量１０１４７万
人次，车运量 ２９５２万辆次，实现营收
１２９９万元。为弥补主营业务的亏损，公
司大力发展其它业务，全年共承运各类

危险品运输任务２４０航次，其中吴淞至

崇明新河１５０航次，吴淞至长兴岛９０航
次。作为上海市唯一从事殡葬撒海的企

业，公司与飞思海葬通力合作，共计完成

海葬包船３３航次，另有其它形式的团体
包船１０次。１２月，为节约运营成本，盘
活存量资产，公司办公地点从吴淞客运

大楼整体搬迁至综合楼（原售票处），同

时对吴淞客运大楼启动整体招租。１２
月３１日，公司取得三岛客运财政补贴，
弥补部分亏损，但长兴—横沙对江渡因

属于崇明县区域交通，未被纳入补贴范

畴。公司在规范使用财政补贴的基础

上，继续做好企业的主营业务、重点业

务，压缩各类成本费用和日常开销，尽一

切办法弥补亏损缺口。年内，公司蝉联

三届“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并被评为

“安康杯”竞赛全国优胜单位。

（沈嘉斌）

邮政
■概况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邮政公司宝山
区邮政局辖 ２０个支局、３９个邮政所、１
个邮政服务处、３个大宗邮件处理点；撤
销邮政所２个（塘西街邮政所和商务中
心邮政所）、邮政服务处１个（逸领邮购
邮政服务处）；从业人员１７３６人，劳动生
产率为 ２４５７万元／人·年。全局投递
邮路６３８条，开箱邮路１５条，汽车投递
邮路２１条，自行车投递邮路６２２条，邮
路总长度 １４６万公里。设有信筒信箱
３４６个。全年业务总量４７５亿元，实现
业务收入 ４２７亿元元。发送函件
１０３４８６３万件，增长 ６４６％；报刊累计
订销数１５０亿份，增长４１７％。年末邮
政储蓄余额 ８３４６亿元，比上年净增
１５６９亿元。该局获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度上海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
赛区）优胜单位、２０１１年度上海企事业
单位治安保卫先进集体、２０１０年度上海
邮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六比”先进单

位、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邮政公司民兵基层
建设达标先进单位、２０１０年度上海邮政
系统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２０１０年度
上海市邮政公司文明单位等称号；局团

委被评为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邮
政公司“五四”红旗团组织；局工会被评

为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邮政先进
“职工之家”；友谊路支局被评为上海市

“三八”红旗集体。年内，该局在宝山区

政风行风测评中位列第６名，测评分值

为８６２８分。

■推出首个“同心圆”项目　６月，区邮
政局推出首个自主开发“同心圆”项

目———《上海培训》。《上海培训》是由

宝山区邮政局主办，红帽子应用软件推

广服务社协办，以各类中小学教育机构

为中心，以全市中小学生家庭为辐射范

围，按距离投递的一份集“拼版”广告与

教育类为一体的数据库商函期刊杂志，

主要让学生家长及时了解优秀培训机构

招生信息，为沪上优秀培训机构提供一

个诚信宣传平台。《上海培训》首期发

行量１７万本，其后以季刊形式定期出
版，免费投递赠阅上海广大中小学生家

庭。《上海培训》成功运作，是对商函数

据库业务发展模式的一次创新。

■携手少年邮局设摊学雷锋　３月 ５
日，区邮政局与区行知初级中学“小陶

子”少年邮局联合参与由友谊路街道组

织筹办的“三五”学雷锋义务设摊活动，

为周边居民提供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免费

便民服务，其中有寄信盖戳、测量血压、

健康常识宣讲等。

■协助公安民警擒获通缉在逃嫌犯　３
月７日，区邮政局下属翔殷路支局受杨
浦公安分局委托，要求协助追捕网上通

缉在逃嫌犯。该局获悉后，立即下令支

局全力配合公安人员，并派安全保卫工

作负责人赶赴现场协助办案。双方商讨

后迅速形成协助抓捕实施方案。支局综

合柜业务员和２名营业员从当日业务单
据邮局留存联中将嫌犯资料找出，支局

领导打电话联系到嫌犯，以需和营业员

核对当日存款金额为由将其诱至用户接

待室，并协助公安人员、局安保人员将其

擒获。

■个别局、址、邮编变更　５月２１日，友
谊路支局邮政编码由 ２０１９００变更为
２０１９９９。６月２４日，翔殷路支局更名为
政本路支局，由翔殷路１０９５号迁至政本
路１８０号，局所代码 ２００４３３，机构代码
２００４３３０１，营业时间、投递作业频次、服
务功能不变。６月２５日，宝山区局机要
通信站由牡丹江路１７４５号迁至牡丹江
路１３１７号宝山区邮政局院内，营业时间
为工作日１２∶３０～１６∶３０。 （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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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燃气·自来水
■编辑　吴思敏

电力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至年末，
电厂有员工１０４０人，其中具有中高级以
上技术职称１１４人，占１０９６％。全年完
成发电量 ７６８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１５％；累计发电量 １６５７９２亿千瓦时。
机组年利用小时达 ５９０８１６小时，列上
海同类型电厂第一。由于煤价持续高位

运行，全年亏损 ４９４５７６万元。年度综
合结算电价 ４４１１１元／千千瓦时（含
税），年销售收入 ２６４６亿元（含税）。
年内完成３、４号机组贫煤改烟煤技术改
造，达到机组改造预期目标。全年采购

电煤３９５４４万吨，耗用原煤 ３８１１７万
吨。在４台机组脱硫设备全部投用的情
况下，实施３、４号机组技术改造，两大节
能指标再创厂历史最好水平，综合供电

煤耗完成３３４５６克／千瓦时，下降２３１
克／千瓦时；综合厂用电率完成５７２％，
下降０３１％。全年脱硫系统投运率达
到９９９２％，脱硫效率 ９４８８％，灰渣综
合利用率 ９０１％，脱硫石膏利用率
１００％，其他污染物合格排放。全年未发
生重大设备事故、火灾事故、人为误操作

事故、企业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重大

环境污染事故、企业负责的轻伤以上人

身事故；落实各级责任，狠抓各项措施的

落实，连续安全无事故达到３６５天，累计
连续安全无事故１０５５天。依据《上海市
电力发展“十二五”规划》，启动２１２６ＭＷ
高效超超临界大机组前期工作。８月１９
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承办“为党歌

唱、为华能喝彩”大型文艺演出，获第五

届上海市“五一文化奖”最佳文艺汇

演奖。 （徐宏伟）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至年末，
电厂有员工４７８人，其中具有中高级以
上技术职称１０９人，占２２８％。电厂以
争创效益为中心，以管理创新为动力，全

力打牢安全基础，着力提升经营水平，完

成全年各项任务。电厂一、二期机组全

年累计完成电量１４２７２亿千瓦时，累计
利用小时分别为 ６１７７小时和 ５１９９小
时；一、二期累计生产供电煤耗分别为

３０６７０克／千瓦时和２９５６７克／千瓦时；
累计生产厂用电率分别为 ３６０％和
４９６％；累计完成合并税前利润５３２亿
元，其他各项经济指标均全面完成并优

于上级公司考核值。年内坚持节能工作

常抓不懈，坚持管理与优化并重，务实做

好节能降耗工作。为争创公司系统优秀

机组，电厂组织召开专题会，分析企业的

节能降耗形势，制定能耗指标创优规划，

并落实各项能耗指标创优措施，确保机

组“压红线”经济运行，如期完成目标任

务。通过机组检修、运行优化，确保了锅

炉高效运行，各项指标明显好转，达到公

司的创优标准。做好各项环保工作，通

过加强设备巡检和消缺，提高一、二期脱

硫设备和二期脱硝、脱碳设备的可靠性

和可用率，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全年

企业污水、废气、固废等各项污染物排放

指标达标率１００％，电除尘投运率达１００
％；废水回用率 ９９％，污水处理率达
１００％；粉煤灰综合利用率１００％。市环
境监察总队及市容环卫监察站对该厂进

行的月度及年度排污监督检查，情况良

好，执法强检指标优于国家及地方的控

制标准。全年企业未发生重大设备、火

灾和交通责任事故，未发生人身死、伤事

故，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危及电网安

全的事故，安全生产延续并保持总体平

稳的态势。 （邢　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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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０余人，其中技术人员１６０
人；下设１３个部室、７个车间，固定资产
５亿余元。２０１１年，煤气产量为２７００２８

万立方米，达到上海城市人工管道燃气

３２％的供应量，并生产热能供气、余热发
电，各项燃气质量指标均达到国家一级

标准。主体生产设备包括：６台日产２８
万立方米天然气改制炉，３台蒸发量各
为３５吨／小时，压力为 ３９兆帕的中压
煤锅炉，３台装机容量各为３０００千瓦背
压式余热发电机组，９台往复煤气压送
机，５台螺杆式煤气压送机和 ２套日处
理共为１８０万立方米的回收净化配套装
置，每小时处理能力为１０００吨的水厂１
座，每小时处理能力为４２０吨的生化处
理装置１座，３５千伏总降变电站１座，用
于生产调度的 １万立方米、１５万立方
米、２万立方米和７５万立方米气柜各１
座，上煤原料码头 １座（码头岸线长度
２１０米）煤场焦场 ２万平方米，容积为
３０００立方米油槽１座，容积为１万立方
米油槽２座。公司形成以３台燃煤锅炉
为热源、３台３０００千瓦的发电机组、长度
达４８公里的用户供热管网，年对外供
蒸汽４万余吨，年发电量近１２００万千瓦
时。公司针对输气变化大、气源种类多

的现状，完善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各级

组织系统。全年未发生伤亡、火警和交

通事故，连续１４年实现职工工伤死亡事
故为零、重大火灾事故为零、重大交通责

任事故为零、重大危险品泄漏事故为零、

重大生产设备事故为零；职工重伤、轻伤

事故及一般火灾事故均控制在上级下达

的“五零一控”安全生产指标内。

（吴为文）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至年
末，公司有职工３５４名，其中工程技术人
员８８名。全年生产城市煤气 ８２２３０６
万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５２０１８４万立方
米；煤气最高日产量为 １３９３３万立方
米；１００％完成煤气生产调度令。公司主
体生产设备包括日产２１０万立方米的城
市煤气制气生产线 ３条、１万吨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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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专用码头和总容量为８５８万立方米
的油槽。年内，公司通过危险化学品从

业单位安全标准化二级复审，完成石洞

口燃气生产和能源储备项目码头扩建工

程，建成一座３万吨级危险品码头，该扩
建工程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重大工程文
明工地。陆域工程完成土建施工及仪

表、设备安装，将建成５座７０００立方米
储罐、１０座１万立方米储罐及各项公用
配套设施。公司检修部电工组的《降低

天然气制气装置电伴系统故障率》获上

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２０１１年度
优秀 ＱＣ成果一等奖；仪表组的《降低
３５ＫＶ总降站电压气故障率》获上海市
市政公路燃气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展

示会ＱＣ成果奖。 （贝　蓉）

长江原水厂厂景 长江原水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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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人，其中
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５０人。为配
合青草沙原水工程通水调试切换，长江

原水厂延续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期
间在安全保卫、生产运行、设备维护、应

急演练、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做法，制

订详细保障措施，组织开展各类切换试

验和演练工作。由于青草沙凌闸支线成

功切换，长江原水厂供水量有所下降，全

年实现供水量 ５２２亿吨，比上年减少
０７７亿吨，下降１２９３％；日平均出水量
１４３万吨，减少２１１６万吨；最大日供水
量１７３０６万吨，减少１２６４万吨。年内
成功抵御７次咸潮入侵。全年共完成９
台机泵大修任务以及相关串调自控改

造、自动化调试、自动化监控系统改造、

变频器改造等一系列更新改造，完成第

一取水泵站配电系统及自控系统改造，

基本具备无人值守条件。全年接待外单

位参观２８批次、５８０人次。８月１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

声来厂视察工作，对长江原水厂精细化、

规范化的生产运行给予肯定。８月 ２６
日，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来厂调

研工作，对长江原水厂的安全保卫管理

和厂区环境建设给予肯定。长江原水厂

被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上海市企事

业单位治安保卫协会授予“治安保卫先

进集体”称号，被国家公安部反恐怖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授予“国家反恐怖防范

试点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生产设备

检修维护的精细化管理在原水供应保障

型企业中的应用》的管理创新成果被上

海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委员

会评为“２０１１年上海市企业管理现代化
创新成果”二等奖。注重青年技术人才

的培养，始于２００９年的“青年技术攻关
计划”，通过组织引导、制度保障、典型带

动、激励机制等措施，让青年人才参与到

企业的科技、管理和文化创新之中，由硬

件开发小组自主研发的《长江原水厂安

全生产紧急事件报警系统》被上海市总

工会评选为市安全生产金点子三等奖。

（魏巧芬）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至年末，吴淞水厂有职工７８人，其中各
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２６人。全年完成
总供水量４７０３万吨，比上年减少１６０万
吨，下降３２８％；日平均出水量１２８９万
吨，减少０４７万吨，下降３５３％；最大日

出水量１５５０万吨，减少１１８万吨。在
线仪表完好率、调度指令保证率、调度指

令执行率均达到１００％。年内围绕全面
完成上级公司下达的生产经营服务供应

考核指标任务，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制水

设备年度７２项大修任务，夯实高峰供水
及全年服务供应坚实基础。组织开展安

全月活动，强化应急预案培训演练，提高

一线职工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吸

取上海“１１·１５”重大火灾事故教训，开
展“清剿火患”专项整治活动；参与公司

“１１·９”消防日比赛，获女子６０米、男子
１００米麻袋灭火第一名。投资１１万元，
完成厂区１４００平方绿地植被改造；投资
１４９５６万元，更新改造６只次氯酸钠储
液桶和进液设备、综合滤池 １０只排污
阀、二级集水井２只进水阀和１只隔离
阀等生产设备；投资３９４６万元，完成双
阀滤池清水管、围墙桥架、生产监控工况

网服务器、电话总机等生产生活设施大

修理；投资２００万元，完成厂区全部围墙
大修。吴淞水厂工会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达标单位”、

被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上海工会优秀职

工书屋示范点”，吴淞水厂获上海市建设

健康城市２０１０年度健康先进单位称号，
厂保卫科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公安局治
安保卫先进集体。吴淞水厂开展“创先

争优”党建活动，党员岗位承诺亮牌创

岗。“红旗飘映百花开，党员立言树铭

牌”活动获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总公司

基层党建创新成果三等奖，厂党支部获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总公司“服务世博、

奉献世博、建功世博”先进基层党组织、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总公司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厂党支部书记赵雪勤被评为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总公司系统优秀党

务工作者。 （陈永昌）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至年末，月浦水厂有职工１０２人，其
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２４人。全
年完成供水量１０３８８万立方米，比上年
减少５１０万立方米；日平均供水 ２８４６
万立方米，减少 １３９万立方米，下降
４６％。年平均出厂水浊度为００４ＮＴＵ，
优于国家规定标准（国标为≤１ＮＴＵ）。
主要生产设备完好率、在线仪表完好率、

出厂水四项指标合格率、调度指令执行

率均达到 １００％。４月 １９日，自陈行水
库至月浦水厂原水管由二根增加至三根

并顺利通水。６月，投资２２万元对１＃原
水阀进行更新，确保当加药加注点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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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仪发生故障时对原水的及时切换。为

确保安全用电，１２月１９日，使用了１９年
的厂１０千伏高压配电室改造工程正式
动工。做好安全生产“六化”（安全制度

规范化、安全设施标准化、现场布置条理

化、设备材料定置化、上岗行为规范化、

环境面貌最优化）由点带面向纵深发展

工作。 （宣永明）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至年末，有职工１２７人，其中各类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员３１人。全年供水总量
为２４５３９万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２９６万
立方米，日平均出水量６７２万立方米，
最大日出水量 ７６４万立方米。出厂水
平均浊度为 ００４１ＮＴＵ，比上年降低
０００３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标准，出厂水
四项合格率达１００％。该厂原水取自长
江水源，主要净水设备有８座平流式沉
淀池，４４格 Ｖ型滤池，５座清水库，３座

出水泵房等，供水能力达到 ８０万立方
米／日。该厂运用现代化企业管理和自
动化管理系统对整个制水工艺进行连续

监测和控制，有效保证出厂水质和供水

服务。在全面签约安全生产责任制基础

上，加大安全投入，建立新的技防监控系

统，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对厂

重点要害部位实时监控，确保水厂的安

全要求。 （严　鹂）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自来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单位

综合合格率
％

浑浊度
（ＮＴＵ）％

余氯
（毫克／升）％

细菌总数
（个／毫升）％

大肠菌群
（个／１００毫升）％

平均浑浊度
（ＮＴＵ）

厂用率
％

主要设备
完好率％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吴淞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７ １００ ９９．３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６ ３．８８ ３．６７ ９８．５ １００

月浦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８ １００ ９９．３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４ ３．８ ２．８８ ９８．５ １００

泰和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４１ ３．５４ ２．８６ ９８．５ １００

星月国际商务广场 摄影／经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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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与文化
■编辑　刘　娴

科技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结合区域发展
优势和区情特点，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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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目标，以发展高新技

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大

政府科技投入，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推动科技成果应用和产业化。围绕科技

企业成长规律和阶段需求，拓宽扶持区

科技企业发展政策，整合区级财政安排

的支持产业发展的各类财政资金，出台

《宝山区关于加强“调结构、促转型”支

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若干意见》和

《区科技创新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９个
细化管理办法，形成“１＋９”财政专项资
金政策体系；编制重点产业发展支持指

导目录，开通“专项资金网上申报平

台”，发挥专项资金引导产业发展的经济

杠杆作用；投入３５亿元作为专项资金，
扶持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集聚发展，促进

宝山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完善科技孵化

平台，发挥科技企业孵化器资源和载体

优势，引进和培育优势企业、打造产业品

牌，推动科技研发企业孵化和集聚发展。

至年末，全区拥有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

３家、市级专题性科普场馆４家、市级科
普教育基地１１家。

年内，宝山区顺利通过 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科技进步区考核，并成功
创建为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度全国科普示
范城区。受理研发费加计扣除鉴定７２８
项，对１４６１件专利予以 １３７４８万元的
代理费资助。联合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

行等相关金融机构，授予科技小巨人资

金信用额度４０００万元。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至年末，全区共
有高新技术企业１２５家，全年累计实现

总产值３４６亿元。年内，有５１家高新技
术企业通过复审；４家企业被评为宝山
区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有４６个项目
列入国家、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６家
企业被评为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

企业，获国家、市扶持资金２０８５万元，３３
个项目列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５
个项目入选“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项目百佳”。

■科技发展基金扶持项目　区科技发展
基金全年扶持项目８９个，涉及农业、医
学卫生、教育、工业４个领域，支持经费
６１７５万元。匹配市级创新资金、重点
新产品、科技小巨人等项目２６项，匹配
经费８１４万元。

■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　年内新建“上
海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复旦软件园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以上海复宝软件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为运作载体，在孵企业有２１
家。庙行电子商务孵化器以物联网技术

为核心，以上海智力产业园为依托，孵化

器面积近万平方米，在孵企业４２家，毕
业企业３家，全年销售总额１６亿元，税
收２０００余万元。上海动漫产业孵化器
以宝山科技园为载体，围绕“科技”核

心，构筑“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和产业

园”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孵化器面积

１１万平方米，在孵企业４７家，毕业企业
６家，全年销售总额 ３２１亿元，税收总
额２７０９万元。

■技术合同登记　年内完成技术合同认
定登记 １７３项，成交金额 ２４０１７２７万
元，合同数量比上年增加 ２１８％，成交
金额增长５７６％。其中，技术开发合同
１６８项，成交金额２３３２７２７万元；技术转
让合同３项，成交金额５３０万元；技术服
务合同２项，成交金额１６０万元。

■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　全年组织实
施产学研合作项目 ３５项，创新服务平
台项目 ３个，核定支持资金 ８５５万元，
带动企业研发投入超过８０００万元。经
统计，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立项的６２个产学研
合作项目申请专利１１２项，其中发明专
利３９项，制定技术标准 ２４项，形成论
文４３篇。年内定期举办“宝山区产学
研合作沙龙”，组织参观交流活动，为高

校和企业交流合作提供平台。

■推进产学研合作　支持企业与高校、
院所联合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

实验室等形式的联盟。同济大学沈祖

炎院士在上海钢之杰钢结构有限公司

建立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对华东理

工大学等１０多所参与宝山区科技创新
活动的高校、科研机构给予 ３８万元奖
励。收集１０００多台大型仪器设备的基
本资料以及市、区二级支持科技资源共

享的相关政策，编印《宝山区科技创新

资源共享服务指南》。年内共有 ８６个
项目使用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获大型仪

器设施，并获市、区两级财政补贴４５４
万元。

■专利申请总量　全年专利申请量５１５９
件，比上年增长 ２０％，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发明专利１８８９件，实用新型专利
２７９６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
占专利申请总量的９０８％。区专利授权
总量３３６６件，其中，发明专利７５１件，实
用新型专利 ２３１５件，占区授权总量
的９１１％。

■科普工作　２０１１年，区科普经费总额
１３６５５万元，科普工作连续７年列入区
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流动科技馆”、

“青少年机器人制作与探索中心”、“万

人科普培训”３项区政府科普实事项

１０２



目，“万人科普培训”全年举办科普培训

讲座５７７期，参加培训的市民达 ３１８９６
人次。２０１１年宝山科技节围绕“携手
建设创新性国家———科技创造美好家

园”的主题，结合区域工作特色和实际

情况，紧贴民生需求，举办“科学嘉年

华”、“科技进军营”、“院士讲坛”、“近

期经济热点与前瞻”讲座等１００多项科
普活动。全国科普日活动以“走进科

学———能源、生态、安全、创新”为主题，

举办“合理使用抗生素社区巡展”、“公

共安全进社区”、“大场动漫科普日”、

“科普旅游欢乐行”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受到市民的欢迎。两项活动集中展示

和传递健康知识、低碳生活、崇尚科学

等内容，共吸引 １００多家企事业单位、
１０多万宝山市民参与。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建成开放　上
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位于吴淞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由宝山区政府投资建设，

华东师范大学总体设计，总投资 ２亿
元。２００９年 ８月开工建设，２０１１年 １０
月１８日正式开馆运营。上海长江河口
科技馆是一座以长江河口知识和历史

演变为背景，集科普教育、科学研究和

旅游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公益性科普

场馆，是宝山区第一个科技馆，列为上

海市专题性科普场馆。它重点展示长

江河口的自然生态、科技应用和人文历

史等知识，是融科普、科研和爱国主义

教育为一体，具有宝山区域特色的多功

能体验式综合场馆。科技馆整个场馆

占地面积６０８４平方米，建筑面积 ７７０７
平方米，共设５个展厅计５１个展项，展

示面积３６３０平方米。５个展厅分别是
序厅、资源与环境厅、科研与应用厅、人

文与历史厅、临时展厅，另有四维影院、

会议中心、咖啡吧、售品部等公共服务

场所。

■科普惠农　年内为北部农村建设“青
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室外互动科普电

子屏”、“温感科普墙”等科普设施。新

建２１个农村科普画廊，至年末，区内农
村科普画廊总数达到９３个，实现村级全
覆盖。投入５０万元启动农村科普惠农
示范点建设，推进新型适用科技成果向

农村汇集应用。罗店天平村成功创建市

级“科普惠农示范基地”，罗店镇光明

村、月浦镇中田水果合作社创建区级“科

普惠农示范基地。 （沈佳丰）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获国家、市资金支持科技项目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获国家、市资助金额 区资助

获国家、市科技资金支持的项目

国家火炬计划（１） 天然中草药提取透皮导入试剂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家重点新产品

计划（４）

ＦＨＯＧＤ型单螺杆空压机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０

ＧＳ型复合聚四氟乙烯过滤器材 上海过滤器有限公司 ６０

玻璃酸纳注射液２．５ｍｌ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６０

ＨＰＭＶ－ＤＮ中高压交流电动机固态软起动装置 索肯和平（上海）电气有限公司

国家创新基金

（１６）

手性工艺高效合成紫杉醇／多西紫杉醇中间体 上海百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国家）

耐高温铸铁软密封蝶阀 上海东方威尔阀门有限公司 ６０（国家）

锆莫来石质高温陶瓷焊补材料 上海杰汇炉窑新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点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上海锦宜仪器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晶中短期意外险无线实时承保软件Ｖ１．０ 上海晶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５（国家）

ＳＵ０１型电能负荷监测仪 上海楷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７Ｎ高纯氨 上海普锐克索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８０（国家）

小型柱面镜多光栅光谱分析仪 上海谱纳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ＧＳＹ－Ⅲ系列智能化高适应全回路高压验电器 上海琦峰验电器有限公司 ６０（国家）

数字化商品追踪系统管理平台 上海千帆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国家）

Ｂ·ＺＴ－ＩＩ型全自动软管注肩机 上海三槐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国家）

高温液态冶金渣回收系统用渣罐倾动装置 上海耀秦冶金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６５（国家）

可进行光分解的抗菌增氧ＰＥＴ纤维 神恩备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ＦＴＳ型地面综合检测系统 上海凯迪克航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８０（国家）

视频监控光传输和交换平台系统（ＶＭ８０００） 上海巨视数码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８０（国家）

一种复合ＰＥ粉末热喷涂石油天然气管道防腐涂层 上海海隆防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１４０（国家）

科技启明星计划 高强高韧钻杆的研制 上海海隆石油管材研究所（欧阳志英）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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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获国家、市资助金额 区资助

创新资金一般项目

（１７项）

ＦＴＳ型地面综合检测系统 上海凯迪克航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ＷＳ１固体润滑复合膜 比尔安达（上海）润滑材料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硫磺制硫酸装置低温位余热回收（ＤＷＨＳ）技术 上海奥格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用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ＭＸ２９９９视频矩阵 上海安防电子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生产大型模具所用弹簧的高性能异形钢丝材料 上海三联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钢铁冶炼分析试样全自动快分风动送样系统 上海美诺福冶金设备材料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视频监控光传输和交换平台系统（ＶＭ７９９９） 上海巨视数码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精密调速扩大功率ＸＰ型差动链式无级变速器 上海中纺机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基于云存储和交换数据中心的平台系统 上海好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大容量数字化井站生产数据测控系统 上海江润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面向电力行业的智能型综合功率检测仪 上海宝钢安大电能质量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基于云的实时“智云”ＩａａＳ管理系统 上海安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ＡＣＰ－９９视力投影仪 上海雄博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玻纤增强纳米复合β晶无规共聚聚丙烯管道系统 上海英泰塑胶有限公司 １５（市）

数字地球的三维模型动态加载技术开发 上海九运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ＷＥＢ２Ｄ国际贸易职业能力拓展实习平台 上海远恒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宽温区耐开裂厚壁绝缘电缆 上海赛克力特种电缆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创新资金初创期

项目（２项）

商国集群化网络游戏引擎软件及封装模块 上海商国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１０

基于ＧＰＲＳ的水质水位在线远程实时监测系统 上海环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１０

创新资金重点

项目（１项） 一种复合ＰＥ粉末热喷涂石油天然气管道防腐涂层 上海海隆防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３０（市） ３０

星火富民科技

项目（１项） 奶牛生态养殖循环经济农业标准化示范 宝山区种畜场 ２０（市） １０

市级小巨人企业（１）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０（市） １５０

市级小巨人企业

（５）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上海航发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

（含培育）企业研发

后补助计划（３）

超高纯氧化铁产业化研究 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

铁路信号智能化无触点电子执行单元 上海亨钧科技有限公司

宝钢冶炼渣综合利用技术研发 上海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小　计 ２２６５ ９５０

２０１０年全国科普
农村示范基地

罗泾镇陈行村 ２０（国家）

专题性科普场馆 玻璃博物馆 ２００（市）

科普教育基地参与

二期课改项目

东方假日田园 ２７（市）

海军上海博览馆 ２７（市）

上海市科普示范街镇
高境镇 ２５（市）

庙行镇 １５（市）

上海市科普教育

基金会公益项目
庙行镇科普活动室 ８（市）

小　计 ３２２

合　计 ４９７３ １５７５

３０２

科　技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 单　位　名　称 编号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序号 单　位　名　称 编号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１ 上海研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１８８ 电子信息技术

２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４４７ 电子信息技术

３ 上海亨钧科技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７２６ 电子信息技术

４ 上海西艾爱电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４５１ 电子信息技术

５ 上海安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０２９ 电子信息技术

６ 上海中规钢材电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０９７ 电子信息技术

７ 上海壹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１６９ 电子信息技术

８ 上海澳马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７６ 电子信息技术

９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６２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０ 上海宝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８７９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１ 上海宝钢工业检测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７６４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２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７１０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３ 上海宝钢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８７７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４ 上海华宇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２９６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５ 中冶赛迪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０３０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６ 上海易饰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６８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７ 上海宝钢安大电能质量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４５４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８ 上海广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０６６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９ 上海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９３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０ 上海振华焊割工具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６０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１ 上海航发机械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０９３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２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４６４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３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１０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４ 上海浪潮机器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３７５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５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７４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６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３６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７ 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５７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８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０９５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９ 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０７１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０ 上海东大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６７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１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５４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２ 凯泰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１７９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３ 上海美钻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７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４ 上海西重所重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８０６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５ 上海宝松重型机械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２１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６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５０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７ 上海宝灵超亚电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２０９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８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０７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９ 上海宝钢包装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３４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０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３５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１ 上海东新冶金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２４１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２ 索肯和平（上海）电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５２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３ 上海大隆机器厂 ＧＥ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２３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４ 上海昌华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１００５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５ 上海智大电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５０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６ 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３４６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７ 上海宝钢铸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０６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８ 上海天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０３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９ 上海盈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４６１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０ 上海宝钢车轮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４４３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１ 上海百特机电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４７１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２ 上海宝临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１１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３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３４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４ 上海三邦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３０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５ 上海亚达发搅拌设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４３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６ 上海宝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５５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７ 上海市通用机械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２３６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８ 上海法维莱交通车辆设备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４０４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９ 上海久能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０６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０ 上海耀秦冶金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０７９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１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０３１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２ 上海奥格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７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３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８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４ 上海东方威尔阀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６９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５ 上海唐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６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６ 上海中冶横天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６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７ 上海丰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７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８ 上海巨良电磁阀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７３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９ 法中轨道交通运输设备（上海）有限
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７１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０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６７３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１ 上海凯迪克航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２４６ 航空航天技术

７２ 上海试四赫维化工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１６４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７３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４０４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７４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４１９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７５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３３８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７６ 上海爱普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７４１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７７ 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２５６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７８ 上海泰雷兹电子管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４２６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７９ 上海百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６２３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８０ 上海湖碧驰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０５０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８１ 上海森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０９３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８２ 上海雄博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６０２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８３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５３４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８４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０７４ 新材料技术

８５ 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８３５ 新材料技术

８６ 上海杨行铜材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０８０ 新材料技术

８７ 上海久安水质稳定剂厂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６７ 新材料技术

８８ 上海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１６１ 新材料技术

８９ 上海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０９４ 新材料技术

９０ 上海过滤器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８４８ 新材料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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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编号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序号 单　位　名　称 编号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９１ 上海国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２８１ 新材料技术

９２ 上海新大余氟碳喷涂材料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５２１ 新材料技术

９３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２１６ 新材料技术

９４ 上海联合气雾制品灌装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８９４ 新材料技术

９５ 上海飞驰铜铝材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１７３ 新材料技术

９６ 上海图博可特石油管道涂层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５９ 新材料技术

９７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２１７ 新材料技术

９８ 上海洛克磁业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１１８６ 新材料技术

９９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１６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０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２７１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１ 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３８８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２ 上海诚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２２４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３ 上海海隆防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２６８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４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６８２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５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９８２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６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１１１１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７ 上海科德轧辊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０６５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８ 上海德宝密封件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１２２５ 新材料技术

１０９ 上海涌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２２１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０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３３５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１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３２１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２ 比尔安达（上海）润滑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１２４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３ 上海月月潮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１７１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４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２７５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５ 上海富驰高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８０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６ 上海华普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７０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７ 上海宝钢型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７９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８ 上海安美特铝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２７７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９ 上海威钢能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４４０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１２０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０９８６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１２１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００７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１２２ 上海朗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０３１０００５５０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１２３ 上海凡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ＧＦ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８３７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２４ 上海天勃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９３１００１０２８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２５ 上海海笠工贸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９７ 资源与环境技术

（沈佳丰）

气象
■概况　宝山区气象局是国家科研型公
益性事业单位、国家级基本气象站、上海

地区参加世界气象资料交换的唯一单

位，下设业务部、服务部、防雷办和办公

室，主要承担天气预报、各种地面与高空

气象观测、气象科研及防雷减灾等业务。

至年末，有职工３０人，其中具有大学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占８５％，研究生学历５
名，在读博士生１名。区气象局做好基
础业务工作，注重科普宣传，拓展服务手

段，开展社会服务。坚持开展专业气象

服务，设立地方政府决策服务、公共气象

保障服务、港口、码头、大型企业、运输部

门气象服务等专题，为顾村公园樱花节、

宝山区第七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等大型活

动、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公司等单位提

供各类专业气象服务。

■开展科普宣传活动　位于区气象局
内的宝山气象科普馆是上海市科普教

育基地，主要宣传气象科普知识，全年

免费开放。区气象局利用气象科普馆

平台，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开展“３·２３
世界气象日”系列活动，在区工人文化

宫设立“宣传咨询专场”，在永清中学开

展“人与气候”知识讲座，在区气象局内

举行“气象科普专场”，接受市民参观与

咨询。６月，与区教育局、区科协、区少
科站等有关单位组建“宝山区中小学气

象科普教育创新联合体”（以下简称

“联合体”）。“联合体”以校园气象科

普教育与科技教学为核心，以“模块化”

为载体，积极探索校园气象科普新

模式。

■联合承办学术年会　１２月６日，与区
教育局、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承办由上

海市气象学会、宝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上海市科协第九届学术年会宝山分会

暨２０１１上海中小学气象科技教学创新
学术论坛”。宝山区副区长钟杰、上海市

科学技术协会副秘书长林巍、解放军理

工大学气象学院院长费建芳和来自“宝

山区中小学气象科技教育创新联合体”

成员学校等近１２０人参加论坛。

■开展区局合作　１２月１５日，在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会所，举行宝山区

人民政府与上海市气象局签署《关于加

快宝山气象事业发展，促进宝山现代化

滨江新区建设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宝山区副区长钟杰主持仪式，上海市气

象局副局长袁招洪介绍合作协议主要内

容，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汪泓，市气象局

党组书记、局长汤绪发表讲话并代表双

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协议明确双方建

立长效合作机制，共同推进规划项目建

设，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

强化社会管理与服务等四方面内容。

（高建芳）

文化艺术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有文化馆（站）１４
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镇、街道文化
站１２家；图书馆（站）１３家，其中区级图
书馆１家，藏书９８８３７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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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万多平方米；区级文化事
业单位从业人员 ４２０人。全区共有 １２
个街镇文化事务服务中心（其中包括１２
个街镇图书馆），总面积７９７４６平方米，
从业人员３２１人。全区居民小区、行政
村文化活动室４０４个，面积５２２６３平方
米，覆盖率达１００％。至年末，区公共文
化设施总面积３２９６５９平方米，比上年增
加１０９００平方米。社会文化娱乐场所有
电影放映场所６家，演出场所６家，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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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３２０家（其中棋牌室１０９家），图书
报刊网点１２４个，音像制品网点３７个，
网吧１４０家，印刷机构 ２４６家。区内有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１家、市级纪念点 ７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７家、区级纪念点
１处，区级登记保护建筑 ９处。全年区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全年共出动

４１６６人（次）对 ３５２８家（次）进行 １１５５
（类）次执法检查，立案１２１件，处罚１２１
家，罚没款５２９６万多元。年内，区文化
市场行政执法大队被评为上海市文化执

法综合考核先进单位。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宣教部获由中华妇女联合会、全国

妇女“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颁发的

“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暨

全国巾帼文明岗）。

■开展文化下乡活动　全年共组织开展
百场文化下乡１２８场，其中宝山沪剧团
排演的传统沪剧，深入农村、社区和重大

工程现场演出７６场，吸引３万余观众；
新排演的大型现代沪剧《红梅颂》在全

市演出４６场（宝山区４４场）；《红叶魂》
演出６场。公益电影放映５１６１场，其中
农村数码电影放映４６００场，社区和村流
动电影放映４６１场，农民工工地放映１００
场，观众人数近５０万人次。文化资源配
送总计配送５９０场。

大型现代沪剧《红梅颂》在党校首演 区文广局／提供

■开展２０１１宝山·嘉定读书月活动　４
月２２日 ～５月２４日，由宝山区文明办、

嘉定区文明办、宝山区文广局、嘉定区文

广局主办，宝山区图书馆、嘉定区图书馆

承办的“阅读，改变生活”２０１１宝山·嘉
定读书月在两区举行。围绕庆祝建党

９０周年，开展多项读书活动。其中两区
联合举办重点活动有 ５项：“光辉的历
程”知识竞赛暨读书月开幕活动、“光辉

永照我心”演讲比赛暨读书月闭幕活动、

“品读红色经典”讲故事比赛、“党旗在

飘扬”诗歌朗诵会和上海市公共图书馆

学术研讨会。双方各自主办的主题活动

和系列活动有１０余项。

■举行“赶潮———周永生作品音乐会”
　４月 ２６日，“赶潮———周永生作品音
乐会”在区文化馆一楼剧场举行。音乐

会由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主办，中国

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专业委员会、上

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现代器乐与打

击乐系和横沙乡政府共同协办，区文化

馆承办。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原上海音

乐学院院长江明与著名打击乐演奏

家、教育家、中国民族打击乐学会会长、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真贵等１０多位国
内著名专家和６００多名宝山各界群众共
同观看。音乐会持续２个多小时，演出
合奏《海岛春潮》、独唱《初三潮、十八

水》、唢呐独奏《喊海》、表演唱《捉蟛

蜞》、竹乐小合奏《翠竹嬉春》等。

■举办“百团百歌百姓”活动　６月 ２１

日，“百团百歌百姓”———宝山庆祝建党

９０周年红色歌曲电视大赛决赛在宝山
电视台演播大厅落幕。该赛事由区委组

织部、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

局共同主办，历时３个多月，共有来自全
区各行各业的２０９支团队、近１５００名选
手参加。高境镇合唱团、凌咏梅独唱分

别获表演唱、独唱金奖。

■举办“颂歌献给党”庆祝建党９０周年
歌咏大会　６月３０日，“颂歌献给党”庆
祝建党９０周年歌咏大会在区委党校举
行。歌咏大会分“序”、“党旗飘飘”、“时

代先锋”、“辉煌伟业”、“尾声”５个乐
章。来自全区学生、工人、部队、公安、卫

生、街镇团体等参演人员组成１０个方阵
进行演出。区领导与百名歌手、群众共

唱爱国歌曲。

■大型现代沪剧《红叶魂》晋京演出成
功　７月７日至８日，大型现代沪剧《红
叶魂》作为上海唯一代表剧目，参加由

文化部组织的２０１１年全国现代戏优秀
剧目展演活动。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

与千名北京市民在梅兰芳大剧院观看

演出。该剧目获“２０１１年全国现代戏
优秀剧目奖”，并被市委宣传部通令

嘉奖。

■编辑出版《淞沪魂》系列丛书之《桂军
与淞沪抗战》　８月１３日淞沪抗战纪念
日，《淞沪魂》系列丛书之《桂军与淞沪

抗战》首发。该书由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根据中国

第二档案馆（南京）原始资料和健在桂

军将领或其后人口述内容等整理而成，

再现桂军将士在淞沪抗战中与日本侵略

者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历史场景。这

是继《川军与淞沪抗战》、《湘军与淞沪

抗战》之后又一本专门记述淞沪抗战的

珍贵资料。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上海大
学美术学院国际手工坊启用　９月 ２１
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手艺的新生

态———国际手工创作营启动仪式暨手工

艺作品展”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举行，标志着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上大美院国际手工坊正式启用。副区长

李原、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市教委有

关负责人、国内外专家学者等出席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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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并为活动剪彩。该国际手工创作营

包括上海大学留学生手工课程、美国工

艺大师班、中日韩国宝级民间艺人系列

文化传承创作研究学术活动、英国驻地

艺术家计划等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上

海大学美术学院手工坊建筑面积 ２８００
平方米，设有玻璃、陶瓷艺术、首饰艺术、

织维艺术等６个工作室。该手工坊的建
立，是探索区校合作、校企合作、艺术家

与企业合作、学生参与新型教育模式的

有益实践。

■举办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参见区委重要活动）。

■举办第七届宝山区文化经营场所“七
彩杯”企业风采大赛　１１月２日，第七
届宝山区文化经营场所“七彩杯”企业

风采大赛优秀节目展演在宝山区文化

馆剧场举行，标志着为期两个多月的该

大赛落幕。该大赛共有３５家文化经营
单位的７２个节目参加比赛。瑞凌休闲
娱乐有限公司获“最佳风采奖”，憬顺台

球俱乐部获“最佳组织奖”，华唐休闲

娱乐管理有限公司获“最佳管理奖”，

北翼商业街、海石宾馆、紫晶歌舞厅、

花潮餐饮娱乐有限公司、金富都娱乐休

闲公司和伊梦娱乐有限公司６家单位获
“优胜奖”。

■月浦文化馆影剧院改扩建工程启动　
１１月 ２４日，月浦文化馆影剧院改扩建
工程启动仪式在月浦文化馆举行。作为

区“十二五”文化建设的重点实事项目

之一，该工程计划建设周期约２０个月。
完成改扩建后的月浦影剧院总建筑面积

２２９０平方米，分上下两层，设有一个中
厅和两个小型电影厅及相关配套用房，

并在原有基础上增加现代数码放映设

备，达到列入第一轮放映院线的标准，并

集剧场、影院、会场于一体，为多层次的

观众提供多元化文化服务，成为宝山北

部地区的主要影剧院。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４日，月浦文化馆影剧院改扩建工程开工 区文广局／提供

■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１１月２８
日，宝山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总结表

彰大会召开，标志着历时五年的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结束。５年来，全区共实
地调查 １０１个文物点，完成对 １２个街
镇、４０４个行政村和居委会的野外调查
工作，普查野外到达率、调查区域覆盖率

和完成率都达到 １００％；实际完成普查
登记文物点共１０１处，其中新发现文物
点６５处。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成立
　３月３１日，上海市宝山区有线电视中
心与东方网络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上海宝

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其中东方网

络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的方式，持有

５１％的股份，区有线电视中心以实物资
产出资的方式，持有公司４９％股份。原
区有线电视中心关于宝山区内有线电视

网络的经营资质等自４月１日起均由上
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承担。

（李永红）

档案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共有建档单位
１０６０家，其中，区级机关８４家，镇、街道、
园区１５家，村委会 １１０家，居委会 ３３５
家，社区服务中心１２家，文教卫系统２６６
家，企业单位 １６０家，事业单位 ７８家。
全区区级机关现有在职档案人员 １１６
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４２人、大
专学历７４人、具有档案专业技术职称１９
人，其中副研究馆员１人、馆员１５人、助
理馆员３人。全年组织档案管理人员培
训３１４人次。至年末，区档案馆馆藏有
２３２个全宗、３２８７１３卷档案（含寄存档
案），１１２６６册资料。年内，宝山区推进
“档案数字化及应用”、“新农村建设档

案工作示范村创建活动”、“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建档”等３项工作，成为宝山

档案工作的３张“名片”，走在全市区县
的前列。区档案馆通过国家二级综合档

案馆测评，正式进入国家二级档案馆行

列；区档案局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平安示
范单位、上海市“五五”档案法制宣传教

育优秀组织单位、宝山区２０１１年度考核
优秀单位称号；区世博办获上海市世博

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区档案馆被列入参

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参照管理人员的

登记在册时间为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７日（沪
公局发〔２０１１〕３１号）。

■领导调研　１１月２日，中共宝山区委
书记斯福民到区档案局（馆）、党史研究

室、方志办调研，调研区档案局班子自身

建设和２０１１年度工作推进情况及第四
季度工作计划等。６月３日，区委常委、
副区长夏雨带领区旅游局领导等到区档

案局（馆）、党史研究室、方志办调研，探

讨宝山区档案史志资源与旅游文化发展

的切合点；１２月６日，副区长陶夏芳到区
档案局（馆）、党史研究室、方志办调研，

了解宝山区档案事业发展状况和今后几

年的工作规划。

■区档案馆晋升为国家二级综合档案馆
　年内，区档案馆根据测评要求完成档
案馆１７大项５６小项８０多本台帐及自
查报告的准备，逐项核对统计各类基础

性数据，为今后完善档案局馆的各项工

作，“十二五”期间的新馆及数字档案馆

建设打好基础，并迎接有关部门的考评。

９月２９日，宝山区档案馆通过上海市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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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右二）到区档案局调研 摄影／经瑞坤

案局测评组的测评，获评国家二级综合

档案馆。

■召开全区档案工作会议　３月１７日，
宝山区档案工作会议在区政府机关大

院第一会议室召开。区委常委、组织部

长盛亚平和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长杨永

和出席会议并讲话。各单位各部门分

管领导及档案工作者 １５０余人参加会
议。会议表彰宝山区“参与世博、服务

世博”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区商务委、杨行镇政府代表先进集体在

大会上交流发言；区税务局档案干部沈

扣英代表先进个人在大会上交流发言；

区档案局局长作“扎实推进‘三个体

系’建设，努力促进宝山档案事业新发

展”的报告。

■档案收集整理　年内整理区重要会
议录音带２００多盒及相关照片和光盘，
整理宝山档案局近３年设备档案２０卷
以及２０１１年图书、期刊等资料，整理７
个全宗的案卷目录和区 ６００办进馆档
案全宗卷，接收世博办档案 ３２２件，编
写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档案利用效果实例
１４１例。

■档案数字化信息化建设　加快馆藏档
案数字化进程，全年完成馆藏档案全文

扫描４２０万页，区档案馆９０％的档案完
成全文数字化扫描；完成馆藏全部资料

目录的录入；完成馆藏各种老式录音带、

唱片以及光盘等特殊载体档案的数字化

抢救工作；完成２０１０年扫描档案全部数
据的ＰＤＦ转换，并将外包公司移交的全
部扫描数据刻录成ＤＶＤ光盘，同时做好
相关数据的备份、核对和挂接工作。推

进“宝山区多媒体档案管理系统”建设，

完成包括馆藏和室藏两大部分多媒体档

案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组织８０家单位进
行用户操作培训，完成项目竣工验收。

优化、完善“宝山区档案目录中心系统”

功能，满足档案查询需要。指导机关档

案室使用“宝山区电子文件归档及管理

系统”，协调解决系统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

■档案利用服务　年内向社会开放
１９７５年至 １９８０年间的部分档案，共计
３１８０卷。至年末，宝山档案网公布的开
放档案目录有１９７３６４条，其中案卷级目
录１５１６８条，文件级目录 １８２１９６条，同
时通过宝山区政府门户网、宝山档案网

及《宝山报》等媒体发布开放档案通告。

区档案馆全年接待利用档案资料人数

８３６１人次，利用案卷数量６９８０卷，复制
出证 ２５６２０张，其中，网上打印出证
２４５０１张，调卷复印 １１１９张（主要是寄
存档案）。开展“就地受理，跨馆出证”

工作，完成３０例与闸北、虹口、杨浦等区
档案馆联合跨馆出证工作。挖掘研究馆

藏资源，向上海市档案局申报档案文献

遗产材料。

■档案宣传监管　组织全区档案干部
参加“上海市‘悦扬杯’档案法律知识

网上月月赛”，全区参与竞赛人数达

２２８０人次。６月９日，在上海市第五届
档案馆日，组织开展民生档案咨询活

动，同时参与海滨八村等地举办的档案

咨询活动，向市民发放民生档案宣传

册、家庭档案宣传资料以及档案馆简介

等，现场指导如何建立家庭档案。开展

２０１１年区政府投资项目和实事项目的
档案登记工作，全区 ５０个政府投资项
目和４２个区政府实事项目的牵头单位
办理档案登记手续。对１５家机关事业
单位及３个区政府投资项目、５个区政
府实事项目的涉及单位开展档案行政

执法检查。

■档案业务指导　建立区级机关等一
级指导单位文件材料年度归档检查制

度，制定机关文件材料归档工作年度检

查标准，指导做好２０１１年各门类、载体
文件材料的归档工作，特别强调做好上

海世博会后续工作档案，将 ２０１０年形
成的和世博会有关的文件材料收集齐

全。全区５１家单位上报《机关文件材
料归档工作年度检查登记表》，区档案

局组织抽查的１０家单位归档文件质量
全部合格。制定土地承包档案管理业

务规范，指导区土地延包办和月浦、罗

泾、罗店等镇农业服务中心建立土地承

包专题档案，各农业服务中心按期向镇

档案室移交土地承包档案；制定世博会

工作临时机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

管期限表，并指导区世博办、区世博宣

传工作组、区世博安保工作组等临时机

构整理档案，各世博会临时机构如期完

成档案归档任务。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年内，罗店镇政
府晋升为档案工作市级先进单位，教育

系统两所学校分别达到区级档案先进和

合格档案室标准，区工商联和区绿化市

容局下属东辰公司达到合格档案室标

准，大场镇、顾村镇、庙行镇、友谊路街道

等４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分别达区
级档案先进或合格档案室标准。庙行镇

前进村、大场镇东方红村、杨行镇三汀沟

村、罗泾镇新苗村等４个村完成新农村
建设档案工作示范村创建任务，获“宝山

区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村”称号。

（言培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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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宝山区档案工作晋升市级（含）以上的先进单位（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单　位 升级时间 备　注 单　位 升级时间 备　注

张庙街道办事处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区纪委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吴淞街道办事处 １９９３年 市二级

区委办公室 １９９３年 市二级

区疾控中心 １９９４年 国家二级

区审计局 １９９６年 市二级

区教育局 １９９６年 市二级

区法院 １９９６年 市一级

行知中学 １９９６年 市级

吴淞中学 １９９７年 市级

罗店中学 １９９７年 市级

吴淞医院 １９９７年 市级

区教师进修学院 １９９７年 市级

宝山中学 １９９８年 市级

海滨中学 １９９８年 市级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１９９８年 市级

宝山精神卫生中心 １９９８年 市级

区公安分局 １９９８年 市一级

区公务员局 １９９８年 市二级

区税务分局 １９９８年 市二级

区国安分局 １９９８年 市一级

罗店医院 １９９９年 市级

区检察院 １９９９年 市一级

区人口计生委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工商宝山分局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庙行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大场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区商务委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区卫生局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淞浦中学 ２０００年 市级

顾村中学 ２０００年 市级

区图书馆 ２０００年 市级

区环境检测站 ２０００年 市级

杨行镇政府 ２００１年 市一级

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２００１年 市二级

区民政局 ２００２年 市一级

区规划土地局 ２００２年 市一级

宝山业余大学 ２００２年 国家二级

行知实验中学 ２００２年 市级

通河中学 ２００２年 市级

宝山中心医院 ２００２年 市级

月浦镇政府 ２００３年 市一级

区第二干休所 ２００３年 市二级

大场医院 ２００３年 市级

宝罗暝园 ２００４年 市二级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２００６年 市一级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２００６年 市一级

区第一干休所 ２００６年 市二级

杨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２００７年 市级

区文广影视局 ２００７年 市一级

淞南镇政府 ２００８年 市一级

区第三干休所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烈士陵园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救助管理站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区殡仪馆 ２００８年 市一级

月浦安息灵园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凤暝园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罗泾镇政府 ２００９年 市一级

顾村镇政府 ２００９年 市一级

永清路小学 ２００９年 市级

区财政局 ２００９年 市一级

高境镇政府 ２０１０年 市一级

罗店镇政府 ２０１１年 市一级

区档案馆 ２０１１年 国家二级

（言培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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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
■概况　年内，区委党史研究室结合建
党９０周年重大时间节点，重点开展党
史宣传工作。６月，邀请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原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研究会会长石仲泉为全区党员领导

干部作“讲党史、知党情”专题报告，拉

开全区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活动序幕。与
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联合拍摄反映宝

山党史的３０集《红色记忆》专题片。在
《解放日报》、《文汇报》、《劳动报》等报

刊杂志刊发多篇文章，并在《宝山报》刊

出革命遗址专版，宣传宝山革命遗址。

根据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统一部署，撰写

《新跨越、新发展（２００７～２０１２）》一书
宝山部分的初稿，以记录宝山五年来的

发展成果与经验。

■摄制《红色记忆》专题片　自３月起，
区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区委宣传部、区文

广局，选择宝山革命遗址和宝山各个时

期有代表性的英模人物，拍摄３０集《红
色记忆》系列新闻片，于 ６月 １日至 ６
月３０日在“宝山新闻”中播放。７月 １
日、３日，制作的《红色记忆》专题片在
宝山电视台播放。区委党史研究室将

该专题片制作成 １０００份光盘，通过区
党员服务中心，发放至各基层党组织。

该专题片获宝山区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系
列宣传优秀奖。 （厉　莹）

地方史志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以下简称区方志办）围绕国务院颁布

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继续做好区域内

地情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指导、协调

各乡镇、街道志的编纂。年内，完成《宝

山年鉴 ２０１１》的编纂出版和全书光盘
制作，加强沟通，指导基层开展街镇志

编志修志工作，审核《宝山区卫生志》纲

目并提出修改意见。宝山区乡镇志系

列丛书之一的《杨行镇志》系列丛书出

版发行，推动宝山旧县志整理出版工

作。参与编写的《上海百科全书》

（２０１０）出版发行。完成《上海年鉴—
２０１１》、《长江三角洲城市年鉴—２０１１》
组稿和编纂工作。５月１８日，配合上海

市地方志办公室开展国务院《地方志工

作条例》颁布５周年“宣传周”活动，在
牡丹江路文化广场开展《条例》主题宣

传活动，并将地方志宣传展板送入军营

展出。１１月，区方志办向国家方志馆捐
赠宝山区首轮新编地方志等地情书籍，

共计４７册。

■宝山地情书籍入藏国家方志馆　根
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向国家方

志馆捐赠志书的通知精神，区方志办共

向国家方志馆捐赠宝山区首轮新编地

方志等地情书籍，共计４７册，其中包括
《吴淞区志》１册、《宝山县志》２册、《宝
山区志》２册以及《宝山年鉴》４２册。
捐赠的这套地情书籍贯通宝山古今，反

映宝山区的历史演变，涵盖上海宝山百

业发展的全貌、轨迹和特点，使读者能

够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宝山。

■《杨行镇志》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１
月，作为上海市宝山区乡镇志系列丛书

之一的《杨行镇志》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该系列丛书共分《杨行镇志（清末·民

国卷）》、《杨行镇志（１９４９～１９８５杨行
卷）》、《杨行镇志（１９４９～１９８５吴淞
卷）》、《杨行镇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４卷）》共
四册。《杨行镇志（１９８６～２００４）》是以
１９８６年建立杨行镇为上限，是杨行有史
以来第五部镇志。整个志书编修工作

始于 ２００５年 ５月，经过 ６年多时间的
精心整理与编纂。此次出版的系列丛

书，创新的是将杨行镇原４部志即《杨
行志（清末）》、《杨行乡志（民国）》、

《杨行乡志（１９４９～１９８６）》、《吴淞乡志
（１９４９～１９８６）》合并出版，形成《杨行
镇志》系列，并尊重历史原貌，对收入的

４部旧志保持原有的风格体例，以使杨
行的发展全貌完整地展现于世人眼前。

■参与编写的《上海百科全书》（２０１０）
正式出版　３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市委书记俞正声作序，市委副书记、

市长韩正撰写前言的《上海百科全书》

正式出版。《上海百科全书》是上海开

埠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上海的地

域性百科全书，着重反映上海改革开放

３０年特别是近１０年的巨大变化和取得

的成就，宣传上海的崭新形象。区方志

办承担宝山区内容的组稿撰写工作，由

副区长李原担任编写组组长，经过调

研、资料收集、组稿、核稿，筛选资料数

万字，按照工作节点，完成上海百科全

书宝山区内容的编写任务，并同时配发

反映宝山区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化的

照片。上海百科全书收录宝山词条近

百条，照片１０幅。

■《宝山年鉴—２０１１》出版发行　１２
月，区方志办编辑的《宝山年鉴—２０１１》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这

是《宝山年鉴》创刊以来连续出版的总

第二十二卷。２０１１版在编纂过程中，增
强时效性、实用性、史料性和可读性，拆

分“财税”、“金融”，合并体育卫生部

类，图文并茂地记录全区“十一五”期间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这部全面记述

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地情的大型资料性工具
书共收录公益性照片 １４０幅，串文照
片、图表近 ３００幅。全书共设 ３３个部
类，１７１个栏目，１３７１个条目，总篇幅
１０８万字，随书赠送多媒体光盘。

（吴思敏）

■开展纪念《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 ５
周年主题宣传活动　５月１８日，是国务
院颁布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工作法规《地

方志工作条例》５周年纪念日，区地方
志办公室在牡丹江路文化广场开展以

《条例》为主题的宣传日活动。活动分

三大内容；一是以 “依法修志编鉴，传

承历史文脉”为主线的１２块展板，图文
并茂宣传地方志法规和上海市地方志

部门主要工作及成果；二是精选出宝山

历史上国内 ８个第一，以宣传展板形
式，向公众展示宝山历史文化；三是设

立宣传点，悬挂宣传条幅，免费发放《地

方志工作条例》、《上海市实施〈地方志

工作条例〉办法》、《陈伯吹百年画册》、

《宝山古诗选注》等宣传资料。并组织

到区政府机关、居民社区、部队军营等

地进行巡展，让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地方

志的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上海市

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莫建备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到现场视察指导宝山区的宣

传活动。 （经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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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编辑　施晓倩

２０１１年９月９日，宝山区举办庆祝第２７届教师节大会 摄影／蔡　康

基础教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教育以“促进公
平，提高质量，改革创新，合作发展”的工

作方针和以“以人为本抓内涵，深化改革

转方式，精细管理提效率，促进公平惠民

生”的工作要求，抓住重大项目、重点工

作，转型发展，创新驱动，提升教育公平

和教育质量。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级各

类教育单位２９１个，其中中学５６所，小
学７２所，幼儿园１３９所，其他教育机构
２４所；在校（园）学生１５５万人，教职工
１４万人。年内解决常住人口适龄儿童
入学入园高峰难题，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全区３岁 ～６岁儿童入园率达
１００％，义务教育学生入学率１００％，巩固
率１００％，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 １００％。
初步构建起以“医教结合”为模式的现

代化特殊教育体系，初步形成一支以２２
个名师工作室为基地、１８０名市级骨干
人才为中坚的优秀教师团队。公办高

中高考本科达线率达到７６８％，再创历
史新高；在科技创新、头脑奥林匹克、阳

光体育等国际级和市级比赛中获奖。

围绕优质均衡，持续推进基础教育发

展。启动新一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

从５１２元增加到 １０２０元，新开办 ５所
幼儿园和１所分园，引导社会力量举办
１０所民办三级幼儿园，有效缓解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入园难问题。多

措并举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教

育联建体建设，在教育资源共享、特色

培养衔接、师资有序流动等方面探索城

乡初高中联建的有效模式；完成第二轮

共富新村小学和盛桥中学委托管理工

作绩效总结性评估，启动第三轮郊区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委托管理工作；与华东

师大签约共建“沪太路新农村发展区”

项目；选派 １９名城区优秀教师到农村
学校支教，提升农村初中学校整体办学

水平。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发展，实施学

前教育内涵发展基地捆绑结对式发展，

完成区管幼儿园保育员社会化管理改

革工作。小天鹅幼儿园被命名为上海

市示范性幼儿园，５所幼儿园参加上海
市规范一级幼儿园评估。引进上海师

范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到宝山区合作举

办上师大附属经纬实验学校，确保新开

学校高起点开办。推动高中分类指导，

引领高中多样化发展。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坚持“两个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
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原则，会同各镇完

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招生入学的镇

级统筹机制，扩大公办学校接收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比例，保障义务教

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１００％入
学。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对以招收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

增加生均补贴经费１０００元，使年生均补
贴经费达到 ３５００元。启动以招收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学生

体检、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卫生教师培

训。开展以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为主的民办小学教师培训，完成３００余
名教师的通识培训和学科培训。

■提升特殊教育现代化水平　推进特殊
教育“医教结合”的研究与实践，与华东

师范大学合作设立“华东师大宝山特殊

教育研究基地”，与华东师大、区残联联

合设立“自闭症训练中心”，与金惠医院

共同启动脑瘫康复训练，打造特殊教育

高地。构建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推

进随班就读资源教室建设，启动全区性

特殊教育管理机制研究、康复指导中心

运行管理机制研究和随班就读学生个别

教育计划的研究。顾村中心小学被列为

全市唯一一所小学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

系研究实验学校。完善特殊教育体系，

设点布局９个学前特殊教育班，使全区
学前特殊教育班点总数达到１１个，基本
实现街镇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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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学校课程改革　以教育精细化管
理和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计划为抓手，

推进学校课程改革。加强学校课程计划

指导，举办学校课程领导力论坛，推进学

科教学联盟建设，提升学校课程领导力

和教师课堂教学水平。在小学阶段，推

行“快乐活动日”项目，创建专题案例资

源库网站———“阳光资源库”，减轻学生

负担。加强教育科学研究，组织开展第

六届优秀教研组评选，在上海市第十届

教育科研成果评比中获 ２项一等奖、２
项二等奖、５项三等奖，成绩位列全市第
四位。发挥进修学院教学专业指导作

用，组织开展顾村中学、陈伯吹中学、长

江二中、月浦三小等学校一日视导活动；

开展教研员集中下沉基地学校活动，全

面了解、诊断基层课堂教育教学情况，提

高学科教学质量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７日，头脑奥林匹克在上师大附中闭幕 区教育局／提供

■搭建学生全面发展平台　年内启动
“学生健康促进工程”，主要内容有承担

上海市健康促进工程课题研究、开展宝

山区“快乐活动日”资源库建设并创建

专题网站；推进“中小学生课外文体工

程”和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打造“绳舞

飞扬，精彩有我”阳光跳绳品牌活动，加

强五大体育学科联盟（手球、桥牌、武术、

篮球、象棋）建设，确保学生每天在校锻

炼不少于１小时；建立常态化的学生体
质监测制度和实施体质健康标准监测公

告制度；完成６０所学校卫生（保健）室标
准化建设。优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

强４大创新教育联合体（发明与知识产
权、气象联合体、无土栽培、车模联合体）

建设，启动“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建设”工

程，上大附中成功承办第２４届中国头脑
奥林匹克创新大赛、上海市第四届青少

年创新峰会。举办宝山区“国耀杯”遥

控车模积分赛、宝山区学校篮球联盟杯

初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区中小学生建模

比赛和市青少年航模赛，搭建学生创新

能力发展和个性化发展平台。推进宝山

区“中小学科教资源工程”，成立区中小

学气象科技教育创新联合体、区青少年

机器人创作中心、区青少年科学院等学

生创新实践平台。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深化“用文化的方式发展有灵魂的教

育”实践研究，继续在中小学实施校园文

化建设“３＋１”工程，把校园打造成引领
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地。

■推动职业教育改革　深化“校企合
作”，加强物流、制冷、数控３个重点专业
建设，细化职业教育“产学一体”试点方

案，启动精品课程建设，加强开放性实训

中心建设。宝山职业技术学校获国家教

育部授予的“和谐校园先进学校”称号。

创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推进大场

成校、成人职培标准化建设评估，完善

４０个居村委社区教育学习站点，加强社
区教育特色课程建设，５门课程在上海
市社区教育特色课程评选获奖，其中 ２
门课程获一等奖。举办和组织市民参加

喜爱的社区教育活动，社区教育培训率

达７０％。在上海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周各项赛事中获 １项一等奖，１项二等
奖，３项三等奖。加强社区教育实验研
究工作，１０个街镇被命名为上海市社区
教育实验街镇，１３项课题获市立项，其
中，《社区教育框架下的新型农民培训》

一文获市第九届社区教育论文评比二等

奖。承办上海市老年教育艺术展演闭幕

式、上海市“城市化与社区教育”论坛。

■加强教育设施规划建设　加强大型居
住区和保障型住房建设基地配套教育设

施规划建设工作，完成市政府新增５所
幼儿园的实事项目，做好７所新学校（幼
儿园）开办工作。推进“校舍安全工

程”，完成９所学校抗震加固工程。完
成顾村青少年创新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心

等２１个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

■加强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师德建
设，坚持开展“爱生月”和“为人为师为

学”系列活动，表彰宝山区“十佳师德标

兵”，推进“教师德业兼修教学实践形态

的本土构建”课题的实践研究，形成师德

为先的导向机制。加强人才管理，成立

宝山区青年人才协会教育分会，建立教

育人才工作专项资金，加大教育人才发

展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突出学科领军

人才培养，推进“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工

程”，探索“骨干教师导师团”运行机制

建设，启动１０名市内有影响、５０名区域
内有影响的名教师培养项目；加强名师

工作室、干训基地的辐射示范作用，全区

２２个名师工作室分层带教１３０余名骨干
教师，９个干训基地带教２７名青年干部。
加强培养培训工作，开设第三期骨干教

师高级研修班、校级副职干部培训班、第

四期区教育系统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

班、暑期校园长（书记）大培训，启动“十

二五”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建构“研、

训、学”一体的新培训模式，提升干部教

师的学识修养和专业能力。开展学校岗

位设置管理，深化用人制度和教师分配

制度改革，逐步建立以优化结构和提高

质量为导向的教师资源配置机制和激励

机制。

■加强教育行风与平安校园建设　把规
范教育收费和招生考试作为行风建设的

重点，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开展“行风建

设优秀学校”评议活动和“万家评百校”

行风测评活动，实现大场、顾村、杨行镇

等招生矛盾集中区域的学生入学入园工

作稳定有序。加大贫困学生帮扶力度，

年内投入６００余万元，做好新学期贫困
家庭子女“两免一补”和义务教育阶段

免除学杂费工作，确保没有一位学生因

家庭贫困而辍学。推动平安校园建设，

健全学校安保工作制度，加强学校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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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发动全区学校组织安全知识

教育讲座和逃生疏散演练，开展学校安

全大检查大整治，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吴淞中学被授予多项称号　吴淞中学
被第２６届全国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授
予全国“十佳科技教育创新学校”。６月
８日，２０１１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
传日上海纪念大会在吴淞口国际邮轮码

头举行，吴淞中学被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授予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上海青少年科普

基地“称号”。１２月，吴淞中学在由中国
教育报刊社主办的“首届中国当代特色

学校推选活动”中获“全国百强特色学

校”的称号。

■获“五五”普法多项先进　宝山教育
系统获“五五”普法多项先进。行知中

学等３所学校被评为上海市依法治校示
范校，宝山区教育局被评为 ２００６年 ～
２０１０年上海市法制宣传先进集体、上海
市学法用法示范机关、上海市教育系统

法制宣传先进集体，行知实验学校等 ７
所学校被评为上海市教育系统“五五”

普法先进学校。

■获全国车辆模型、建筑模型总决赛多
项奖　通河中学高一（６）班学生秦子喻
等在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５个单
位共同主办的第十六届“驾驭未来”全

国青少年车辆模型、建筑模型总决赛的

“太阳能动力车直线竞速赛”中获中学

女子组冠军；通河四小五年级学生赵宇

豪获“四驱车拼装竞速赛”小学男子组

一等奖；和衷小学在“遥控大脚车三对

三”足球比赛中获团体一等奖。

■开展“园丁一心跟党走”合唱比赛　９
月，宝山区教育工会组织开展“园丁一心

跟党走”小组唱和大合唱比赛。此次红

歌大赛共有９２个基层学校，２８３２名教职
工参加比赛。行知中学、吴淞中学等七

个单位获大合唱金奖；红星幼儿园、罗店

镇幼儿园等８个单位获小组唱金奖。

■召开教学联建体会议　２月２２日，宝
山区教育局在罗泾中学召开新学期教学

联建体工作会议（行知中学与罗泾中学，

吴淞中学与陈伯吹中学、宝山中学与月

浦中学，教师进修学院与华师大宝山实

验学校）。区教育局局长楼伟俊、副局长

陆荣林、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陈振华参

加会议，会议回顾了联建体成立以来开

展的工作，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获第２４届中国上海头脑奥林匹克创新
大赛７项第一　２月２７日，第２４届中国
上海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暨第３２届世
界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结束。宝山

区有３６所学校的４７个参赛队参加比赛，
在１６个比赛项目中共获７项第一名。

■与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签署教育合作协
议　３月４日，根据上海市教委的工作
布置，为保证白茅岭、军天湖农场干部职

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质量，宝山区教

育局与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社区工作教育

友好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宝山区教育局

举行。宝山区教育局局长楼伟俊与上海

市监狱管理局社区工作处处长张爱国签

署《教育友好合作协议》。宝山实验学

校，宝钢新世纪学校分别与白茅岭农场

学校，军天湖农场学校签订对口合作

协议。

■市教卫领导到吴淞中学调研学校德育
工作　４月１３日，市教卫党委书记李宣
海，市教卫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高

德毅等领导到吴淞中学调研学校德育工

作。市教卫一行参观吴淞中学校园，听

取校长徐惠民关于《“健全人格，主动发

展”———淞中人的探索与努力》的德育

工作汇报。

■新疆教育厅宣讲慰问团到上大附中宣
讲　５月２４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
育厅组织的宣讲慰问团到上大附中宣

讲，以加强内地新疆学生的德育和政治

思想教育工作。喀什师院古丽娜儿·吾

甫力作题为“殷切的希望，深情的祝福”

的宣讲。宣讲结束后，慰问团成员与上

大附中新疆部学生乐队共同进行歌舞

表现。

■“民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与公
办学校结对签约　６月１４日，根据义务
教育均衡、公平的要求，为切实保障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在

区教师进修学院举行“民办”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学校与公办学校结对签约活

动。本次共有１５所“民办”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学校与１５所公办学校签约。

■宝山实验学校花样跳绳队获２个全国
一等奖　６月１７日至２０日，宝山区实验
学校花样跳绳队代表上海市参加由教育

部主办、重庆市承办的２０１１年全国中小
学生花样跳绳比赛。宝山实验学校 １２
名学生参加４个项目的比赛，共获花样
跳绳和双飞２个项目一等奖。

■陶行知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邮票发行　
２０１１年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
１２０周年。８月２７日，上海市陶行知研
究会与市邮政公司联合制作发行《陶行

知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系列纪念邮票发
行签约仪式在上海市西邮政局举行，行

知中学校长张步华与市西邮政局局长郑

燕签约。纪念邮品包括个性纪念封、邮

资明信片，邮资明信片的背景图案为座

落在行知中学内的陶行知汉白玉塑像。

９月２８日，系列邮品首发式在上海图书
馆举行。

■举行陈伯吹先生浮雕揭牌仪式　９月
５日，陈伯吹中学举行陈伯吹先生浮雕
揭牌仪式。陈伯吹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

学作家，罗阳小学学生，出生在宝山区罗

店镇。浮雕为半身像，高约７０厘米，宽
约６０厘米。

■与上海师范大学签订教育合作协议　
９月９日，区教育局与上海师范大学签
约合作办学仪式在上师大附属经纬实验

学校举行。区副区长李原与上师大副校

长丛玉豪共同为上师大附属经纬实验学

校揭牌。

■区教育学会召开建会３０周年大会　
１２月６日，宝山区教育学会建会３０周年
庆祝大会在区少年宫剧场举行。市教育

学会秘书长许象国致辞，区教育学会会

长沈子华做主题发言。宝山区教育学会

的前身为上海市教育学会宝山县分会，

成立于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宝山县、吴淞区撤
二建一后更名为上海市宝山区教育

学会。

■上海中小学气象科技教育创新学术论
坛举行　１２月６日，由上海市气象学会、
宝山区人民政府主办的２０１１年上海市
中小学气象科技教育创新论坛在宝山区

委党校举行。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

院长费建芬、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冯雪

竹等领导和宝山区中小学气象科技教学

创新联合体成员学校代表近百人参加论

坛活动。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教授

孙立潭作《气象科技人才的早期与兴趣

化培养》主题报告。 （倪永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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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宝山区学校统计 单位：人

普通中学高中基本情况 普通中学初中基本情况 普通小学基本情况 幼儿园基本情况

街镇
学校
数
（所）

招生
数

毕业
生数

在校
生数

教职
工数

专任
教师
数

街镇
学校
数
（所）

招生
数

毕业
生数

在校
生数

教职
工数

专任
教师
数

街镇
学校
数
（所）

招生
数

毕业
生数

在校
生数

教职
工数

专任
教师
数

街镇
学校
数
（所）

招生
数

毕业
生数

在校
生数

教职
工数

专任
教师
数

合计 １４ ３０８５３３４３９５１１１４８５ ９４９ 合计 ４２ ８５７１６３５５３０５８２２６９２２４０７ 合计 ７２ １４３６０１１４７１６１７４０４４９４３８８６ 合计 １３９１２１０５１４０８２４２９８１４０８３ ２６２２

罗店镇 １ ３１０ ３１５ ９２４ １２８ ８０ 罗店镇 ２ ３７６ ３２４ １３７２ １３３ １４８ 罗店镇 ４ ８９７ ５１９ ３４６７ ２６４ ２２４ 罗店镇 ８ ８４４ ９８０ ２７７４ ２１４ １６０

大场镇 ２ ５６９ ５９８ １７５３ ２７２ １９４ 大场镇 ７ １２７７ ７６９ ４２７７ ３８３ ３１７ 大场镇 １１ ２６８８１７２８１０８４７７２８ ６３０ 大场镇 ２４ ２１５７２６４８８００７ ８１５ ５１３

杨行镇 杨行镇 ３ ７９３ ４１４ ２３５１ １８９ １６０ 杨行镇 ３ １１５７ ９４４ ５００７ ３０７ ２７８ 杨行镇 ９ ８３１ １０１９３０８６ ３０６ ２０１

月浦镇 ２ ３０１ ３１６ ９４５ １４７ ８５ 月浦镇 ４ ８７４ ５６７ ２９７４ ２５３ ２４５ 月浦镇 ９ １３７７１２２９６３１７ ５１３ ４３９ 月浦镇 １４ １１５４１２１８３９８０ ３７８ ２３９

罗泾镇 罗泾镇 １ １０６ １０９ ７９５ ８０ ６７ 罗泾镇 ２ ４８９ ３０６ ２１６４ １２７ ９３ 罗泾镇 ２ ２７８ ３０１ ８２０ ６１ ４５

顾村镇 １ １５２ １７４ ４６３ １５３ ５１ 顾村镇 ２ ７０４ ４３２ ２２７９ １３１ １９７ 顾村镇 １０ ２２２６１８５１９２１６ ５３１ ４４３ 顾村镇 １９ １５３３２１９１６５０８ ５２７ ３３０

高境镇 ２ ２３８ ２４２ ７２２ １６０ ６３ 高境镇 ３ ４３４ ４７８ １９３７ １１０ １６５ 高境镇 ３ ４４０ ４５６ ２３３８ ２０４ １９０ 高境镇 ８ ６４４ ６８１ ２２４０ ２４５ １５７

庙行镇 庙行镇 １ １１６ ５４ ３８４ ４７ ３５ 庙行镇 １ ３８２ １４０ １４３７ ９０ ８０ 庙行镇 ４ ２８０ ６２７ １７２１ １３３ ９７

淞南镇 淞南镇 ２ ４７６ ３３５ １６４１ １５９ １２８ 淞南镇 ４ ７３４ ６９６ ３３２９ ２３８ ２０４ 淞南镇 ９ １０２１ ８８０ ２７７６ ３０２ １７０

友谊路街道 ３ ８３２ ９５９ ２５８５ ２９７ ２０８友谊路街道 ６ １４６８１２６２５５３１ ４７４ ３７４友谊路街道 ５ １５０５１３９２６８３９ ５５４ ４９０友谊路街道 １６ １２３２１３５３４２７７ ４５６ ２９１

吴淞街道 ２ ４５７ ５００ １４２８ ２４２ １９５ 吴淞街道 ４ ８２３ ６４０ ２７８１ ２７９ ２２９ 吴淞街道 ８ ８８３ ８１１ ３８９３ ３７３ ３１５ 吴淞街道 １０ ８３０ ７７６ ２５６２ ２３９ １６７

张庙街道 １ ２２６ ２３９ ６９１ ８６ ７３ 张庙街道 ６ １０９３ ９３８ ４１４８ ４３２ ３２５ 张庙街道 １０ １５５３１３６８６７７４ ５２７ ４６５ 张庙街道 １４ １２１０１２０２３８１４ ３８３ ２３９

上海农场 １ ３１ ３３ １１２ ２２ １７ 上海农场 ２ ２９ ３１ １１２ ３８ ３５ 城市
工业园区

２ ３６ １５０ ２６７ ２４ １３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普通中学、小学专任教师职称情况

类　别 教师数（人） 比重（％） 类　别 教师数（人） 比重（％）

普通中学 ３３５６ １００．０

　中学高级 ６２２ １８．５

　中学一级 １８６９ ５５．７

　中学二级 ７３１ ２１．８

　中学三级 ５ ０．１

　无职称 １２９ ３．８

普通小学 ３８８６ １００．０

　中学高级 ７９ ２．０

　小学高级 ２２２５ ５７．３

　小学一级 ９８４ ２５．３

　小学二级 １０ ０．３

　小学三级

　无职称 ５８８ １５．１

表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设施情况

指　标 单　位 中等专
业学校

职业
学校

普通中学

高中 初中

普通
小学

特殊
学校

占地面积 平方米 ４６００ ８０３４１ ５５８９７６ ９５５３０７ ７５７９８３ ５５２８

　运动场地面积 平方米 ８７５ ２９６７３ １４７０５６ ２７６９８３ ２６１７６７ ２４５０

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平方米 ２０４２ ４７７７２ １３８５２５ ２３３３７２ １７４７２１ ２４９０

　教室 平方米 １７３２ １９１１０ ６０１２８ １２３７９５ １２４７０９ ２２８１

　实验室 平方米 ２１０ ２３７４９ ２６０３３ ５１５５６ １８１２８ ５４

　图书室 平方米 １００ １９７５ １１２７３ １４７７３ １０６８９ １０３

　微机室 平方米 ８６５１ １０９３３ ８８８１ ５２

　语音室 平方米 ４０４０ ４６０８ ２８４７

　体育馆 平方米 ２００８ ２８４００ ２７７０７ ９４６７

生均占地面积 平方米 ５７５．０ １６．９ ５５．２ ３１．２ １２．３ ４２．２

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５６９．８ １４．５ ３１．５ １６．３ ５．７ 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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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单　位 中等专
业学校

职业
学校

普通中学

高中 初中

普通
小学

特殊
学校

图书资料

　一般图书 万册 ０．８５ １５ ５２ ８５ １１６ ０．５５

　电子图书 ＧＢ ３５６ ５１０６ ２０２８０ １２９００

教学用计算机 台 １１０ １２３３ ４１７７ ７１２６ ７３３１

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 台 １３７５．０ ２６．０ ４３．９ ２３．３ １１．９

平均每一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 人 ０．４ ３０．４ １０．０ １２．７ １５．９ ４．４

表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各阶段教学实施情况 单位：％

指　标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０年

小学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小学学生辍学率 ０．００ ０．１９

小学五年巩固率 １２８．３ １００．０

初中

初中学生净入学率 １０７．０ １００．０

初中学生辍学率 ０．００ ０．０９

初中四年巩固率 ８７．９ ９１．６

高中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 ９５．６ ９５．２

普通高中招生比例 ６３．０ ６１．５

高校

普通高校录取率 ９８．７ ９４．０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情况 单位：人

指　标 应参加达标人数 实际参加达标人数

达　标　人　数

合计 优秀 良好 及格

合计 １０５７３６ ９９０８０ ８７３６３ １５３６４ ５１５４２ ２０４５７

　高中 １３４１４ １１０２１ ９４８８ ７２５ ５９６４ ２７９９

　初中 ３０５８２ ２８５５０ ２４４７５ ４５６８ １５２２２ ４６８５

　小学 ６１７４０ ５９５０９ ５３４００ １００７１ ３０３５６ １２９７３

（倪永培）

上海大学
■概况　２０１１年，学校设有２７个学院和
２个校管系；有７１个本科专业，３４个硕
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１７６个硕士学
位二级学科授权点，１３种硕士专业学位
（其中工程硕士含 １８个工程领域）、１６
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８２个博士
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１９个自主设置二
级学科博士点，１３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拥有４个国家重点学科，９个上海市

重点学科；拥有２个科技部与上海市共
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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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１个教育部
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１个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３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３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２个上
海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１个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有专任教师２７００余人，其中教授近５００
人、副教授９３０余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１３００余人。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
院院士９人，博士生导师４００余人；入选
中组部“千人计划”４人，教育部“长江学
者”４人；入选上海市“千人计划”３人，
上海市“东方学者”１８人；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６人，国
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 ５
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４８人。有学
生３７８００余人，其中研究生 ８８００余人，
本科生近 ２５０００人，高职生 ４０００余人；
有成人教育学生 １１０００余人，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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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００余人，其中学历生５００余人。毕业
学生 １０４４５人，至年底，毕业生签约率
８５５％，就业率９８３１％。校园占地面积
近２００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１００余
万平方米，图书馆建筑面积５４７万平方
米，馆藏纸本图书３７０余万册，中外报刊
４４５０余种。学校获“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度全国文明单位”称号，被评为“上海市

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和“上海市语

言文字水平测试工作先进集体”，连续５
年被评为全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工作优

秀单位。

学校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
周年系列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学习

实践钱伟长教育思想，全面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学校被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批准进行试点学院改革试

点，被称为是“改革氛围浓厚，改革成效

明显的学校”。年内，学校成立社会学

院、社会发展研究院、科技发展研究院、

国有资产管理处、对外联络与发展处，

撤销公共管理系，建立行政部处调研工

作管理制度，完善《校长办公会决策程

序》。增强学科建设水平，开展内涵建设

项目申报工作，“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

市建设”项目成功入选上海地方本科院

校“十二五”内涵建设项目，４个项目获
“２０１１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
专项资金建设项目”资助，获经费 １８００
万元。组织申报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市本
级学科建设项目１８项，１５项获通过。学
校重点学科凝聚力量，准备迎接“２１１工
程”三期验收工作。

学校探索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模式

及管理方式，重点推进按大类招生和通

识教育培养模式改革。年内完成按大类

招生工作，招收本科生５９３９名，其中外
省区市生源３８２９名，涵盖除上海以外的
２７个省区市，自主招生生源８８名；招收
博士研究生 ３２５名，硕士研究生 ２６０１
名。新增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１５
个，新增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 １８
个，获批６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研究生学科。建立校院两级就业

与实习基地３４０家，其中集团公司和世
界５００强企业约占３０％，学校被市教委
评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创新基地。建

立“感动上大”爱心专项基金以帮助困

难学生，通过各种渠道资助学生 ７１０４２
人次，资助金额６２３８万元；学生体质健
康合格率为８７７％。学校获批１门市级
全英语示范课程、３０门市级重点课程、５

门市级精品课程；１１个项目被列为上海
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６本教材
获上海市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８
本教材获二等奖。学校学生获 ２０１１年
美国数模竞赛一等奖１项，第二届全国
大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１项，２０１１中国
机器人大赛暨 ＲｏｂｏＣｕｐ公开赛冠军、亚
军、季军各２项，２０１１中国服务机器人大
赛一等奖３项，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Ｄ
类特等奖１项、一等奖２项，全国大学生
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１项。学校开展国
际交流与合作，有学分认定的海外交流

项目达７０余项，参与联合培养项目学生
１５９人，海外实习项目学生１９３人，海外
暑（寒）期项目学生２２８人，各类海外交
流活动项目并计算学分学生４６２人次。
学校年内共举办２１个国际学术会议，接
待国外代表团３５３批１２６３人次，国外大
学校长和副校长代表团５２批３３５人次；
组团出访美国莱斯大学、康内尔大学，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

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

与美国罗格斯大学、俄罗斯国家最高经

济大学、爱尔兰科克大学等１４所海外院
校或机构签署实质性合作协议；与悉尼

科技大学续签１５年合作协议，悉尼工商
学院在２０１１年新浪教育盛典上获“２０１１
最具影响力中外合作院校”称号。爱尔

兰科克孔子学院获“全球先进孔子学

院”称号。学历生人数５２１人，来自１１５
个国家，其中来自欧洲的留学生数量比

上年增加３５６％。
学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按时完成

首次设岗分级聘任工作，共聘任 ５３７９
人，其中聘任正高级职称３３人，副高级
９７人；聘任兼职教授５６人，名誉教授１１
人，自强教授２４人；聘请外籍文教专家
１４６名。年内有２人入选中组部“千人
计划”，３人入选上海 “千人计划”，６人
入选上海 “东方学者”，１人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王廷云教授

领衔的“特种光纤与光接入网”团队首

次进入教育部“１１１引智”计划；１人被评
为市优秀学科带头人，３人获市曙光人
才计划资助，３人获市晨光人才计划资
助，５人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资助，
１７人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２人获市
阳光人才资助。４３人入选上海高校教
师国外访学进修计划，１４人入选上海高
校教师国内访问学者计划，５９人入选上
海高校产学研教师践习计划，总经费

８７９５万元；２３人获国家留学基金项目

资助。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１６５
项，比上年增长２５％；获经费７３３５万元，
增长６７６％，居全国高校第３４位。获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９项，立项数目创学校
历史新高，居全国高校第３３位；获教育
部人文社科项目２５项，国家体育总局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２项，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１４项，上海市政府决
策咨询研究课题２项，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出版资助１项；获第四届全
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２
项，上海市第十届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

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
国家体育总局“十一五”体育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１项、三等奖 ２
项；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１项，上海
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２项，
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２
项，中国纺织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
项。钱伟长校长所著的《中国历史上的

科学发明》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

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学校所办

《社会》杂志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期刊奖提名，并进入教育部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第三批“名刊工程”，成为“２１１”
高校中唯一上榜的专业学术期刊。ＳＣＩＥ
收录文献７６０篇，论文７３２篇，居全国高
校第３５位；ＥＩ收录论文７２７篇，居全国
高校第４０位；ＩＳＴＰ收录论文５７１篇，居
全国高校第３３位。申请专利７１０项，授
权３２８项。签订技术合同 ４３８项，总经
费２０５亿；承担西部项目１４项，项目合
同金额１６５９万元；签订技术转让合同１２
项，经费７６６６万元 。

学校进行和谐校园建设，推进预算

管理改革和校院两级预决算管理改革。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工作，组织学生艺术

团赴法国贝尔福参加第二十五届世界大

学生音乐节。举办各类高质量学术报告

２０００余场次，其中上海市“东方讲坛”、
“科普大讲坛”７９场次，居全市高校榜
首。推进办学支撑体系建设，建设校本

部玄陵网球馆，建筑面积２３００平方米，
总投资５５０万元，于５月交付使用；复合
材料先进分散技术中心、校本部学生宿

舍楼竣工；在建项目批准总建筑面积

７８万平方米，总投资３２亿；批复立项
项目３项，总建筑面积近６２万平方米，
总投资２１４亿元。

■召开三届教代会暨五次工代会　１月
１１日～１４日，上海大学第三届教职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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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暨第三届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常务副校长周

哲玮作《学校行政工作报告》，校党委常

委、校工会主席薛志良作工会工作报告，

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主任徐旭作《提

案工作报告》；大会审议《上海大学第三

届第五次教代会暨工代会工会经费审查

委员会工作报告》。

■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成立　
３月 １４日，国家外交部复函上海大学，
同意成立上海大学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

交研究院。研究院旨在建设国家公共外

交战略研究基地、公共外交高级人才培

养基地和国际人文与科技交流合作基

地。外交部原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外

事委员会主任、上海大学名誉教授李肇

星和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任名誉

院长，上海大学校长助理李伟任院长。

■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３月１８日，上海大学与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在上海信息大楼签署《上海大学

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战略合作协议》，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总经理张维华、副总经

理吴冬立，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

副校长汪敏及上海大学、上海电信有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签字仪式。签字仪式

后，双方领导就人才培养、科研开发、信

息化应用等战略合作领域的有关工作进

行探讨。

■“六个为什么”进高校思政课教学试
点现场推进会召开　４月２１日，国家教
育部“六个为什么”进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试点现场会暨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研讨会（华东片会）在上海大学召

开。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教育部社科

司司长杨光、副司长徐维凡，上海市教卫

党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薛明扬，上海市

教卫党委副书记、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高

德毅，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省市教育

部门职能处室有关负责人，北京大学党

委副书记杨河、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白雪秋以及上海大学领导于信汇、周哲

玮、忻平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杨光主持，

于信汇介绍上海大学“六个为什么”试

点工作实施情况。

■第三届亚太地区蛋白质科学学会学术
会议召开　５月６日～９日，第三届亚太
地区蛋白质科学学会学术会议暨第三届

全国跨学科蛋白质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上

海大学召开，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

国、德国、澳大利亚、印度、法国、中国及

中国香港和中国台北等３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６００余位代表参加会议。校党委
书记于信汇、常务副校长周哲玮在会议

开幕式上致辞。为期３天的会议安排主
旨报告６个、专题报告４５场，内容涵盖
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副市长沈晓明到上大高新区调研　６
月１７日，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等一行到
上大高新区开展调研。闸北区区长周

平、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等参加

调研。沈晓明一行察看上海上大吉柴电

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克尔瑞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产品演示系

统等，并听取区校双方关于推进上大高

新区建设发展的情况汇报。

■举行２０１１级学生军训阅兵式、总结表
彰大会及开学典礼　８月３１日，上海大
学２０１１级学生军训阅兵式、军训总结表
彰大会暨开学典礼举行。上海警备区参

谋长叶志胜少将、上海警备区后勤部部

长王锦飞大校、宝山区武装部部长胡晓

春大校、海防二旅旅长钱俊上校等部队

领导，校领导于信汇、周哲玮、李友梅、鲁

雄刚、叶志明、汪敏及上海大学院士、终

身教授代表等出席大会。

■举行“诺贝尔科学奖展”　９月１５日，
“诺贝尔科学奖展”开幕式在上海大学

图书馆举行。诺贝尔医学奖获奖者穆拉

德博士出席展览并受聘上海大学名誉教

授，世界卫生组织南欧协作中心顾问、穆

拉德转化医学中心主任陈振兴博士，中

国国际战略学会原会长、中国国际战略

研究基金会名誉会长熊光楷上将，瑞典

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姚汉森，香港刘

浩清教育基金会执行董事俞平尔等应邀

出席开幕式，上海大学校领导周哲玮、李

友梅、忻平、吴松等出席展览开幕式。本

次展览展出费滨海先生为筹建中国诺贝

尔奖纪念馆而征集的２５４位诺贝尔物理
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和经济学奖得主

以“诺贝尔奖”和自己研究的领域为题

亲笔题词９０件、签名照片１７２帧、邮品
３５０余件。

■举行钱伟长校长诞辰９９周年纪念大
会　１０月９日，上海大学举行钱伟长校

长诞辰９９周年纪念大会。上海市教卫
党委书记李宣海及校领导于信汇、周哲

玮、李友梅、忻平、叶志明、汪敏、吴松、薛

志良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校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李友梅主持，李宣海和于信汇

共同为钱伟长学院揭牌。钱伟长校长因

其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获“感动中国

２０１０年度人物”称号和“２０１０中国教育
年度新闻人物特别奖”。

■上海大学学生获“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胜杯　１０
月１９日，被称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
“奥林匹克”盛会的第十二届“挑战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

在大连落幕。上海大学共获 ３个一等
奖，１个二等奖和 ２个三等奖，以总分
２９０分的成绩位居全国第１３位，获优胜
杯，是学校历年来的最好成绩。

■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为海峡大学孔子学
院“中国书画展”剪彩　１０月２４日，上
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访问上海大学与土

耳其海峡大学共建的海峡大学孔子学

院，并为由土耳其海峡大学孔子学院主

办、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协办的“中国书画

展”剪彩。

■举行钱伟长校长铜像揭幕暨骨灰安放
仪式　１２月２０日，钱伟长校长铜像揭幕
暨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滨海古园举行，

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上海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杨晓渡，民盟中央副主席、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惠强，上海大学党

委书记于信汇、常务副校长周哲玮等领

导及钱伟长家属、社会各界来宾、上海大

学师生代表２００余人出席仪式。同时，
举行滨海古园钱伟长陈列室剪彩仪式。

（郭　秀　王　刚）

职业技术教育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１年，学
院下设６个系、１个教学部、２５个专业，
有教职工２０１人，其中教师、辅导员和教
学辅助人员１２０人，行政管理及后勤人
员８１人。学院围绕以建设土木工程专
业为主，涵盖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经

济、建筑工程管理等专业群、具有鲜明行

业特色的全国知名高职院校的发展目

标，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

量，办出特色”的办学理念，推进学科专

业、人才队伍、校企合作及和谐校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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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年内加强对上海市各类别生源及外

省市生源市场的分析研究，结合学院实

际科学设置各时段各类别招生计划，完

成各阶段招生任务。在全国２５个省市
共录取高职学生１１９０名，其中上海学生
６２３名，外地学生５６７名，成人专科录取
学生６７名。学院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工
作，加强学生就业指导力度，重视与企业

的沟通交流，拓宽学生实习就业渠道，扩

展校外实习就业企业范围。２０１１届毕
业学生１１４１人，一次就业率达９７１８％，
２０１２届学生全部落实实习岗位。学院
被评为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文明
单位，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上海教育系统法
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被批准为２０１１年
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工作创新基地孵化建

设学校。

学院贯彻执行国家事业单位人事制

度改革要求，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实际，

完成学院岗位设置方案的制定工作，对

原有机构设置及机构名称进行调整，原

土木工程系调整为土木工程系和工程管

理系，原管理系与外经外贸系合并，成立

新的外经外贸系，电子工程系、医学护理

系分别更名为机电工程系和医检与护理

系，增设图文信息中心和实训中心２个
部门，并对现设机构的职能进行明确。

学院结合市教委“０８５”工程建设要求，
围绕建筑工程技术、建筑工程经济、建筑

工程管理专业群构建目标，确定建筑工

程技术、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建筑经济管

理、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专业等 ４
个专业作为学院“十二五”期间的重点

建设专业，并申报上海市重点专业。经

过专家论证和审批，建筑工程技术和建

筑经济管理专业获批成为首批上海市重

点专业。学院运用上海建筑职业教育集

团资源，加大土木相关专业的建设力度，

深化与企业的合作层次，与企业共同设

定人才培养目标、共同商讨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式，聘请企业技术专家为学生授

课，引进其最新施工技术和现场管理方

法，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土木工程系与

集团海外部年内进行第二轮合作，设立

为海外部定向培养人才的市政工程班，

与基础公司合作开设“项目安全工程师

班”。学院建成建筑工艺实训中心，获批

为上海市第二职业工种培训鉴定站的鉴

定场所之一，从６月开始进行工种培训
鉴定，为学院职后培训更好地做好社会

服务和土木工程系学生实施工种实训提

供条件；学院与安装公司基本完成合作

自主开发、体现高技术含量的建筑安装

实训基地项目；学院建筑工程技术实验

实训检测中心项目成功申报为２０１１年
中央财政支持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学院完善适应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与学院发展要求的师资培养、管理、考核

机制，改善教师队伍结构，提升师资队伍

整体素质。２０１１年，学院有１３名教师入
选市教委“教师专业发展工程”计划项

目，其中１人入选“国内访问学者计划”，
１２人入选“产学研践习计划”。学院与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所属各单位合

作成立的“上海高职高专土木工程施工

与管理教师产学研践习基地”入选２０１１
年上海３９个高校教师产学研践习基地，
武佩牛教授带领的地下空间施工技术教

学团队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高等学校市级
教学团队”称号。学院突出职业教育特

点，开展各专业职业技能竞赛活动，选派

优秀学生和教师参加各类各级技能大

赛，“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提高学生职

业能力和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学院机

电工程系学生参加上海市高校首届大学

生工程能力竞赛获铸造和快速成型２个
项目季军；外经外贸系组织学生参加上

海市第二届高职院校国际商务单证技能

竞赛获６个三等奖，２名教师获“优秀指
导教师”称号；公共基础部学生获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三等奖，１名教师获
上海市第二届高职高专英语教师教学大

赛三等奖。６名学生的创业计划书被评
为上海市创业基金优秀商业计划书，学

院社团被授予上海建工集团特色团建项

目称号。

学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暑假

完成第一教学楼大修改造工程，所有教

室实现多媒体功能；完成公寓楼外墙装

饰、校园污水管道改造等工程。９月，学
院新建学生宿舍楼工程动工建设。

学院年内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系
列活动，“劳模进校园”系列活动，主题

升旗仪式、志愿者服务日活动、暑期社会

实践等活动，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理念，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通过组织青年学生

开展大学生创业实践活动、社团巡礼活

动、大学生辩论赛、歌手大赛、主持人大

赛、话剧专场等活动，繁荣学生社团文

化，培养学生实践能力。通过组织开展

早锻炼、篮球赛等体育活动，提高学生的

身体素质。２０１１年，学院共有３９９名学
生参加无偿献血，“关爱农民工子女”暑

期社会实践项目报告被评为２０１１年上

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项

目，学生参加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

赛获冬季长跑比赛高职高专组男子、女

子团体一等奖。

学院加强与中国建设教育协会、全

国建设类高职院校的沟通和交流，６月，
作为上海建筑职业教育集团牵头单位，

学院和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共同承办全

国土建类专业中职与高职衔接改革的研

讨会。１２月，作为校企合作协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单位，学院独家承办中国建设

教育协会高等职业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

会校企合作协作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

议，来自全国１４个省、市的２０多所高职
院校参加会议，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等

职业与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赵研

宣布校企合作教育协作委员会成立，并

向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 （刘一林）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至年末，学
院在办专业２１个，在校生３３４７名，成人
教育学生１２０名；教职工２４４人，其中专
任教师１３６人，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
５７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教师３３人，
学院生师比例由１∶２１上升为１∶１８。年
内，招生录取实际报到学生９１０人，毕业
学生１３１４人，２０１１年签约率６８２％，就
业率９８３％。学院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
上网登录达 ５２名，完成预征任务的
１７０％，受到上海市教委通报表彰。学院
设有经济管理与旅游分院、国际交流与

外国语分院、数码与艺术分院、汽车分院

和继续教育分院，应用艺术、物流管理、

酒店管理和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４个专
业为上海市高职高专重点专业；拥有一

支适应高职教育的“双师型”（既具有教

师素质和能力，又具有其他职业素质和

能力）专兼职教师队伍和来自美、澳、日、

西等国多语种外教队伍，设有健全的教

学工作委员会和专业指导委员会；以“知

礼立德”为校训，坚持“职业型、开放式、

国际化”办学目标，倡导“校企合作，工

学交替”，拓展“订单式”、多通道“专升

本”、“出国直通车”等形式多样的人才

培养模式；以能力培养为本，在学院内建

立７个上海市高职教学高地，每个专业
均有 ２个以上稳定的校外企业实训基
地；推行正式学历与职业资格“双证书”

制度，引进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５个部门联合推
出的校企合作高级职业技能考证项目。

年内，学院会展与商务英语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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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张小红的《高职应用英语专业“顶岗

实习实践教学模式”探讨》项目获上海

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实现学

院该项目零的突破。教师罗兵领衔的

“产品包装设计”课程被上海市教委评

为“２０１１年度上海高等学校市级精品课
程（高职高专）”。英语专业教师陈文杰

获“上海市第二届高职高专英语教师教

学大赛”特等奖，教师张小红、戚籦达获

优胜奖。学院国际交流和外国语分院参

加上海第一届高校日语情景剧比赛，获

最佳个人表现奖和集体二、三等奖。学

院数码与艺术分院师生参加“中国包装

创意设计大赛”，其中教师徐军的“贝贝

纸业”商业广告插画作品获专业组一等

奖、“皖粮窖酒”礼盒设计作品获专业组

三等奖、“海蓝之星香水品牌”商业插画

作品获专业组优秀奖，教师赵震的宣传

海报“敢爱”设计作品获专业组二等奖，

学生王敏彦的迪斯尼卡通糖果包装设计

作品、陆维逸的秋月颂月饼礼盒设计作

品、边成龙的锦绣秋韵礼盒设计作品、任

瑜的时尚购物袋设计作品获学生组二等

奖，陈艳的 ＯＬＡ儿童玩具 ＶＩ设计作品、
费亚的渔米之家 ＶＩ设计作品获学生组
三等奖。

７月１日，学院变更举办者，由苏州
广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接管办学。修订

新的董事会和学院章程，完成法人代表

变更，完成办学许可证等各类办学证件

的登记更新，学院调整校园整体发展规

划，启动二期工程建设计划，新征土地批

准立项。

学院力抓内涵建设，构建五年建设

规划，筹办华谊兄弟艺术学院和洲际酒

店集团英才培养学院。以教学为中心，

强化教学质量管理，上半年开展质量月

活动、下半年进行期中教学质量检查活

动，采取上下同步、点面结合的方法，完

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加强教师听课管

理，被听课的教师占总数的 ９１％，形成
“六个一加柔性模块及学生评教”（备好

每一门课，讲好每一节课，批好每一份作

业，改好每一份试卷，做好每一次教案，

加强每一门课程建设）的常态化质量保

障体系。体现高职特色，改革毕业设计、

论文为顶岗实习报告，促进“双课堂”

（理论教学课堂、实践教学课堂）教学。

实施校企合作，推动多证书育人，与上海

国际邮轮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共建“上海

国际邮轮旅游人才培训基地”。开展

“三风”（教风、学风、校风）建设月活动，

推动校风建设。学院以全国计算机等级

考试和上海计算机等级考试为重点，开

办多批非学历短期培训班，组织各类计

算机等级考试 ２７００余人次。重视安全
稳定工作，落实安保责任制，建立 “一级

抓一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三级

维稳工作责任制和四级维稳通讯网络。

加强对校园网平台和网上信息的管理，

定期对分院、处室的网页进行安全检测，

确保网络安全运行。严格执行“三级审

批制度”，加强校园网巡查，确保校园网

信息内容的真实和及时更新。学院结合

内涵建设，加强和谐校园建设（文明创

建）工作。党委开展以学习践行公正、包

容、责任、诚信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为主

线、以“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为主题，以
“创先争优”活动为主体的多项党建活

动，并以此推动学校的教育教学和各项

工作。学院组织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

开展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促进校园文

化建设。团员教职工及学生由团委组

织，参加顾村公园樱花节、上海铁路站春

运、上海浦东图书馆等志愿服务活动和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秋冬季“清剿

火患”整治活动，开展“１１０”消防安全疏
散和灭火演练活动宿舍管理，全年未发

生安全责任事故。

学院完成各项综合性检查或考评，

通过２０１０年度社会组织年检、办学条件
检查、财务审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年

检、规范收费检查、资助金和奖学金审

计、安全生产检查、校园餐饮安全检查、

兵役工作执法检查等 ９项检查、考评。
完成国家教育部高校统计年报、高等职

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信息采

集、民办高校校舍信息统计、高校实验室

信息统计等４项上报工作。学院国际交
流和外国语分院参加上海第一届高校日

语情景剧比赛，获表演二等奖与三等奖

各一个。 （张　丽）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１年，学
院设有建筑系、建工系、经管系、机电系、

外语系、护理系、基础部、思政教学部等

８个系部，招生专业２３个；有教职工２３０
人，其中行政管理及后勤人员１０９人，教
师、辅导员和教学辅助人员１２１人。当
年招生计划总数为 １９５５名，录取 １６８３
名，录取率为 ８６０９％；到校报到注册
１５４１名，报到率为７８８２％，录取报到率
为９１５６％，其中依法自主招生报到率为
１００％。上海地区招生计划８８０名，外省

市招生计划１０７５名。学院招生录取报
到率和计划报到率位列上海市同类高职

院校第二。经上海市教委批准，学院于

２０１１年获成人高等专科学历教育资质。
当年毕业学生 １６４９人，初次就业率
９８３％、签约率７８０５％，为学院历史上
最好水平，提前达到并超过教育部和市

教委对毕业生就业率的目标要求。年

内，学院获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理事单位、

获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教卫党委
系统委级文明单位称号。

学院“十二五”规划经学院董事会

审议批准，于上半年开始执行。学院围

绕重点专业、实训基地、骨干教师队伍、

全方位育人、校园文化等建设进行组织

实施，召开主题为“强化责任制，持续、稳

步推进内涵建设”的全体中层以上干部

会议，与系、部主任签订“２０１１年度目标
责任制”；各单位针对各自承担的任务，

进行细化落实方案，推进学院“十二五”

规划实施。

学院围绕教学内涵建设，推进依法

办学规范管理。坚持公益性、非营利的

办学原则，继续聘请上海市中信正义律

师事务所两名律师担任学院常年法律顾

问；向市教委、市社团局报送《关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学年度教育收费自查工作报
告》。接受上海民办高校 ２０１０年度检
查、高校技防资助经费项目建设检查、上

海市规范收费检查，若干高地建设项目

得到检查组专家的肯定。学院获中央和

地方财政拨付专项资金１２７１９万元，其
中，上海市民办高等教育政府扶持资金

５８０万元，奖助学金等４０３９万元，访问
学者产学研专项基金４９５万元，高地建
设２００万元，其他经费３８５万元。建工
系应鳪清老师的《建筑施工技术》被评

为市级精品课程，学院累计有４门课程
被评为市级精品课程。建筑系马怡红老

师领衔的建筑设计技术专业教学团队获

上海市级教学团队。首次启动院级教学

成果奖申报、评审工作，组织校内外专家

对各系申报的教学成果进行综合评定，

评出校级教学成果奖 ４个，２门课程成
为校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完成 ２０１１
年人才培养计划的修订工作，参加市教

委组织的重点专业建设“０８５工程”路线
图培训交流会，举办校内重点专业建设

“０８５工程”路线图以及其他专业“０８５
工程”路线图交流会。年内新增５个校
外实训基地。学院６系１部与上海三益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交大附属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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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宝山烈士陵园与淞沪抗战纪念馆

等６６家校外实训基地分别签订协议书
或举行挂牌仪式。

开展师资队伍建设，年内重新聘任

系（部）主任、专业主任，有计划地安排

一批青年教师到企业或行业进行培训，

配套资助年度“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

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的青年教师；组

织青年教师继续申报“晨光计划”和”优

青项目”；开展专职教师说课活动、校内

青年教师说课比赛、“专业规划”的编撰

和交流等活动，组织“我心目中好老师”

的主题评选活动。建立完善兼课教师的

信息系统，实施《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青年行政管理人员增资方案》。建立实

习基地，重视学生培养。２０１１年，学院
学生获“交大社思源杯”日语演讲比赛

一、三等奖；获上海市第四届高职高专实

用英语（听力）竞赛专业组一等奖；获全

国日语技能大赛个人项目特等奖和团体

二等奖。４名学生获国家奖学金，１４９名
学生获国家励志奖学金，４名学生获上
海市奖学金。颁布《就业工作（奖励）考

核标准》，建立“就业信息网上平台”，举

办年度校园招聘会。组织“我为党徽添

光彩”主题活动，编辑出版 “名人百句名

言录”。举办“首届寝室文化节”活动，

有１０３间学生寝室被评为三星、四星、五
星级文明寝室。组织学生开展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科技支农”暑期社会实践团

队获上海市大学生２０１１年暑期社会实
践“优秀组织奖”。举办以“健全人格、

完善自我、愉悦生活”为主题的心理活动

周活动，完成新生的心理测试工作；学院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依据学生的心理特

点，创办《心空间》杂志。继续开展和谐

校园建设。学生军训首次在校外组织实

施。学院３次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考
察，制定军训方案和计划，完善保障措

施，对军训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进行表

彰。组织开展学院首届运动会，组成３１
支参赛队，共有５９３名运动员参与，评出
５个学生文明团体奖和２个教工文明团
体奖，６个学生广播体操优胜奖和 ３个
教工广播体操优胜奖，３个精神文明优
胜团 体。举 办 “红 旗 颂 · 济 光 风

采”———庆祝建党９０周年高雅艺术进校
园中外影视歌曲音乐会暨第六届校园文

化艺术节，邀请上海轻音乐团到校演出。

开展对外合作交流，全年接待４批１５人
次的国外学校来访，接待并与英国百德

学院商讨合作办学；组织教师赴英国博

尔顿大学访问交流，组团出访日本４所
高职院校，开展校际交流。与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商业

分院、上海东江建筑勘察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上海东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原（中国）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上海

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用友集团畅捷

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协通（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

司二手车销售平台等８家单位签订校企
合作培养人才协议书，建立校企合作关

系，校企合作增至１１个。落实后勤保障
工作，学院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更新电脑

９０台；馆藏资源建设达标，纸质图书递
增２０４２０册，首次超教育部“工科类”高
职高专院校图书生均册数指标要求；年

内实现两校区校园网贯通；筹建约６５００
平方米的学生活动中心项目，完成审图、

申请规划许可证，并进入招投标程序；为

武东校区学生宿舍安装空调，推进杨行

校区学生生活区安装空调方案。完成对

学院固定资产的清查工作。

７月，学院组织建党 ９０周年“彩声
飞扬，师生歌咏大赛”庆祝活动。学院以

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为契机，在全体党员和
入党积极分子中开展“红旗颂·济光风

采”庆祝建党 ９０周年系列宣传教育活
动。利用上海市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平台

组织收看党史教育专题讲座，邀请专家

作专题讲座，组织党史系列专题影片放

映、党史经典诗歌朗诵比赛和党史知识

竞赛等活动。 （李仪君）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０１１年，上海震
旦职业学院录用教师、干部３４名，其中，
教师、辅导员２４名，管理干部８名，系主
任２名。截至年底，共有教职工２４２人，
其中教师、辅导员和教学辅助人员 １４２
人。学院按照“适应市场、动态调整、突

出特色、协调发展”的原则，培养学生适

应工作变化的知识型、发展型、创造型和

技能型人才。学院 ２０１１届毕业生共
１３９６名，毕业就业率达９８０７％，签约率
达到７６４％。１１月 １５日，举办校园招
聘会，联系筹集 １８２个单位，推出 ３８４２
个就业岗位，另收到４００多个用人单位、
企业的招聘传真、邮件，毕业生与招聘就

业岗位数之比１∶４以上。
学院成立创建示范性高职院校领导

小组，制订创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

校的建设方案，重点建设营养与食品卫

生、新闻与传播、数控技术、国际商务、影

视广告制作等５个专业，绘制完成重点
建设专业（０８５工程）路线图。学院从适
应区域经济结构发展出发，“精简、调整、

强化”专业，有选择、有针对性地调整专

业，建设震旦专业特色。学院计算机信

息系成功申办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计算

机信息管理专业校企合作项目。《电子

商务实训教程》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由中央财政资助４００万元的“数控技术
实训中心”项目竣工。商贸系获上海市

教委“高地建设”项目资金１４０万元、医
卫系护理专业获“高地建设”项目资金

１５０万元资助。学院支持教师编写各类
教材，参与编写出版的教材有《传统道德

修养十二讲》、《新航标职业英语》、《高

职高专商务韩国语》等。新增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中冶集团

金惠康复医院、罗城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世贸汽车、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等校外实训基地。

年内，学院加强教育教学管理，完成

２０１１级教学计划和大纲的制订工作。
调整后的教学计划注重综合职业能力，

围绕岗位（群）需要设置课程。各专业

确定５～７门核心课程，理论教学以“够
用”为度，突出实践性、专业性、规范性，

把考证纳入教学计划，以强化学生的技

能学习和职业优势。推进学生学业评价

制度，在上年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执行学

院“关于实行‘学分银行’制度的规定”。

“学分银行”制度规定学生获得的职业

资格证书、从业证书、德育教育培训、比

赛获奖等方面都可以折合成学分存入

“学分银行”，并可充抵必修课以外课程

的学分，实行以“能”代课，以“证”加分，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加强校风建设，

坚持贯彻“三带三不带”（上课带笔、带

课本、带笔记本，不吃零食、不玩手机、不

做与教学无关的活动）原则，创新管理模

式。设立风纪检查小组，挂牌上岗，实行

学生站岗制度，加强学生的自主管理、自

我约束，发挥学生的榜样作用。年内，学

院获国家奖学金 ３人，上海市奖学金 ４
人，国家励志奖学金１３４人，国家（特困）
助学金７２５人，国家助学金６１０人，学院
奖学金 ３３０人，星星奖学金１００人，上海
高校巧帛勤助奖学金２人。２５人申请国
家助学贷款，共计１５万元；生源地贷款
３８人，共计 ２２８万元。年内有１５名学
生应征入伍，学院被评为上海市征兵工

作先进集体。举办第二期学生军训营，

２９０名学生的训练工作由学生中复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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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完成，结业时评出优秀军训营战士７１
名。开展各类志愿者活动，协助地铁七

号线罗南新村站和美兰湖站的工作人员

做好秩序维护、交通咨询、助老助残等服

务，参与上海旅游节开幕式，美兰湖上海

名人高尔夫球邀请赛，顾村公园樱花节

等志愿者工作。组织学生参加上海市第

二届“卡西欧”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职场

英语大赛，１名学生获三等奖；参加第六
届全国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大赛，１０７名
学生分别参加平面设计、动画设计、网页

设计三项目比赛，３６名学生获国家教育
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颁发的“全国信息

技术应用培训教育工程职业技能证书”，

３名学生获全国三等奖，１９名学生获全
国优秀奖，２０名学生获单科成绩合格证
书，院长杜飞龙、系主任徐念祖获 “先进

个人”称号，陈萍老师获优秀指导教师

奖，学院获大赛组织奖。

学院重视教师培训和科研，推进国

际交流合作。年内有３名教师参加市教
委组织的国内访问学者培训，１名教师
获批准到英国访学一年，２项培训获市
教委经费补助２３５万元。１名教师参加
民办高职教育协会组织的到瑞典、丹麦

培训。８名教师申报教育教学课题，获
市教委资助经费２９万元。组织２７名中
层干部参加网上国家中期规划纲要培

训，学院人事处获市教委优秀组织奖。

强化双师素质培训和职业资格考证培

训，５名教师获高级证书。组织近２０名
新干部上岗培训，２６名新进员工岗前培
训。选送１６名辅导员参加上海市教委、
民办高校组织的专项培训。１名教师赴
云南红河州屏边县挂职锻炼。学院评选

优秀园丁８名、师德标兵３名。学院与
美国费也特菲大学、南犹他州立大学，日

本东京商贸学院、爱嫒女子短期大学，韩

国清州大学，新西兰太平洋大学建立合

作交流制度，接纳日本爱媛女子短期大

学２名留学生学习交流，选派１名护理
专业学生（获上海市教委设立的学生海

外项目专项资金５万元补助）到美国参
加专业实习，１９名学生参加海外带薪实
习。５名院领导到美国、日本、德国学习
考察。

加强精神文明单位创建工作，通过

市教委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安全
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检查。开展“理想信

念、公民素质、健全人格”主题教育活动，

组织学生到宝山烈士陵园、淞沪抗战纪

念馆祭扫革命先烈，继承光荣革命传统。

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组织班
班唱红歌比赛。参加上海团市委组织的

“青春向祖国致敬”国庆６２周年升旗仪
式。３月至 ５月，学院举办以“崇尚科
学、鼓励创新、展示技能”为主题的第一

届科技节，共分成果展示、系列报告会、

技能比赛三大部分，其中技能比赛包括

六项全院性大赛和２４项系内比赛。学
院名誉校长、“２０１０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获得者王振义院士，参观科技节

展示馆。举办第七届学院田径运动会，

“三对三”篮球赛、迎新生社团风采秀

等。组织学生参加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

大联赛，获男子５０米自由泳冠军、男子
２００米跑第四名，男子篮球二等奖，男子
７人制足球，男子羽毛球团体三等奖，拔
河比赛第三名等多个奖项。学院图书馆

建筑面积 ２２９５平方米，拥有阅览座位
６７０余个，馆藏纸质图书３０万余册，电子
图书６２万册；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
统，开展图书馆资源网上服务；利用暑期

对电子阅览室进行改造，采用全新的玻

璃电脑台，新增２５台电脑。根据教学高
地建设需要，建立营养与食品卫生、新闻

与传播、国际商务、机电一体化等专业阅

览室，为教学、实训、上网等提供方便。

（曹士勋）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由原上
海交运、海港、民航、轨道交通等４所行
业院校共同组建而成，是一所独立设置

的、集陆、海、空、轨道交通教育为一体

的，培养综合交通类专业人才的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学院设４个校区：东校区
位于浦东大道２５９８号，南校区位于龙华
西路１号，西校区位于凯旋路２０５０号，
北校区位于呼兰路８８３、７６３号，学院本
部设在北校区。学院占地面积约２７万
平方米，校园建筑面积１４４８万平方米。
学院设有１０个专业系部、２２个专业，其
中《汽车运用技术》与《集装箱运输管

理》专业为国家级教改示范专业，《报关

与国际货运》专业为上海市特色专业。

学院是“上海市高校学生物流管理类职

业技能鉴定所”和“国家技能型紧缺人

才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培养基地”，设有

校内外实训基地１１０余个。２０１１年，在
校学生总数 ４５９６人，其中外地生源占
５５％，年内学院招生达４批次，依法自主
招生涉及《物流管理（口岸物流网络管

理）》、《汽车运用技术》等８个专业，录
取１７７３人，实际报到 １５７４人；共有 １８

个专业１４５９名毕业生，就业率９４５９％，
有７名毕业生报名参加农村“三支一扶”
工作。学院有教职工４３１人，其中专任
教师２８６人，具有正副高级职称８１人，
中级职称 ２０１人。学院获“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被评
为上海市语言文字２０１０年度普通话测
试先进集体、上海市“美华杯”国际商务

单证职业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上海市

首届高职高专大学生创业大赛优秀组织

奖。学院递交的《“订单培养”推进高等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技术探讨》论文，获

国家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汽

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

国交通职业教育汽车类专业实训基地建

设与实践教学改革论文评选一等奖；

《〈英国利兹城市学院战略规划〉引发的

思考》、《职教集团化办学的中高职教育

贯通研究》２篇论文获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职教期刊编辑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第八次全国优秀职教文章评选一等奖。

在“２０１１年全国职业院校汽车专业课程
设计大赛”中，学院获汽车营销高职组一

等奖（亚军），汽车维修高职组一等奖

（季军）。学院教师温婷婷获第二届上

海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大赛三

等奖；思政课青年教师金鑫鑫在上海市

教卫党委、上海市教委组织的“第一届上

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比赛”中获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教学比赛二等奖。学院学生在

２０１１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
上海市三等奖（专科组）、获第二届全国

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上海赛区个人三

等奖、上海市第四届高职高专实用英语

（听力）竞赛三等奖。学院组队参加在

广东举行的“２０１１第五届本田 Ｈｏｎｄａ中
国节能竞技大赛”；参加“２０１１年上海高
职院校汽车类专业第二届职业技能竞

赛”，参赛选手初赛（汽车维修工四级）

一次通过率达 ９４％，学院获团体二等
奖，获个人赛一等奖２人（分别为第一、
第二名），获三等奖 １人；参加上海市
“美华杯”国际商务单证职业技能竞赛

获团体三等奖，其中１２人获个人奖项，
１３人获全国国际商务单证员证书，教师
朱绪敏、金飒帅获 “优秀指导教师”称

号。北校区汽车工程系２００８级学生庄
城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千名青年环境友好
使者行动”中获“青年环境友好使者百

佳绿色先锋”称号。参加上海市阳光体

育大联赛，获乒乓球、健美操、实心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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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等３个项目团体二等奖，获长跑、单脚
跳接力赛２个项目团体三等奖。

学院推进专业结构调整优化，落实

专业提升计划，制定执行六大重点专业

（《汽车运用技术》、《物流管理（口岸物

流网络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集装箱运输管理》、《空中乘务》、《航空

机电设备维修》）提升计划及其“０８５工
程路线图”。南校区推进空乘专业五年

品牌建设，启动该专业实训考评体系、空

乘客舱服务精品课程建设，开发客舱服

务、离港系统操作等６门实训课程。西
校区完成《城市轨道车辆检修专业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教学质量目标》的编制，
开设空中安全保卫、飞机制造技术２个
新专业，完成国家教育部、财政部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
服务能力”项目《汽车运用技术》、《报关

与国际货运》专业申报，以及《汽车运用

技术（新能源汽车方向）》新专业申报。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成功申报《事故车辆

查勘与定损》市级精品课程。交通安全

与控制专业利用多方资源，改善专业课

程教学和学生实训条件，首届学生完成

“维修电工”考证。东校区通过到上港

集团集中调研，完成桥轮吊驾驶与维修、

内集卡驾驶与维修、港口装卸现场管理、

港口物流运作等４个主体岗位（群）的教
学培训模块调研，拟应用于新专业开发。

改革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定单式”人才

培养模式，将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内容纳

入专业（课程）教学标准体系，尝试把专

业竞赛模式运用到学生能力培养上，保

证学生在企业的留存率。学院与捷豹路

虎上海公司、浙商保险上海分公司、东昌

集团、ＴＮＴ天地华宇集团公司下属华振
物流有限公司等企业接洽合作事宜，与

交运日红物流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制订汽车专业“上海高校教师产学研践

习计划”，建立和完善丰田汽车（中国）

职业教育项目、上海市高职汽车类专业

师资教学能力提升项目，以及上海市汽

车修理有限公司、永达集团等特色践习

单位（基地）。组织专题教研活动“校企

合作项目主管报告会”，丰田营销 Ｆ－
ＳＥＰ、丰田Ｔ－ＴＥＰ、Ｔ－ＴＥＰ钣喷、奔驰技
术教育等试点推行项目主管负责制。参

与校企合作项目课程和教具开发，利用

校企合作项目和汽车实训中心两大平

台，参与上海大众汽车 ＳＣＥＰ课程开发
和员工技术培训基础课程开发；结合职

业资格鉴定标准提升和实训条件改善的

要求，设计和实施“汽车试验台架技术改

造”项目。推进教材体系建设，配合专业

结构调整优化的具体实施，出台《校本教

材建设管理办法》，落实校本教材立项与

开发工作，年内立项３０项。主编国家规
划教材、高职专业核心课程《汽车发动机

构造与维修》、专业方向课程《事故汽车

核损与理赔》、《发动机机械系统检测诊

断与修复》、《汽车维修业务管理》，由人

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完成高职《心理

成长》、《创业教育》校本教材编写，其中

《心理成长》于１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
版。学院经管专业完成《物流仓储与配

送实训》、《国际贸易单证实训》、《会计

综合实训》３本实训校本教材编写并投
入使用。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完成荷兰

ＳＴＣ游学项目，并于９月在中国港口协
会与荷兰海事学院集团共同举办的“中

荷中国长江流域职业教育与培训合作项

目总结研讨会”上，作 ＳＴＣ交流生培训
学习成果汇报交流。推进现代化管理进

程，学院完成《教育事业“十二五”发展

规划》配套规划《“十二五”师资队伍建

设规划》、《“十二五”数字化校园建设规

划》等一系列规划、章程的编制。推进信

息化管理进程，完善交通学院对外网站

“信息公开”栏目建设，５月接受并通过
由上海市教委组织的上海市高校信息公

开试点工作验收检查。完成 ２０１１级新
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及《高等职业院校

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年度

上报工作。加强教师团队建设，学院制

定《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专业带

头人工作室”培育办法》、《教学团队建

设实施方案》、《企业兼职教师选拔聘用

和管理办法》和《校级教学名师培育方

案》，下发《２０１１年度教职员工培训计
划》。５名教师入选“教师专业发展产学
研践习计划”；完成上海市第六届高校

“教学名师”申报，１人获批高校青年骨
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１人获批上海市
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原高校“优青”

项目）；建立５个专业带头人工作室，１０
名教师入选首批“校级名师”培育，遴选

出７个教学团队；完成２名教师副教授
论文申报评议工作；上海大学胡申生思

政工作室与学院２名青年思政教师结对
带徒。完成５名２００８年青年教师教科
研基金结题工作并报上海市教育评估院

评审。组织开展各级各类课题申报、立

项工作，共计申报５８项，其中立项的省
市级以上课题 １５项、院级课题 ２２项。

完成研究报告４０项、５０余万字，其中省
部级以上及各级学术研究会课题２２项、
院级课题１８项。编辑出版《上海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院庆１０周年专刊》，共
５０篇，计 ２５万字；教师发表各类论文
１１４篇，其中在各类公开刊物和核心期
刊发表１０余篇。组织编辑《上海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学报》第９卷第１、第２期，共
６５篇，约 ２３万字。坚持“量化管理，重
在激励”的原则，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对

全院教师（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学年）科研工作
完成情况进行量化统计与考核，并给予

科研津贴资助。制定《关于开展公开课

活动的暂行规定》，落实开展学院、校区、

系部３个层面的公开课活动，促进教师
团队整体教学水平的提升。做好常规的

听课评课工作，以及教师（含外聘教师）

考核工作，发放“学生问卷调查表”，组

织召开学生座谈会，完成新一轮兼职督

导员聘任工作。

学院开展德育系列活动，坚持德育

为先、育人为本的理念，结合纪念中国共

产党建党９０周年、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
院庆十周年等活动，开展时政形势教育、

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完成２０１１级学生心理测试工作，组
织２０１０级学生参加普通话培训，并于１１
月组织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５月，学
院举行“易班”（Ｅ－ＣＬＡＳＳ）建设启动仪
式暨专题培训会；９月，建立易班工作机
制，每月开展主题活动。易班工作在学

院４个校区全面展开，共有８６个班级入
驻，注册人数３２８３人。加强辅导员队伍
建设，选送５名教师参加市教委组织的
岗位培训，举办“为了每一个学生的终身

发展”为主题的２０１１年德育工作年会。
举办第六期学生干部培训班；举办第

１６、１７期业余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学生打入党报告的共有４８０人，发展
学生党员１７人。开展国防教育活动，组
织２０１１级新生军训。组织征兵工作，共
有２７名学生应征入伍。以读书节、艺术
节、阳光体育节、技能节、社团文化节为

载体，每月开展一项主题教育活动。４
月，组织开展以“读红色经典书籍，用知

识创新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读书节活

动，倡导读书明理、读书求知、读书成才

的新风尚，１０００余名学生参与，评选读
书先进班和读书积极分子；６月，开展纪
念建党 ９０周年“学党史、感党恩、树信
念”主题教育活动；１０月，开展纪念辛亥
革命１００周年“爱国、爱校、爱专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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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活动；１１月，组织“每天锻炼一小
时，幸福生活一辈子”阳光体育节活动

等。组织开展“青年成才的关键是靠自

身能力还是外部机遇”主题辩论赛、“踏

红色之路，践火红青春”社会实践活动，

举办学院首届“科技创新生活”科技节

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开展急救知识交流

普及活动、“博爱文化周”系列活动、纪

念汶川地震３周年爱心义卖活动等，宣
传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学生集体观念、社

会责任感。年内有４５名学生获上海市
优秀毕业生称号，３人获国家奖学金，４
人获上海市奖学金，２５人获国家励志奖
学金，南校区发放国家育英奖学金１５人
次。学院完善《勤工俭学中心管理制

度》，及时开展帮困补助，有１００２人次获
国家助学金 １４３７万元；有 ２９２人获国
家助学贷款，２９３人获伙食费补贴，设立
勤工俭学岗位１９３个。学院加强就业指
导的相关培训，以增强就业指导工作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好毕业生就业跟踪

调查工作和数据上报工作，全年调查走

访近４０家企业，与优秀毕业生座谈，跟
踪调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届毕业生 ６００余人。
学院提前启动就业指导宣传工作和校园

招聘活动，投入“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创新基地”建设。组织汽车保险与公

估、“丰田日”、永达集团、上海大众等近

百场招聘会，提供岗位约２６００个。６月
３日，组织举办上海交通物流职教集团
第四届人才招聘会，参加招聘的企业共

７８家，提供岗位８３３个，集团内１４所院
校物流、货代专业１５００名应届毕业生参
加。，学院为上级主管单位、综合交通企

业集团员工和社会人员的学历进修、继

续教育、岗位培训提供服务，获统计人员

继续教育培训资质、ＣＣＡＲ－１４７民航机
务维修培训资质等；开展职业技能鉴定

与考核，全年共培训鉴定 ２万余人次。
各校区开设业余大专班、大学远程教育，

至年末，有在校生５９４人，其中专科４２９
人、专升本１６５人。学院成人业余大专
班有在校生２６５人，２０１１年招收１３４人。
学院承办高职学生计算机一级考试，共

１９８０名学生参加考试；承办２０１１上海市
高职高专汽车类专业职业技能竞赛决

赛，并承担赛前选手培训和赛场组织服

务工作；承办宝山区２０１１年技能竞赛汽
车油漆工赛项，承办上海市国资委系统

企业２０１１年技能竞赛汽车维修工赛项。
学院与上海市教委、学院各校区、各部门

签定２０１１年度安全生产、治安综合治理

等相关责任书，制订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计

划，修订《反恐维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

案（简版）》，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长效机制，针对校园消防、食堂、校园

道路交通安全、重要设施、校园施工安全、

人员进出及周边环境整治，开展安全教育

培训、安全监管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做到层层落实，层层防范，全年未发生

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火灾和安全行车

等事故。开展“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

动，完成“安全文明校园”申报工作，新建

申报资料１１５本，于１２月接受上海市教
委评估验收。加强消防安全管理，提高应

急处理水平，落实消防器材月检制度，新

配ＡＢＣ干粉器等设施设备１００余件。加
强住宿学生安全管理，开展消防知识及技

能培训，增强师生的自防自救能力。１１
月，组织全体住宿学生进行消防安全紧急

疏散演练。学院按照上海市教委、卫生监

督所对学校卫生工作要求，完善卫生管理

制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制度、

食品原料上源索证制度、饮用水管理监测

检验制度等，加强食堂管理及食品安全监

督，定期对水泵、水箱进行设备维护和清

洗，全年未发生公共食品卫生安全责任事

件，并通过上海市教委的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和区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饮用水卫生

的安全检查。完成学生年度体检工作，开

展卫生健康宣传教育，发放“艾滋病”等

健康教育资料５１５份；利用军训，对新生
进行现场初级救护培训；组织学生无偿献

血，完成 ５０９人的献血任务，超额完成
４人。

２０１１年，学院投入近千万元，完成
２０余项工程建设。学院本部完成 ３号
教学楼、篮球场等改造工程，东校区投入

３３０余万元用于校园设施改造和教学装
备更新，南校区启动综合教学培训楼、乘

务训练中心、机务实训大楼、学生宿舍、

行政与学术活动中心楼等 ５幢大楼建
设。配合“十二五”数字化校园建设，完

成向上海市教委申报的信息化建设项

目。推进专业实训室标准化建设，完善

学校重点专业的实训条件，新建“ＡＳＥＰ
服务实训室”、“捷豹路虎汽车实训室”

等，完成“停车场综合引导系统”、“车队

ＧＰＳ定位系统”建设项目，并进入试运行
阶段。学院拟定《内部审计工作标准》，

通过社会审计及上海市财政特派审计事

务所注册会计师对学院的专项审计。制

定《关于２０１１年规范收费工作的意见》，
加强收费工作的管理与监督，并定期对

规范教育收费工作进行检查。

４月２２日，学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
心举行建院十周年庆典暨素质教育展示

活动。上海市教委、上海交运（集团）公

司、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上海市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等领导，以及交通职业教

育研究会、长三角交通类兄弟院校、各校

区上级主管单位有关领导等１００余人出
席活动。国家交通运输部发来贺信，对

学院成立十周年表示祝贺。学院 １７００
余名师生参加活动。学院在庆典大会上

表彰 “十佳”教师、“十佳”辅导员、“十

佳”教育工作者。

１０月１０日，上海市教卫党委书记李
宣海、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印杰等一行，就

职业院校体制机制、内涵建设及改革发

展，到学院进行调研。上海交运（集团）

公司总裁郭大成介绍学院综合大交通联

合办学体制机制运行概况，院长鲍贤俊

就领导提问作汇报。

１０月２７日、２８日，由学院和上海交
通物流职教集团联合发起的首届京津沪

全国交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联席会议

章程签约仪式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红船

上举行。京津沪三地的交通职业院校、

交通职教集团缔结非营利、非社会团体

法人的集团化办学建设同盟，其基本任

务是按照“平等协商、优势互补、突出创

新、共同发展”的原则，围绕全国交通职

业教育特色化、集团化、多元化办学工作

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保持经常性的沟

通和协商，力求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实

现全国交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又好又

快发展。

１１月２１日，以“坚持集团化办学，
构建现代职教体系”为主题的上海交通

物流职教集团２０１１年“美华杯”现代物
流综合技能训练平台应用教学大赛决赛

在学院举行。交通物流职教集团领导、

集团部分行业企业理事代表、以及参赛

选手、集团内中、高职院校学生代表等

１００余人参加活动。来自职教集团内部
的１４所中高职院校的４０余名物流专业
教师参加比赛，有６人获奖。
１１月２３日，陕西省教育厅领导携陕

西省职业院校代表团在上海市教委职教

处有关领导陪同下访问学院并参观学院

汽车专业实训中心。院长鲍贤俊等学院

领导参加接待与会谈。

１２月２４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上海

市职业教育协会、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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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上海景格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高职高专汽车类专业职业
技能竞赛决赛在学院开赛。上海市教委

副主任印杰、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职业技能建设处处长仇朝东到会并讲

话。本次竞赛是对全市汽车类专业技能

教学质量的一次检阅，有助于提高高职高

专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

力，促进改革高职高专汽车类专业的建设

及课程，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竞赛历

时半年，为上海市技能大赛二类竞赛，全

市１５所高职高专院校汽车类专业１３７９
名学生参加初赛，其中７６７名学生通过考
核，获国家汽车维修职业资格四级（中

级）证书，获证率为５４％。
（陈一鸣　王晓红）

■上海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０１１年，学
校在编教职工２０７人，退休教工２３２人，
中职在校生近 ３０００人。教师学历全部
达标，教学一线教师的６４７％获中级专
业技能证书、８２９％获初级证书，４１人
获高级工证书、１１人获技师证书。年
内，教师到企业见习或实践的有 ８０人
次。２００８级毕业生 ９８４人，就业率为
９８３％，专业对口率７５％。；升学班学生
高考上线率 ９４％；２００９级 ８１２名学生，
９１％走上实习岗位。校企合作专业 ７
个，合作企业１９家，冠名班３个，冠名班
毕业生 ７０％进入签约企业工作。学校
社会培训中心全年共完成各类培训

１１７９人，其中保育员初、中级，育婴师、
中式烹饪师初级、电子商务中级培训成

为学校骨干培训项目。学校被国家教育

部评为第三届和谐校园先进单位。学校

社会培训工作在全市行风评议抽查中，

学员满意率为１００％。组织学生参加第
七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资助

政策助我成才”征文比赛，获上海市级复

赛三等奖、全国决赛优秀奖。

年内，学校制定出台《学校“十二

五”时期发展规划纲要》、《学校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德育工作目标》、《学校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学年教学质量目标》等引领学校未
来发展的重要文件。根据《上海市中等

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行动计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学校基础设
施和教育教学实际，学校规划搭建数字

化校园平台及所设信息化领域，拟重点

加强基础网络建设、数字化校园建设、智

能一卡通建设、门户网站建设、师资培训

平台建设。《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信息化总体规划及分期建设方案》经市

教委通过立项。学校信息化建设计划分

两期实施，预算经费约１２２１０７万元，由
上海市教委和宝山区教育局各承担二分

之一。

学校举办“我把技能献祖国”庆祝

建党９０周年活动，引导学生把学好本领
与建设祖国结合起来，激发其热爱国家

的情怀和苦练技能的自觉性。开展“家

校携手、联合育人”活动，旨在引导家长

共同参与学生的教育过程，其中９８％的
家长对学校教育工作、教学环境、班主任

工作表示满意。学校开展艺术节、温馨

教室创建、厕所环境优化、广播操比赛及

冬锻月等校园文化活动，陶冶学生情操、

开启学生智慧、塑造学校良好的校园文

化形象。

５月２０日，学校承办宝山区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星光计划”大赛经验交流

暨表彰大会。“星光计划”由市教委、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是上海市

唯一的中职生专业技能市级大赛。第四

届星光计划技能大赛学校共参加１３个
项目，参赛学生６７人次，其中３３人次获
一、二、三等奖，获计算机文字处理和多

媒体制作两项个人一等奖。

１１月２９日，学校团委举办“挑战职
场风云，感受全新自我”宝山职业技术

学校第二届校园模拟招聘大赛。比赛旨

在搭建学生与企业之间交流的桥梁，帮

助学生全方位地感受人才招聘过程，也

为企业了解学生提供平台。

２月２２日，宝山区第八届职校教师
教学评优颁奖大会在学校召开。此次活

动，宝山职业技术学校有６名中青年教
师参赛，分获一、二、三等奖各２人。
１２月３０日，学校承办２０１１宝山区

保育员职业技能竞赛总结大会。区保育

员职业技能竞赛由区教育局、行中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宝山职业技术学校爱晖

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于５月至１１月联合
举办，旨在加强幼儿园保教队伍建设，有

效提高宝山区保育员的理论和业务水

平，增强对保育员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学校爱晖培训中心承接保育员中级、电

子商务中级２个项目的赛前培训任务。
（陈　婷）

成人教育
■上海行知学院　至年末，学院有教职
员工１１５名，其中高级职称１０人，中级
职称５６人；设有五系（人文系、外语系、

经济系、计算机系、管理系）、二办（党政

办公室、继续教育办公室）、五处（督导

处、教务处、学生处、总务处、教育设备

处）、一院（上海澳宝经济商务学院）、

一部（中等教育部）；有在校大专、本科

学生 ５２８３人，其中全日制学生 １３４０
人；各类非学历培训逾万人次。学院在

发展全日制高职教育的同时，承担成人

高等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开放式专科、

专升本学历教育与外语、计算机及会计

专业技术等各类非学历培训教育。由

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直接领导的宝山

区社区学校指导中心、宝山区远程教育

网络中心设于学院之内。宝山区社区

学校指导中心依托学院教学、技术、服

务等资源，主要在国家级课题研究、社

区教育干部培训、乡镇街道社区学校建

设、关爱外来务工者子女、组织大型社

区文艺汇演等方面开展工作。政府拨

款建设的宝山区远程教育网为市民获

得终身教育机会提供新的平台。学院

获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
称号、上海市环保知识竞赛优秀组织

奖、上海市首届市民环保辩论赛优秀

奖、上海市第四届市民诗歌创作比赛家

庭讲故事比赛优秀组织奖、上海市初级

工商管理（ＥＢＡ）培训暨大专学历教育
优秀组织奖、上海市初级工商管理

（ＥＢＡ）培训 １０周年十佳单位、上海电
视大学系统教学管理奖一等奖、上海电

视大学系统办学规模奖二等奖、上海电

视大学春季招生先进集体二等奖、上海

电视大学招生先进集体二等奖、上海电

视大学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奖、上海市区

办高校招生工作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学院加强与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

院的合作办学，招收报关与国际货运、

水运会计、会展策划与管理、建筑装饰

工程技术、应用艺术设计等５个专业高
中、中专、职校、技校的应届毕业生。与

上海海洋大学合作举办专升本项目，招

收国际贸易、物流管理、行政管理等 ４
个专业新生。在张庙、罗泾、罗店、月

浦、顾村、庙行、大场等街镇开设多个业

余制学历教育班级。学院成人高校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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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财会

人员继续教育、统计人员上岗培训考试、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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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１年上海行知学院学历教育专业设置

办　学　项　目 开 设 专 业 在校生数（人）

全日制高职 报关与国际货运、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应用艺术设计、会展策划与管理、水运会计 １１８７

业余制成人大专

脱产班 物流管理、机电一体化 １８

业余制
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物流管理、会计、机电一体化、计算机应用、社会工作与管理、办公室管
理与办公自动化、报关与国际货运

８６８

业余制成人专升本 国际贸易、物流管理、行政管理 ２１１

电大开放式

大
专

脱产班

业余制

专升本

会计、行政管理 １３５

会计、法律、英语、现代文员、经济行政管理、社区管理、机电一体化、物流管理、行政管理、工
商管理、建筑工程管理

１７００

法学、工商管理、会计学、公共事业管理、金融、物流管理、小学教育、英语、行政管理 １１６４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揭牌 区老年大学／提供

行政人员执法考试培训等辅导班。结合

区内港口仓储、货运等单位急需报关、国

际货运代理、物流管理等技术岗位人才

的实际情况开设报关证、国际货代证、物

流管理证等劳动技能岗位证书培训班。

学院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合作

举办的上海澳宝经济商务进修学院设有

剑桥商务英语、大学英语四级、ＰＥＴ三级
等短期培训项目。

　　１２月１８日，学院在宝山区文化馆
召开建校３０周年庆典大会，区委书记斯
福民出席并讲话，上海市远程教育集团、

上海电视大学党委书记张德明，普陀区

业余大学校长金德琅致辞。宝山区委副

书记、代理区长汪泓，区委常委、区委宣

传部部长袁鹰向赵志嘉、金竞秋两位学

院老校长颁发特别贡献奖。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张静、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区

人大副主任倪诗杰，区政协副主席王兆

钢、上海老年大学校长郑令德、上海市教

委相关处室领导，上海电视大学总校及

各区县分校、上海市各区办业余大学领

导、区有关部门、区教育系统学校领导，

以及学院历任领导、退休教职工、校友代

表和在职教师、在读学生代表近６００人
参加庆典大会。 （董曲波）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原名上海市
宝山区老年大学，成立于１９９２年。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２８日，经中共宝山区委组织部
批准，宝山区老干部大学成立，校址设在

区老年大学内，两校“合署办公、联合招

生”。１１月１５日，经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批准，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成立，成为

市政府平衡全市老年教育布局的“东、

西、南、北”四所老年大学分校（东为浦

东，西为普陀，南为徐汇，北为宝山）之

一。市教委、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区政府

领导出席成立仪式并揭牌。宝山区老年

教育工作小组办公室同时设在学校内，

由学校人员承担办公室日常事务。至年

末，学校有专职办学人员５名，兼职教师
１４名；设有音乐舞蹈时装类、外语类、书
画类、钢琴类、瓷绘工艺类、电子技术类、

师资培训类等七大类２４门课程，班级６８
个，学员１５９８人次。

学校办学特色主要有２个方面，一
是师资培训。由全区１２个街镇选派老
年教育师资（２００名左右）参加，每年举
办１期，每期 １４讲（连续 ７周，每周 １
天），内容有国内外形势、经济社会发

展、革命传统教育、涉老权益保护、科学

普及知识、老年防病保健常识等，邀请

“东方讲坛”、区内外知名人士、法律医

务专家主讲，学校备齐讲稿和参考资料

并装订成册，供学员回街镇老年学校宣

讲使用。二是《瓷绘工艺》特色课程，常

年开设街镇老年学校《瓷绘工艺》师资

培训班，免收学费，提供教材，组织交

流，作品展示，全区有 ８个街镇办起瓷
绘教学班。李瑞昌老师的《清明上河

图》瓷板画被誉为“镇馆之宝”；由《瓷

绘工艺》班学员骨干组成的“瓷绘俱乐

部”，经评审成为首批市级优秀老年人

学习型团队。上半年，选送作品参加首

届上海市老年教育艺术作品展示获好

评。１１月１５日，举办区第二届瓷绘教
学成果展，参展单位 １６个，学员作品
２７３件，各街镇老年观众有１７００人次参
观。副区长李原和市、区教委领导为成

果展剪彩。１２月，由区老年教育理论研
究小组编辑的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老年教
育论文选》出版，全书收录区内１２个街
镇、区老年大学等老年教育工作者撰写

的调查报告、经验总结、理论研究文章

共２５篇。 （沈桂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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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与体育
■编辑　施晓倩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宝山区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进农家暨合理用药社区咨询活动
区卫生局／提供

医疗保健
■概况　至年末，区卫生局下属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共３５所，包括二级综合性医
院６所（市一宝山分院、曙光医院宝山分
院、华山医院宝山分院、大场医院、罗店

医院、一钢医院）、专科医院２所（精神卫
生中心、老年护理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１８所、预防保健机构３所（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

所）、１２０急救中心、爱卫办、合作医疗基
金管理中心、血液管理办公室、社区卫生

事务中心、卫生成人中等专科学校等。

全系统共有职工５９０１人，其中卫生技术
人员４７４４人（执业医师１７４９人，执业助
理医师１０２人，注册护士 １９５８人，药剂
人员２５８人，检验人员１９７人），实有病
床３３７１张。区属各医疗卫生单位全年
诊疗９２１９４万人次，其中门急诊８９９６３
万人次，出院６４２万人次，实际占用总
床日数１１３１０万床日，住院手术１９９０４
人次，出院病人治愈好转率９４４１％，病
床使用率９２４２％，周转率１９０４次，平
均住院天数１５２３天，门急诊均次费用
１２８８２元，床日费用５４２３３元；区级综
合性医院的急诊抢救人数１２６５６人，成
功率９７５５％；区医疗救护站全年出动急
救车３５４万车次，救护病人 ３１０万人
次。全区无甲类传染病发生，报告乙类

传染病１２种１９５３例，乙类传染病发病
率 １１９１９／１０万；报告 ＨＩＶ感染者 ２９
例，累计６４９例；报告艾滋病人３０例，累
计８９例；婴儿死亡率３０３‰，出生缺陷
率１１８‰，全区人口孕产妇死亡率为０／
十万；人均期望寿命８２１１岁，其中男性
８００７岁，女性８４２６岁。

２０１１年，区镇两级财政卫生事业费
为６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７５％，其中
经常经费 ５５５亿元，专项经费 １１６亿
元。区级财政卫生事业费５２６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６０４％，其中经常经费 ４１２

亿元，专项经费１１４亿元。年内重点推
进５个建设项目，其中，华山医院北院、
市一宝山分院外科病房楼、大场医院迁

建项目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中西医结合

医院二期工程医技病房楼竣工，罗店医

院改扩建工程办理征地手续，新建２所
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重大活动

医疗保障和卫生对口支援工作，落实顾

村公园樱花节、国际民间艺术节、美兰湖

国际名人高尔夫赛等多项重大活动的医

疗保障工作。完成青海果洛和新疆叶城

２个地区、共计３２名医务人员的来沪短
期培训工作。组织医疗专家队分别到新

疆叶城和云南维西两地开展学术讲座和

短期巡回医疗。

■公共卫生服务　年内，全区累计接种
第一类疫苗 ５１１万剂次，第二类疫苗
１８７万剂次。对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
性病干预，共干预５０５１人次，ＶＣＴ门诊
及外展门诊咨询７６０人次，办理免费抗
病毒治疗 ３０例，美沙酮门诊入组 ３０９
人。报告肺结核病人５５８例，减免治疗
３９４人次。加强慢性病管理，共管理社

区高血压患者 ８９万、糖尿病患者 ２２
万、肿瘤患者１８万。建立大场、罗泾和
罗店３个卫生监督分所，提升卫生监督
执法能力。全年开展各类监督执法４３７９
户次，实施行政处罚７０７户，其中打击无
证行医联合执法行动 ８７次，监督 ６７２
户，查实并取缔 ２３０户，收缴药品 ７２４
箱、诊疗器械 １１６４９件。简化卫生行政
许可内部审批流程，提升行政审批窗口

服务效率，处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医疗

机构及人员执业许可、建设项目预防性

审检等项目３４３９件。开展《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农村妇女增补叶

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两项重大妇幼

卫生项目，共补助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

１２人，发放叶酸片１３９９人。全区婚检率
４７６１％，初婚婚检率 ５９０５％。贯彻落
实《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在

全区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场所放置“请

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立牌１０００余块。
开展“健康是金”版面巡展活动，举办

“健康大讲堂”和健康小喇叭广播活动，

推进健康场所建设。加强对罗店镇创建

国家卫生镇和淞南镇国家卫生镇巩固工

７２２



作的指导。

■公立医院改革　以财政投入方式为突
破口，在区内 ３家医院进行改革试点。
通过“核定收支、收支挂钩、差额补贴、超

额上交”的改革举措，切断职工个人收入

与医院业务收入之间的联系，建立以岗

为本的绩效考核机制，降低病人医药费

用负担。年内共增加投入３７００万元，降
低群众医药费用近 ７４００万元。加强对
公立医院医疗质量的控制管理，制定下

发《宝山区医疗质量控制组管理暂行办

法》，组织质控专家组完成对区内第一批

５个专业的评审。组织开展“三好一满
意”、“医疗质量万里行”、公立医院巡查

活动、严重不良事件专家咨询评价工作，

推进临床路径、单病种管理和优质护理

示范工程。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新外科大楼工程举行开工建设
区卫生局／提供

■社区卫生服务　制定《宝山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预算支出标准》，建立以岗为

本的绩效考核机制。全年，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总收入 ５６６８４万元，总支出
７８６５０万元。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各基层医疗单位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并实

行零差率销售，共让利百姓５８７６万元。
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工作，

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完成情况进行

考核和奖励，全年累计考核奖励３４９４万
元。４个医疗联合体重点完善社区首席
医生制、专家进社区制度、社区人才培养

制度和理事会管理制度，全年共向社区

派遣首席医师３２名、专家８７名，开展健
康教育讲座１０１２次，全科医生轮岗进修

４４人，专家下社区开展培训２１１次。完
成盛桥、罗店２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
海市社区中医药服务达标建设评审

验收。

■学科人才培养　制定下发《宝山区卫
生局医学科研、继续教育管理工作奖励

标准（暂行）》，启动新一轮区重点医学

专科和重点社区项目建设工作。组织

２０１１年度区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受
理１２６个项目，其中 ３８项经区科委批
准立项，下拨科研经费１２０万元。完成
年度住院医生规范化培养的招录工作。

组织５３名全科医生参加上海市家庭医
生临床应用能力培训，９名社区中医师
参加“上海市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

训”，４６名社区超声、口腔、检验、心电
图人员参加在岗培训。

■农村合作医疗　全区农村合作医疗
应参合率和应保尽保率继续保持

１００％。全区实际筹资５６４７万元，人均
筹资 １３５９７元，到位率 １００％。住院
（门诊大病）医药费用最高支付限额从

每人每年６万元提高到９５万元，达到
宝山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６５倍。
合作医疗保险基金门急诊报支５６８万
人次，发生可报医药费用４９５８万元，报
支金额３２００万元，补偿率６５％。区住
院统筹基金报支 ３８３７人次，发生可报
医疗费用３６８９万元，补偿金额２７４３万
元，补偿率７４％。实施总额预付下按服
务项目和按人头付费相结合的新农合

支付方式改革，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

增长。

■卫生实事项目　完成全区６０岁及以
上老年视力普查４８７１３人，对符合项目
要求的２１２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
手术，术后脱盲、脱残率分别达到 ９９％
和９５５％。建成５１个慢性病健康指导
站，各指导站全年累计开展活动 １４３９
次，参与活动的慢性病患者达７３０４９人
次，健康咨询４２１０５人次，发放健康教育
资料 １７１５６０份。开设 １７个中医工作
室，中医工作室导师每周在社区开设至

少２个半天门诊，为社区进行中医会诊
和查房，并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慢性病中

医干预及科研指导等工作，全年累计开

展门诊２６２８３人次。免费为４４３２１名中
小学生和幼儿进行口腔检查，充填龋齿

５２４１６只，充填率５８６６％。在辖区内 ５
家二级综合性医院推广“预约诊疗”，预

约范围重点在“专家、专病”门诊，预约

方式主要为电话远程、网络预约和院内

现场预约。

■民营医疗机构　年内核准登记新的民
营医疗机构９家，注销１家。至年末，核
准登记的民营医疗机构共有８５所，均为
营利性医疗机构。其中，医院２所（综合
性医院１所，泌尿专科医院１所），门诊
部３９所（口腔门诊部 ３０所，综合门诊部
７所，医疗美容门诊部１所，中西医结合
门诊部１所），个体诊所４４所（包括口腔
诊所２８所，中医诊所１５所，整形外科诊
所１所）。民营性医疗机构分布于宝山
区１２个街镇。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编写制定
《宝山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意见》

和《宝山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

实施方案》，成立由区府办、区发改委等

１６个委办局组成的宝山区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构建完善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组织框架，增加医改资金

２０６亿元，为全区医改提供有力的政策
和经费保障。

■推行家庭医生责任制　在全区１８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４６个家庭医生
工作室并实现挂牌服务，为居民提供基

本医疗（社区首诊、预约门诊、双向转诊、

建立家庭病床）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促进、健康教

育、慢性病管理等）。家庭医生共签约

８２２

卫生与体育



３０４８２户、７１４４４人，开展预约门诊２０１１７
人次，双向转诊 ６９５６人次，健康教育
２０９８９６人次。拟定“宝山区家庭医生工
作室建设标准”和“宝山区家庭医生工

作室星级标准”，对各家庭医生工作室进

行验收和表彰。

■卫生信息化工程　宝山区作为上海
市“基于市民健康档案的卫生信息化工

程”的６个试点区之一，重点开展医疗
机构临床信息系统、区卫生信息网、区

级信息平台和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设，

并实现区级平台与市健康信息网互联

互通和共享交互。全区建成医生工作

站１１９６个，达到应建总数的９６７％，电
子病历率达到８２２％；建立规范化居民
电子健康档案 １２７１万份，建档率为
９１８％，动态管理率达９７％。

（房信刚）

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死因情况

顺
位

合　计 男　性 女　性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１０万）

占死亡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１０万）

占死亡总数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１０万）

占死亡总数
（％）

１ 肺 ５３７ ６１．００ ２５．８５ 肺 ３８１ ８４．６４ ２９．６３ 肺 １５６ ３６．２６ １９．７２

２ 胃 ３０１ ３４．１９ １４．４９ 胃 １９９ ４４．２１ １５．４７ 胃 １０２ ２３．７１ １２．９０

３ 肝 ２１９ ２４．８８ １０．５４ 肝 １６４ ３６．４３ １２．７５ 乳腺 ６１ １４．１８ ７．７１

４ 胰腺 １２７ １４．４３ ６．１１ 胰腺 ６７ １４．８８ ５．２１ 胰腺 ６０ １３．９５ ７．５９

５ 结肠 １１０ １２．４９ ５．３０ 食管 ６４ １４．２２ ４．９８ 肝 ５５ １２．７８ ６．９５

６ 直肠和
肛管

８６ ９．７７ ４．１４ 结肠 ６２ １３．７７ ４．８２ 结肠 ４８ １１．１６ ６．０７

７ 食管 ８６ ９．７７ ４．１４ 直肠和
肛管

５２ １１．５５ ４．０４ 胆囊和
肝外胆管

４３ ９．９９ ５．４４

８ 胆囊和
肝外胆管

７１ ８．０６ ３．４２ 前列腺 ３２ ７．１１ ２．４９ 脑、神经
系统

３４ ７．９０ ４．３０

９ 乳腺 ６１ ６．９３ ２．９４ 胆囊和
肝外胆管

２８ ６．２２ ２．１８ 直肠和
肛管

３４ ７．９０ ４．３０

１０ 非霍奇金氏
淋巴瘤

５９ ６．７０ ２．８４ 非霍奇金氏
淋巴瘤

２７ ６．００ ２．１０ 非霍奇金氏
淋巴瘤

３２ ７．４４ ４．０５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主要疾病死亡率与上年比较

死亡原因

合　计 男　性 女　性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１０万） 增减％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１０万） 增减％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１０万） 增减％

脑血管病 １４５６ １６５．３８ ５．０６ ７７２ １７１．５０ １０．２２ ６８４ １５８．９８ －０．２０

冠心病 ６５７ ７４．６３ ２．７５ ２９８ ６６．２０ －１．６４ ３５９ ８３．４４ ６．６６

气管炎、哮喘 ４９１ ５５．７７ －５．８２ ３１８ ７０．６４ －６．６３ １７３ ４０．２１ －４．１７

肺　癌 ５３７ ６１．００ ３．２１ ３８１ ８４．６４ ３．２４ １５６ ３６．２６ ３．３６

胃　癌 ３０１ ３４．１９ ０．２０ １９９ ４４．２１ ０．３８ １０２ ２３．７１ －０．０１

肝　癌 ２１９ ２４．８８ ５．９４ １６４ ３６．４３ ５．４５ ５５ １２．７８ ７．８８

糖尿病 ２８３ ３２．１４ １５．３４ １３７ ３０．４３ ２３．６１ １４６ ３３．９３ ８．４５

结直肠肛门癌 １９６ ２２．２６ １１．２６ １１４ ２５．３２ １１．０２ ８２ １９．０６ １１．６５

急性心梗 １０３ １１．７０ －１２．８２ ６２ １３．７７ －８．９７ ４１ ９．５３ －１７．９９

精神病 ８２ ９．３１ ７．４３ ３３ ７．３３ －７．２１ ４９ １１．３９ ２０．１４

食管癌 ８６ ９．７７ －５．０７ ６４ １４．２２ １．５５ ２２ ５．１１ －２０．１０

病毒性肝炎 ５２ ５．９１ －５．５０ ３０ ６．６６ －２６．２０ ２２ ５．１１ ５４．０２

９２２

医疗保健



表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主要死因顺位百分比情况

顺
位

合　计 男　性 女　性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１／１０万）

占总
死亡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１／１０万）

占总
死亡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１／１０万）

占总
死亡
（％）

１ 循环系病 ２４５９ ２７９．３１ ３６．５１ 肿　瘤 １３３５ ２９６．５６ ３６．５０ 循环系病 １２２１ ２８３．８０ ３９．６７

２ 肿　瘤 ２１５２ ２４４．４４ ３１．９５ 循环系病 １２３８ ２７５．０２ ３３．８４ 肿　瘤 ８１７ １８９．９０ ２６．５４

３ 呼吸系病 ５９１ ６７．１３ ８．７７ 呼吸系病 ３６６ ８１．３１ １０．０１ 呼吸系病 ２２５ ５２．３０ ７．３１

４ 损伤中毒 ３２３ ３６．６９ ４．８０ 损伤中毒 １６４ ３６．４３ ４．４８ 损伤中毒 １５９ ３６．９６ ５．１７

５ 内营代 ２９２ ３３．１７ ４．３３ 内营代 １４１ ３１．３２ ３．８５ 内营代 １５１ ３５．１０ ４．９１

６ 消化系病 １９５ ２２．１５ ２．８９ 消化系病 ９８ ２１．７７ ２．６８ 消化系病 ９７ ２２．５５ ３．１５

７ 精神病 ８２ ９．３１ １．２２ 传及寄病 ４６ １０．２２ １．２６ 精神病 ４９ １１．３９ １．５９

８ 传及寄病 ７８ ８．８６ １．１６ 神经系病 ４４ ９．７７ １．２０ 泌尿生殖 ３９ ９．０６ １．２７

９ 神经系病 ７８ ８．８６ １．１６ 泌尿生殖 ３３ ７．３３ ０．９０ 神经系病 ３４ ７．９０ １．１０

１０ 泌尿生殖 ７２ ８．１８ １．０７ 精神病 ３３ ７．３３ ０．９０ 传及寄病 ３２ ７．４４ ３．５６

表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医院

分类 名　　称 等　级 地　址 实有床位
门急诊
（万人次）

主　要　科　室

三级 交大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漠河路２８０号 ５５０ ６５．２６ 内、外、妇产、儿、五官、传染、中医、肿瘤

二级

医疗

机构

市一院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牡丹江路２１６号 ５０２ ８５．６３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友谊路１８１号 ４８４ ９９．４５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大场医院 二级乙等 少年村路２１８号 １６５ ３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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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９ ４１．６６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精神

一钢医院 二级乙等 卫生科路１１１号 ３８５ ６．３２ 内、外、口腔、五官、骨

华山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长江西路１９９９号 ３４４ ７０．５６ 内、泌尿外、骨、妇、儿、五官、皮肤、传染

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未评 友谊支路３１２号 ４８０ ８．０９ 精神科

中冶医院 二级乙等 春雷路４５６号 ７０２ ３０．８４

公安局安康医院 二级未评 殷高路２号 ２５４ ０．０１

一级

医疗

机构

老年护理院 一级未评 共和新路５４２５号 ２５５ ０．８３ 老年护理、康复科

民政老年医院 一级未评 富锦路６６０号 １０４ ０．８８

建工老年护理院 虎林路５２１号 １２０

泗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虎林路４３９号 ６９ ４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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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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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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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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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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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３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杨泰路２３９号 ８２ ２４．９６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顾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泰和西路３３６９号 ９ ３３．７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盛桥一村２６号 ２０ １１．３７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淞良路３９５号 ５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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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 ３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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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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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９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大场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沪太支路１３０６号 ２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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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２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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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１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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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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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０３２

卫生与体育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民营医疗机构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上海英港泌尿外科医院 淞滨路１３０号

上海沪太医院 沪太路２５５５号

上海新园门诊部 电台路５６７、５７１、５７５号

上海泰康门诊部 共康路７５８－８１０号

上海罗太门诊部 罗太路３５０号

上海罗和门诊部 罗泾镇陈行街１３２～１３８号

上海金悦门诊部 丰宝路４７～５７号

上海大爱门诊部 祁连山路２０８８弄２号～１

上海昌豪门诊部 水产西路１８８号

上海卓艺口腔门诊部 大华二路２５５号

上海志琴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祁北东路７５号

上海毓华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２１２弄８９～９１号

上海友用口腔门诊部 友谊路３８号－４

上海义德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长江南路５７７号

上海雅郑口腔门诊部 杨鑫路３５０－２号

上海雅杰口腔门诊部 共富路５００号

上海信诺口腔门诊部 涵青路６７号

上海文凯口腔门诊部 顾村镇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１４３～１４４号

上海文峰医疗美容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６４４号

上海宋扬口腔门诊部 蕴川路１４３８弄２２８号

上海淞康口腔门诊部 淞南路４０５号－４

上海仁缘口腔门诊部 菊太路６８弄３９号

上海奇正口腔门诊部 真金路１０４１号１楼

上海浦华口腔门诊部 灵石路１５０１号

上海美冠口腔门诊部 水产西路７９７号

上海康宏口腔门诊部 淞兴路２３４号

上海凯德口腔门诊部 华灵路１９４５号

上海佳雅口腔门诊部 东林路３９５弄９号

上海佳十美宝杨口腔门诊部 宝杨路８２６～８３０号

上海昊艳口腔门诊部 三泉路１９１６号

上海大众口腔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７７５号

上海大唐口腔门诊部 阳曲路１１５号

上海齿伽口腔门诊部 呼玛路５７９号

上海超美口腔门诊部 环镇北路７２１号

上海博缘口腔门诊部 共康路１５７－１５９号

上海陈文华口腔诊所 古莲路３５８弄７８号１－２０５

上海陈明口腔诊所 新沪路１４６８号

上海陈国民口腔诊所 新村路８１３号

上海陈昌富口腔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９号

上海北翼国大药材医药有限公司宝淞

药房中医坐堂医诊所
牡丹江路４８７号

上海包春荣口腔诊所 华灵路６２３号

顾孝信私立中医针灸诊所 罗店镇新桥街１９号

上海陈真口腔诊所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５号１Ｆ－２号

上海博业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亭前街１８１号

上海博信口腔门诊部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２７８号

上海博美口腔门诊部 同泰北路５３３号

上海博恩口腔门诊部 长江西路１４０８号

上海邦缔口腔门诊部 顾太路１９号

上海信诺口腔门诊部 涵青路６７号

宋庆华私立口腔诊所 月浦八村１号１０２室

上海朱恬口腔诊所 华灵路１６８１弄３７号１０５室

上海朱和相口腔诊所 行知路３９６号

上海周乃琴口腔诊所 罗店镇亭前街８０号

上海郑光榕口腔诊所 共江路８２０号

上海张根全中医内科诊所 大场镇乾溪新村洛场路３００弄１９号

上海张朝旭口腔诊所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５号－４

上海虞松寿口腔诊所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５支弄１３号

上海俞亦炯口腔诊所 祁连山路２６２０号

上海一德中医内科诊所 淞滨路１３０号

上海姚民生口腔诊所 绥化路２５７号

上海杨中奕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３号

上海忻雅萍口腔诊所 共富路１２７－１２９号

上海吴月兰整形外科诊所 牡丹江路１６４５号

上海吴根柱口腔诊所 海江路３５号

上海王延萍口腔诊所 同济支路３０号

上海王守汾中医针灸科推拿科诊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８号１０３室

上海汪金宝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淞兴路３０８号

上海覃荣林口腔诊所 永乐路５３８号－５４０号

上海宋敏口腔诊所 新沪路４５９号

上海沈鼎候中医诊所 行知路５７２弄１２号

上海人寿堂大华中医内科诊所 新沪路６８９号

上海潘志强口腔诊所 双城路８０３弄宝莲城８号楼１０１室

上海罗道友中医骨伤科诊所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５号－５

上海陆元桴中医诊所 共富路７２号

上海刘理口腔诊所 友谊支路３６号

上海李作初中医内科诊所 大场镇南大路２２弄１号

上海李秋华口腔诊所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２０７室

上海李浩中医骨伤科诊所 古莲路３５８弄５８号Ｌ－－３１４

上海康乾中医内科诊所 殷高西路５１０号

上海金
$

口腔诊所 同济路９９９号４号楼１１７、１１８室

上海金圣章中医骨伤科诊所 罗店镇水果弄１８号

上海黄怡口腔诊所 场联路２１～２３号

上海方捷敏口腔诊所 新二路９９７弄３号甲

上海杜光明口腔诊所 月浦镇绥化路９０号

上海丁士德口腔诊所 双城路２９１号

１３２

医疗保健



表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医学卫生类）和匹配经费安排
单位：万元

项　目　名　称 承担单位
区科委

扶持总经费
区卫生局
匹配经费

中国汉族人ＡＢＣＧ２基因在痛风／高尿酸血症中的多态性研究

腋淋巴结超声造影对乳腺癌临床治疗的指导价值研究

ＰＬＡＣ１／ＣＰ１基因在原发性胃腺癌中的表达与临床预后的关系研究

桡骨远端背侧移位不稳定型骨折掌侧和背侧钢板固定的生物力学研究的比较

ＣＮ０甲状腺癌ＶＩ组淋巴结清扫的意义及组织中表达ＢＰＳ和ＭＭＰ－２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前列腺液中ＩＬ－８浓度水平对前列腺增生组织中ｂ－ＦＧＦ、ｂｃｌ－２表达的影响

华山宝山分院

５ ５

６ ６

３ ３

４ ４

１．５ １．５

３ ３

血清微小ＲＮＡｓ检测在子痫前期早期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乳腺癌磁共振靶向造影剂的初步构建

血清ＤＫＫ－１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的临床关系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ＮＧＡＬ）和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Ｃ（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ＣｙｓＣ）在对比
剂肾病中的应用

Ｎ－末端脑利钠肽，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Ｃ与心肾综合征的相关性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不同亚型ＣＫ－１８检测临床意义

下胫腓联合分离生理、解剖重建

三氧化二砷对三阴性乳腺癌细胞化疗及放疗的增敏作用

静脉麻醉药的抗炎作用

带肌骨膜的腓骨骨桥在小腿截肢术中的研究和应用

ｓＥ－选择素和ｓＶＣＡＭ－１与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信息技术在产科孕产妇护理流程改造中的应用

市一宝山分院

５ ５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５ ２．５

４．５ ４．５

３ ３

２ ２

３ ３

３ ３

２ ２

股骨近端髓内钉导航器的研制与应用

痔点挑治加中药熏洗治疗痔疮的临床研究

经络导平对老年腰痛的临床疗效研究

中西医结合治疗结肠慢传输型便秘的临床研究

扶正抑瘤方配合心理干预对中晚期乳腺癌患者免疫功能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曙光宝山分院

６ ６

２ ２

３ ３

１ １

２ ２

孕妇血浆同型半胱氨酸、血清叶酸及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多态性在预测早产中的价值的
研究

补中益气丸和知柏地黄丸治疗老年女性尿失禁的临床价值探讨

宝山区罗店医院
１．５ １．５

１ １

学校集聚性疫情发生相关因素研究

单液滴微萃取气相色谱法测定饮用水中氯酚

ＳＰＭＥ－ＧＣ－ＭＣ测定塑料食品包装材料中的苯系物

宝山区疾控中心

１．５ １．５

３ ３

２．５ ２．５

五行健骨操对老年慢性腰背痛的社区干预效果研究 大场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５ ２．５

膝骨关节炎中医药社区干预方案评价 顾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５ ３．５

宝山区降低接产医院因社会因素剖宫产的干预研究 宝山区妇幼所 ５ ５

远程生命监护传输系统在院前急救中的运用与探索 宝山区急救中心 １．５ １．５

宝山区医疗机构群体性事件应急机制的建立与分析 宝山区卫监所 ２ ２

社区高血压患者肾脏早期损害的综合干预研究 大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６ ６

中年妇女骨质疏松症前期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评价 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 ５

对宝山区罗泾镇工业企业外来务工者健康促进项目的评估 罗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 ２

代谢综合征多重危险因素量化干预和危险度评估 淞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 ４

家庭医师对社区糖尿病前期人群的管理模式的研究 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５ ５

合　计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５

（房信刚）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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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概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
人民医院是宝山区唯一一家集医疗、科

研、教学为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医院，至年

末，有在职员工 ９９９名，比上年增加 １８
人，其中医生 ２９１人，护士 ４２８人，正高
职称２６人，副高职称 ８９人，中级职称
３６７人；博士 ３０人，硕士 １３９人，本科
２８８人；有硕士生导师３２名，博士生导师
６名，在读硕士研究生６４名，在读博士
研究生４名，硕士培养点１９个，博士培
养点５个；有临床科室３５个，核定床位
５０２张。医院全年门急诊量 ６５２６３７人
次，比上年增加３３８１４人次；年出院病人
２００１８人次，增加９９８人次；床位使用率
１０２０２％，减少１１７２个百分点 ；平均住
院日１０２８天，减少 ０６４天；全年业务
收入４１９亿元，增加 ０２８亿元。医院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项，共
计经费１８０万，创历史新高。其中面上
项目获资助２项（神经外科冯东福、实验
中心高丰厚），青年基金项目获资助３项
（烧伤整形科顾钏、普外科俞继卫、儿科

宋靖荣），中标率为 ２３８％。上海市教
委科研创新项目获批４项，其中烧伤整
形科方勇获教委重点项目，经费 １６万
元。神经外科冯东福、感染科许洁、神经

内科吴丹红、儿科程秀永、心内科张宗

蓕、内分泌科陈凤玲、风湿免疫科赵福涛

及药剂科原永芳申请的宝山区科委科研

课题获资助，总资助经费８２万元。消化
内科张燕捷博士的课题获２０１１年度上
海市科委“创新行动计划”非政府间国

际科技合作项目资助，项目经费 ２５万
元。心内科张宗蓕博士获“２０１１年度高
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课题新

教师类项目”资助，为医院首次获得该项

目资助。医院儿科医师耿琳琳、神经外

科医师姜秀峰获上海市２０１１年卫生局
科研项目立项课题，面上项目资助，检验

科郭海艳医师获青年项目资助。３月１
日，医院实行病案首页电子化，手工填写

的病案首页被统一的打印字体替代，减

少重复劳动和人力物力的浪费，提高工

作效率，保障统计信息准确性。５月２１
日，医院门急诊、医技、病房综合楼改扩

建工程结构封顶。６月２０日，第三人民
医院青年联谊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召

开。会上，审议通过第一届青联会长方

勇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二届青年联

合会理事会，马延斌任新一届青联会长，

张俊峰任副会长。１２月 １６日，医院设
立医务社会工作部，并举办志愿者工作

站启动会。１２月１４日，医院根据卫生部
下发的“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创建

活动的通知”，举行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

病房启动仪式。年内，医院获第十五届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上海市文明单位和
上海市卫生系统文明单位；急诊科护士

长庄则华获上海市“争优创先”十大医

德标兵；研究生导师冯东福获“上海交通

大学学生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研究生

李甲、孙兆良获“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科技

创新先锋”称号。

■援滇医疗　１月 ８日，医院卫技团支
部书记、放射科技师王博成参加团干部

基层挂职，到云南红河州红河县进行为

期一年的团干部挂职工作。２月２８日，
医院骨科丁勇、妇产科李东平、肾内科朱

士建、内分泌赵秀丽４名医生和急诊科
护士长庄则华组成第三批援滇医疗队到

云南香格里拉，进行为期半年的医疗援

助活动。５月２５日～３０日，医院副院长
蒋建群一行５人到云南香格里拉人民医
院对第三批医疗队支援工作进行中期评

估与慰问。８月１１日，由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副书

记、市长韩正率领的上海市党政代表团

一行到援滇医疗队所在的云南省迪庆州

香格里拉人民医院，看望和慰问医疗队

成员。

■义诊活动　５月２７日，医院在感染科
大楼举办“关注丙肝 造福患者”大型丙

肝义诊活动，邀请全国知名丙肝专家陆

志檬教授、长海医院李成忠教授以及上

海公共卫生中心院长陈良出席义诊。５
月２８日，六一前夕，儿科在医院党委书
记王玉龙和儿科主任程秀永带领下，在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为宝山地区儿

童进行义诊。居民们就幼儿喂养、反复

呼吸道感染、哮喘治疗、儿童心理行为等

问题进行现场咨询，专家给予解答。６
月２７日，由陈凤玲教授牵头，内分泌科
和普外科（甲状腺组）专家在医院门诊

大厅联合举办 “甲状腺疾病义诊”活动。

■援建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中心小学图
书室　５月３１日，医院举办“爱心义卖，
捐书留香，情系学子”援建云南省红河州

红河县浪堤乡中心小学捐赠义卖活动。

１０月，由医院援建的红河县浪堤乡中心

小学图书室挂牌成立，医院党委副书记

王玉明讲话，原院长龚圣济与浪堤小学

校长郑支红出席仪式。１１月１５日，医院
卫技团支部向云南红河一中捐赠爱心图

书１２０余册，价值２８８０元。

■医院心胸外科联合病房正式挂牌　６
月７日，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与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心胸外

科联合病房挂牌成立。医院院长方勇与

肺科医院院长高文在仪式上签约，医院

党委副书记王玉龙和肺科医院党委书记

张雷共同为联合病房揭牌，医院副院长

蒋建群主持签约仪式。

■医院外科大楼手术室火灾　８月 ２４
日，医院外科大楼手术室发生火灾事故，

虽经消防人员及医护人员奋力扑救，一

名正在手术室行全身麻醉下右下肢截肢

手术的患者仍不幸死亡。经公安、消防、

卫生部门认真查核后认定，起火原因为

手术楼三楼２号手术室内北墙上方通电
工作中的挂壁式空气净化器故障所致。

事故发生后，各科室、各部门在医院统一

部署下，全面开展安全生产自查和隐患

自纠工作，并邀请消防支队警官协同检

查，现场询问、认真排查，提出整改建议，

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隐患。结

合火灾事故中出现的问题，医院协调保

障部、护理部、医务部、电脑信息中心等

部门梳理更新应急预案，着重就手术室、

重症病人监护室、新生儿监护室、急诊抢

救室、高压氧舱等危重病人的搬运转移

和应急处置流程作出修改和补充。

■植物人苏醒　９月，医院一名因车祸
昏迷２７１天的患者苏醒。该患者 １８岁
入院时头面部严重裂伤、严重脑挫伤、全

身复合伤，呈深度昏迷状态。医院急诊

科、神经外科、胸外科、普外科、骨科、泌

尿外科和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全力合

作，患者最终苏醒。中央电视台新闻频

道共同关注栏目、央视一套新闻播报、新

华社、《人民日报》、《文汇报》、《新闻晨

报》、《新闻晚报》、《新民晚报》、东方网，

新民网等媒体予以报道、刊载。

■学术交流　１月１２日，国际光医学专
家、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威尔曼光医学

中心主任、麻省总医院皮肤科教授 Ｒｏ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博士应邀到医院，进行为期 ２
天的交流访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博士是激光永
久脱毛的创始者之一，点阵激光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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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激光整形领域享有权威性。医院

选派进修医师及科研人员到威尔曼光医

学中心，接受国际标准培训，共同开展高

层次科研工作。５月 ５日，由医院和交
大医学院创伤医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

“光医学和创伤修复研讨会”在上海复

旦皇冠假日酒店光华厅举办，中国工程

院院士付小兵出席会议，数十位国内光

医学和创伤修复专家就“红光和创伤愈

合”及“激光与疤痕”两大主题展开研

讨。１０月２４日，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
属麻省总医院皮肤科 ＩｒｅｎｅＫｏｃｈｅｖａｒ教
授到医院参加研究生沙龙，并作题为“光

医学在医学诊断和治疗中的新进展”

讲座。

■科研成果　医院张燕捷博士领衔的课
题组取得大肠癌研究新成果，并在国际

权威期刊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上
发表相关论文，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以及上

海市教委优青等项目资助。神经外科硕

士研究生李甲在导师冯东福教授指导下

完成研究论著，并在国际神经科学权威

刊物正式发表。肿瘤科硕士研究生赵美

由导师姜斌副教授指导的课题研究结果

论文在《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杂志在线发表。
冯东福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

获２项专利，相关论著在国际神经科学
杂志发表。由姚敏教授主持的美国激光

外科和医学学会项目“光化学组织粘合

技术治疗角膜缘干细胞缺失的实验研

究”顺利完成。心内科张宗蓕、神经外科

楚胜华、普外科俞继卫获上海市教委一

般项目。神经外科硕士研究生李甲完成

的新型弥漫性轴索损伤模型获上海交通

大学首届“钱学森杯”大学生科技创新

竞赛一等奖。神经外科硕士研究生李

甲、孙兆良参加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二等

奖，其作品成功申请专利。 （虞雯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以
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为中心，坚持科

学监管理念，结合实际探索创新，一批体

现宝山特色的监管工作顺利推进，完成

辖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行政许可等各

项业务工作，全年未发生集体性食物中

毒事故及药害事故，全区食品药品安全

水平处于安全、可控状态。参与宝山区

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筹建，建

立相关制度，研究起草《宝山区食品安全

委员会议事协调规则》、《关于明确宝山

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成人员及办

公室职责的通知》等制度和文件。区食

药监分局被评为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０年全国
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

位，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ＡＤＲ监测工
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０年上海市法
制宣传教育先进集体；程晓峰被评为上

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突出

贡献个人”。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全年共受理行政
许可事项２４４３件。颁发新的《餐饮服务
许可证》７０１份，变更 １９９份，延续 ７９９
份，补证２０份，注销５２份。完成食品企
业标准备案５７户次。药品经营许可验
收２６户次，变更 １３４户次，筹建 １８户
次。换发《药品经营许可证》３９户次，注
销３户次。办理药师挂牌２０４人次，注
销６人次。颁发新的《医疗器械经营许
可证》６０份，变更９８份，换证３３份。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工作　全年共出动
监督员５７万人次，监督检查餐饮服务
企业１３３７４户次、保化企业 １７８７户次、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５００余户次、医疗器
械生产经营企业１７８户次、医疗机构７０
户次。抽检各类食品１０７２件，抽检餐饮
具１０９５件，抽检化妆品９８件，自主抽检
食品１１５件，快速检测食品 ６１８７件、快
速检测化妆品２５４件；抽检药品７６９件、
医疗器械 １５件、药包材 ６件。处罚餐
饮、保化企业及个人 ３２９起，罚没款
１０４９万元；处罚药品医疗器械类企业
及个人４４起，罚没款９０８万元，收缴药
品货值３８０余万元。

■药品、医疗器械日常监管　年内完成
为期２年的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与
公安等部门配合，取缔药品地下窝点 ４
处，移交公安部门案件２起。开展对辖
区７０户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全覆盖的专
项检查，对全区２５户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开展全覆盖监管。会同区卫生局，

对３９家医疗机构使用药品情况开展 ２
次全覆盖专项检查。

■专项整治工作　开展打击违法添加非
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以及地沟油

的专项整治工作，共出动监督员 １３７０５
人次，监督检查各类餐饮服务单位６９９９
户次。经整治，辖区内绝大多数餐饮单

位已进行添加剂使用申报备案、公示和

管理，餐饮服务市场食品安全水平得到

提高。建立食品添加剂“五专”（专人采

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

保存）管理制度，查处违法添加非食用物

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开展

无证餐饮专项整治。制订《２０１１年宝山
区无证餐饮行为整治工作方案》，全年共

整治无证照餐饮单位８５７户，整治率达
５２３％；取缔无证照食品生产窝点 ４６
处，取缔无证照食品经营户８６户，取缔
无证照食品摊贩４１８个。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全年收到药
品不良反应（简称 ＡＤＲ）报表 ４２５０例，
较上年同期增长４４２％。新的／严重的
ＡＤＲ报表为１０９６例，占总数的２５８％，
较上年同期增长９０５％。共收到医疗器
械不良事件（ＭＤＲ）２４２例。

■食品安全宣传工作　全年共组织各类
宣传活动 ４４６７次，其中组织宣讲 ２２３７
次，现场咨询 ６４次，发放宣传资料 ５４
万份、宣传小礼品 １万份，宣传受众 ２５
万余人。举办区食品安全知识竞赛，共

吸引１６７８８名市民参加。

■推进药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建设　
“宝山区药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是区

政府２０１１年实事项目之一，集查询、假
劣信息识别、药师考勤、处方药指纹认证

销售为一体，可实时掌握辖区药械信息。

４月被列入《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信息化建设
项目实施计划》；５月１８日，召开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８月至１０月委托
浙江浙大网新易盛网络通讯有限公司完

成系统建设，年末进入推广使用阶段。

■实施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　推进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规范化管理，制订《宝山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实

施方案》，选择大场镇真华路和吴淞街道

双城路创建国家级餐饮服务示范街，确

定上海金富门酒店有限公司等３０户餐
饮服务单位创建国家级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示范店。选择基础较好的２５５户餐饮
单位，按《上海市餐饮业食品安全规范化

管理指南》要求推进食品安全规范化管

理工作。 （孙　婧）

爱国卫生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的爱国卫生工作
聚焦城乡一体化发展，深化健康城区建

设，推进卫生创建工作、公共场所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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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１日，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建设健康城市促进健康生活和预防慢性病西太区会议
部分代表到宝山考察健康城区工作 区卫生局／提供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落实居民健康

自我管理小组的区政府实事工程，提升

宝山环境健康水平、市民健康素质、社会

健康形象。罗店镇启动创建国家卫生镇

工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各类专项

整治。淞南镇巩固国家卫生镇工作，通

过全国爱卫会复查复评。结合城乡整洁

行动的要求，组织开展每月１５日的“环
境清洁日”和“星期四爱国卫生义务劳

动日”活动，全区年内累计共有２７万人
次参与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区爱卫办对

１２个街镇开展每季度一次的“卫生创建
回头看”督查活动。完成区政府实事工

程之一的新建１５１个居民健康自我管理
小组工作，并通过考核验收。年内，吴淞

街道、月浦镇、罗泾镇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
上海市健康社区先进”；区人民检察院、

美兰金苑养老院、大场镇大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设备

部等１０个单位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上海
市健康单位先进”；月浦镇盛星村等３个
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被评为“２０１１年上海
市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先进”；罗店

镇金星村、罗泾镇新陆村、顾村镇沈宅村

等２０个村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健
康村”；张美红、郭丽瑾、张建平、乔传

标、刘杰、王芳等 ２１人被评为“２０１１年
上海市健康城市先进个人”。开展有害

生物防治工作，加强除四害监督执法检

查，对全区有害生物防治人员开展集体

军训。月浦镇、大场镇除害服务站建成

上海市“ＡＡ级”除害服务站，至年末，全
区建成市“ＡＡ级”除害服务站２个、市
“Ａ级”除害服务站６个。开展血防宣传
和螺情自查等工作，巩固宝山区连续３４
年消灭血吸虫病成果。

■世卫组织官员考察宝山健康城区工作
　８月３１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官员
ＦｒａｎｃｉｓｏＡｒｍａｄａ博士一行到宝山考察健
康城区工作。考察小组参加月浦镇盛星

村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活动，与组长、

指导医生和组员们座谈健康自我管理的

理念与方法，察看小组在活动中积累的

资料。考察小组并参观位于罗泾镇的上

海城投原水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罗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宝悦服务点、

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萧月路健康

步道等场所。世卫组织西太区官员对宝

山之行总体表示“感受很深、也很激

动”，并对宝山区建设健康城区工作给予

高度评价。

■开展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　利用
区政府门户网站、宝山电视台、宝山报

等宣传阵地，开展控烟宣传活动。３
月１日、５月 ３１日分别开展《上海市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一周年

和“世界无烟日”宣传活动。在全区机

关事业单位、饭店、网吧、学校等公共

场所，设置“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的人型立牌 １０００余块，在各街镇开展
为期半年的“控烟知识”大巡展。推进

机关事业单位控烟工作，年内建成无

烟学校 １１４个、市级无烟机关 １０家。
区健促委会同有关监督执法部门，对

医院、文化娱乐场所、超市等重点公共

场所开展控烟监督执法，检查各类公

共场所 ８５６家，责令整改 １４１家。全
区１４２５名控烟志愿者参与联合执法
活动，并对市民在公共场所吸烟行为

进行劝阻。

■组织健康知识竞赛　区爱卫办通过
宝山报、区政府门户网站等媒体，在全

区１万余名退休市民、机关、企事业单
位职工、教师、学生、军人、农民中，开

展市民健康自我管理知识有奖问卷调

查，并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市民健康自

我管理知识竞赛。全区 １２个街镇共
组织２２９支队伍 ６８７人参加街镇级选
拔赛和区级初赛、决赛活动。９月 １
日，宝山区承办上海市民健康知识竞

赛全市总决赛活动，全国爱卫办、市爱

卫办、区政府有关领导到现场观摩，宝

山区代表队获第一名。 （周　燕）

体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有少年儿童业
余体育学校、宝山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

育学校、宝山区少年儿童业余游泳学校、

宝山区行知田径运动学校等４所青少年
业余体校，新建立宝山体育中心管理机

构；共有专职教练员３２名，注册运动员
６８５名。１１月９日，宝山体育中心改造
项目竣工，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网球馆

和市民文体广场于 １２月 ２８日对外开
放。年内共培训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５５名，全区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达
１７４０名，其中一级５名、二级６１名、三级
１６７４名。年内新建呼玛三村、大场体育
中心等２处社区公共运动场，顾村镇长
浜村、正义村、朱家弄村、杨行镇北宗村、

大黄村等５处农民健身家园。全区共建
成社区公共运动场３２处，农民健身家园
７５处，居全市领先位置。新建顾村镇、
罗店镇和吴淞街道等 ３条百姓健身步
道，完善罗店镇、罗泾镇等２家社区活动
中心健身设施。创办 １个健身气功站
点，全区有健身气功站点３２个。全区共
有社区体育俱乐部４个。全年销售体育
彩票１３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２％，在上
海市排名第五。制订并实施《宝山区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举办
区首届群众体育大会、“百字”系列群体

比赛、“健康宝山、活力机关”区级机关

运动会、第六届“英港杯”体育舞蹈公开

赛、第四届宝山区健身气功展示等全民

健身活动，组团参加上海市第七届农运

会，在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推广第八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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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操。宝山区人民政府被评为“２０１１
年度市区共建优秀运动队先进单位”；宝

山区体育局获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

“２０１０年全民健身活动优秀组织奖”，获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体育工作先进单位”、
“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先进单位”、

“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优秀奖”、“２０１１
年度‘一区一品’赛事优秀组织奖”、

“２０１１年度体育彩票销售贡献奖”；吴淞
街道和罗泾镇获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

“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
单位”。

■体教结合工作　至年末，全区共有１３
家青少年俱乐部，其中国家级１家、市级
１２家。区内共有手球、击剑、篮球、田径
和象棋等５个项目构建运动盟，全年组
织开展区阳光体育大联赛１６个项目比
赛，全区１００多所中小学 １８０００多名学
生参加。组队参加上海市青少年十项系

列赛，获１８金１５银２０铜１１４１总分的成
绩，在“团体奖牌榜”中名列第八，“团体

总分榜”中名列第七。吕懿洪、谢金庭、

罗威恒被评为最佳运动员，董莉、曹梓强

被评为最佳教练员。年内共有４８名体
育特长生参加高考，其中一本录取 １７
人、二本录取２４人、专科录取５人；初中
升高中体育特长生共有３７人，进入少体
校高中阶段 ２８人，区重点学校录取
９人。

■运动项目布局工作　在田径、游泳、
击剑、射箭、乒乓球、手球、羽毛球等 ７
个项目的基础上，区体育局采取与区教

育局、单项协会、社会力量合作的方式，

新布局足球、篮球、棒球、网球、射击、武

术、水上、现代五项等８个项目，完成运
动员招生、文化学习、训练工作、教练聘

任，运动员参赛、比赛经费补贴等工作。

■参加国内国际大赛　输送运动员许昕
获２０１１年第２６届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男单冠军，与马龙搭档获 ２０１１年第
５１届荷兰鹿特丹世乒赛男双冠军，与队
友一起获２０１１年德国乒乓球世界杯团
体冠军。石峰获 ２０１１年短池游泳世界
杯北京站５０米蝶泳冠军。

■建立宝山体育中心管理机构　年内建
立上海市宝山体育中心和上海市宝山体

育中心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体育

中心，机构性质为全民事业单位，作为管

理主体，承担宝山体育中心资产管理、活

动管理、开放管理、经营管理、安全管理、

物业管理等工作，隶属于宝山区体育局。

上海市宝山体育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由

区国资委全额出资组建，属国有独资性

质，以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企业类型作为

市场主体，负责宝山体育中心与市场运

作有关的各项事务，隶属于上海市宝山

体育中心。

■举办 ＷＣＢＡ联赛上海赛区比赛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中国女子篮球比赛（ＷＣＢＡ）
上海赛区比赛于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 ５日至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９日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
体育馆举行。宝山区政府出资５００万元
与上海市体育局共建竞技体育项目，上

海女篮以上海（宝山）女子篮球队的名

义出征联赛。１月 ３１日，副市长赵雯，

市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毓毅，区委书

记吕民元，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副

区长李原，上海大学党委书记于信汇等

到现场观赛。２０１１～２０１２中国女子篮球
比赛（ＷＣＢＡ）上海赛区比赛于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４日至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７日在上海大
学宝山校区体育馆举行。在赛季常规赛

２２场比赛中，上海队 １５胜 ７负排名第
四，打入季后赛。

■举办区级机关运动会　３月１９日 ～４
月１０日，区体育局与区级机关党工委共
同举办“健康宝山，活力机关”２０１１年区
级机关运动会。运动会设广播操、跳长

绳、跳短绳、踢毽子、投篮接力、乒乓球、

羽毛球、桥牌、扑克、中国象棋等１０个比
赛项目，有 ４０个单位和部门超过 １１００
多人次报名参赛，占区级机关干部职工

总数的５０％以上。

■举办第六届“英港杯”体育舞蹈公开
赛　３月１９日，第六届“英港杯”体育舞
蹈公开赛在宝钢体育馆举行。比赛由区

体育局、区总工会、区红十字会及上海英

港泌尿外科医院主办，区体育舞蹈运动

协会承办，天正实业集团协办，来自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等１３个省市的７００
多对体育舞蹈爱好者参加。比赛分少儿

组、成人组、老年组、业余组、专业院校

组、职业选手组等１３０多个组别，参加人
数和比赛组别均创历史新记录。

■举办“百字”系列群体活动　面向农
村、企业、社区和学校，举办“百字”系列

全民健身活动，群众参加总人数达到

１０２０人。５月９日，在上海大学举行第
三届“宝松杯”百企足球赛。６月 １１
日，在曹燕华乒乓学校举行第三届“钱

龙杯”百队乒乓赛。７月９日，在罗溪公
园篮球场举行第四届“罗泾杯”百村篮

球赛。１１月 ２６日，在宝山现代农业园
区钓鱼基地举行“高境杯”百人钓鱼

比赛。

■召开宝山区全民健身工作会议　６月
２日，宝山区全民健身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表彰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０年度高境社会
服务中心等９１个全民健身先进集体和
费瑞琴等８３名先进个人，颁布《宝山区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明
确宝山区５年全民健身工作的目标、任
务、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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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参加上海市第七届农运会　９月
２５日至１１月２０日，上海市第七届农运
会比赛在浦东新区举行。宝山区组织

４６个代表队５６１人参加，比赛项目共获
５金８银１０铜，展示项目获３个一等奖、
６个二等奖和７个三等奖，宝山代表团
获优秀组织奖和精神文明奖。宝山区承

办上海市农运会秧歌和游泳２个项目的
比赛。承办秧歌比赛的庙行赛区被评为

最佳赛区，承办游泳比赛的宝钢赛区被

评为优秀赛区。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０日，２０１１美兰湖上海名人赛在美兰湖高尔夫球场落幕 摄影／黄永庆

■举办首届上海美兰湖高尔夫名人赛　
１０月２４日～３０日，首届上海美兰湖高尔
夫名人赛在上海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上

演，比赛形式为７２洞比杆赛，总奖金５００
万美元，冠军独享２００万美元。奖励设置
在全球单站赛事中创下新高，吸引来自世

界各地的３０名世界顶级球手参赛，北爱
尔兰选手麦克罗伊获冠军。闭幕式上，国

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中国高尔夫协会

副主席王立伟、市体育局副局长陈一平、

宝山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汪泓、副区长

李原等为获奖球手颁发奖金。

■举办宝山区首届群众体育大会　１１月
９日，宝山首届群众体育大会在宝山体育
中心拉开帷幕。来自宝山区各街镇的群

众体育和健身团队亮相表演，集中展示宝

山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的新成就。持续

一个月的大会设有体育舞蹈、羽毛球、中

小学生跳踢比赛、乒乓、钓鱼、足球等比

赛，共有近万人参加比赛和展示活动。

■宝山体育中心改造工程竣工　１１月９
日，宝山体育中心及图书馆改造项目竣

工。该工程于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２７日开工，
历时两年多建设。上海市体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李毓毅，副巡视员严家栋，区委

书记斯福民，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汪

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区政协主

席康大华，副区长李原出席竣工仪式。

宝山体育中心占地面积７０４９９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８１５６２平方米，由综合篮球
馆、市民健身馆、图书馆、市民文体广场

（三馆一场）组成，其中篮球馆按２００７版
ＮＢＡ球馆标准设中央斗型屏、环场屏、
瞬间开启灯光、宽频带音响、可拆卸地

板、高清摄录编及转播设备。篮球馆副

馆设影城、球员会所等。市民健身馆内

设羽毛球馆、网球馆、乒乓球馆、游泳馆

和健身房及配套商业设施。文体广场设

露天舞台、篮球场、５人制足球场、４００米
跑道和１０００米健身步道。 （邬维玉）

宝山体育中心 邬维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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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传媒
■编辑　施晓倩

信息化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信息化工作围
绕“十二五”规划落地和描绘“智慧宝

山”蓝图，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信息

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发展、信息安全

保障等重点工作，基本形成“智慧宝山”

总体框架，提升通信网络综合承载能力，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和应用，开展“两化融

合”实践区建设，完善信息安全保障体

系，重点突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成

宝山区“十一五”信息化发展成果汇编，

内容涉及２００６年以来宝山区信息化在
政务管理、城市管理、社会服务、经济发

展、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保障、企业

信息化等方面的建设和应用成果，总结

信息化“融合、整合和提升”的工作经

验，共有２７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参
与汇编，收集４２篇文献；区信息委加快
信息化项目建设进度，着重抓好健全项

目管理制度、缩短信息化项目建设周期、

信息化项目应用成效三项举措，确保信

息化项目顺利、有序推进，全区１９个新
建信息化项目全部启动建设，视频会议

系统、药品在线监控系统、社区管理信息

系统等 １０余个信息化项目建成应用。
组织开展“信息化宣传周”活动，共吸引

近５０００人次市民参观参与，提高信息化
的知晓度和影响力。完成１８５个小区光
纤到户建设工作任务，超年度计划

８５％；完成２６万户光纤建设和改造，超
年度计划 ３０％。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钢设备检修有

限公司、宝山区环境保护局，获上海市

２０１１年第一批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支
持。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运营

管理和控制信息平台”、上海标五高强度

紧固件有限公司“上海紧固件供应链服

务平台”、华润雪花啤酒（上海）有限公

司“能源计量管理信息系统”被评为上

海市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示范项

目。宝山区获“２０１１中国城市信息化管
理创新奖”。区信息委被《上海信息化》

杂志社及上海信息化年鉴编辑部评为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信息化年鉴出版工作先
进集体；被上海市无线电管理局评为

２０１１年度区县无线电管理试点工作先
进单位。

■区征地养老管理信息系统通过验收　
１月，宝山区征地养老管理信息系统经
近半年运行，通过区信息委组织的专家

验收，实现对区级集中管理的征地养老

人员的信息管理以及征地养老资金的跟

踪统计和分析。该系统建立全区近

８０００名征地养老人员数据库，实现养老
人员数据统一管理；针对养老金收入和

支出情况，分析各项统计数据，自动监督

反映资金发放情况；实现生活费、补助费

发放管理信息化。该系统自 ２０１０年 ７
月至２０１０年底，在区征地养老事务管理
所及各街镇征地养老经办机构使用，共

通过系统完成生活费发放４６７９９人次，
发放各类生活费、医疗补助费、节日补助

费３８４５２万元；操作１２５０１人次医疗报
销，发放医疗报销费用１１１４７万元。

■完成信息化促进区域节能减排研究　
２月１７日，宝山区信息化促进区域节能
减排课题研究启动。作为上海市信息化

与工业化融合实践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与同济大学“两化融合”ＣＩＭＳ研究中
心结成合作单位。３月２１日，区信息委
会同同济大学 ＣＩＭＳ研究中心到华润雪
花啤酒（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

有限公司进行调研。８月１９日，宝山区
信息委召开《信息技术促进区域性节能

减排实施路径、机制与方法研究》课题阶

段成果咨询会。该课题从宝山区工业发

展与节能减排要求、信息技术与节能减

排关联性分析、信息技术促进区域节能

减排的总体实施路径、配套政策体系、关

键阶段与标志性指标等６个方面进行研
究。市经济信息化委、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区发展改革委、区环保局等单位

在咨询会上发表意见。１２月，该研究成
果被市经信委《上海市信息化研究成果

汇编》收录。

■召开推进“三网融合”工作座谈会　３
月９日，区信息委召开推进“三网融合”
工作座谈会，以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

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搭建互动平

台、形成推进共识。中国电信、移动、联

通、区有线电视中心等通信运营商和“三

网融合”相关企业参加座谈。

■运用“上海市水上交通和应急处置系
统”平台　３月１８日，上海市内河水上
搜救中心宝山分中心正式运行，该中心

集日常监管、救助指挥、资源调度、防污

染等功能于一体。运用“上海市水上交

通和应急处置系统”平台，通过覆盖?藻

浜１６３公里水域的视频监控系统、船舶
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ＧＩＳ系统、ＧＰＳ系
统等，实现对辖区重点水域、重点船舶、

重点码头监控；通过多系统船岸联动，实

现船舶助航预警信息服务、进出港调度；

通过实时预报水上航行环境和险情，实

现对事故险情的“早发现、早报告、早控

制”，提高预防预控能力，在宝山水域形

成全方位覆盖、全天候运行、快速反应的

水上安全管理机制，适应未来海事管理

信息化和监管手段科学化的需要。

■区财政局数据存储系统通过验收　４
月８日，由区信息委主持的宝山区财政
局数据存储系统通过专家验收，完成对

国库集中收付系统的硬件升级以及系统

和数据的迁移。作为宝山区金财工程的

重要信息系统，区财政国库集中收付系

统覆盖全区２００余个区一级和二级财政
预算单位，实现各单位“零余额”帐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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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改造前，系

统已经上线运行近６年时间，面临硬件
老化、数据安全隐患等问题。本次硬件

改造采用两台 ＩＢＭ小型机和磁盘阵列，
实现数据存储和服务器双机热备，较好

保障系统稳定运行和数据安全。

■区信息委与宝山电信局签订２０１１年
合作协议　４月１４日，宝山区信息委与
宝山电信签订２０１１年信息化合作协议，
双方围绕建设“智慧宝山”的总目标，在

光纤入户、政务信息数据中心建设、“桌

面云”应用、城市管理应急大联动信息系

统建设、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农村信息

基础设施集约化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

区信息委主任浦志良、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宝山局局长周燕苹代表双方签约。８
月１８日，区信息委与宝山电信局签订
《“智慧宝山，无线城市”建设合作框架

协议》，重点推进区党政机关、吴淞国际

邮轮港、罗泾散货港、市民活动中心等重

要城市公共区域和文化设施区域的无线

覆盖，新建３００个 ＷｉＦｉ热点，同时启动
牡丹江路商圈及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无线

宽带应用和无线监管试点。宝山电信全

年基础设施投入达 １２亿元，“城市光
网”覆盖２６万户。

■开展“两化融合”实践区建设　４月１５
日，市经济信息化委信息化推进处一行

４人到宝山区调研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工作。探索符合区域实际的“两化融

合”（信息化与工业化）发展路径，助推

产业转型升级。与上海交大、同济大学

等高校合作，开展“政府、企业、社会利用

信息技术促进节能减排的具体实施路径

和方法”课题研究。承办上海市“两化

融合”促进节能减排高级研讨会。与市

互联网经济咨询中心等单位合作，开展

全区２００家企业信息化情况调研，完成
２０１０年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
报告。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培育信息

化典型示范企业。分批完成３００名企业
信息化人才培训，并挖掘形成３０个“两
化融合”项目构成的储备库。华润雪花

啤酒能源计量信息管理等４个项目获市
“两化融合”专项资金支持，东方泵业集

团、中冶赛迪工程技术公司被评为上海

市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示范企业。完成

中小企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课题研究，

推动“一个政府、多个部门”的管理模式

向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多个部门、一个政

府”的服务模式转变，提出服务中小企业

全生命周期的平台建设思路。

■建设“宝山区社区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　５月１３日，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民
政局、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各领

域的信息化专家一起为“宝山区社区综

合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言献策。作为

２０１１年区政府实事项目之一，“宝山区
社区综合信息管理系统”项目是社区电

子台账系统的深化和拓展，利用数据库

的关联技术，实现各类台账、报表的数据

共享，达到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居民区工

作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目的。系统实行居

委会、街镇、区政府各部门三级管理，有

利于政府各部门及时了解社区工作并加

强指导，有效达到居民区“减负增效”的

目标。

■宝山区电子政务平台通过等级保护测
评　５月２３日至５月２７日，上海市信息
安全测评认证中心按照等级保护三级的

标准对宝山区电子政务平台（区政务外

网）进行为期一周的等级保护测评工作，

内容主要有政务外网的物理安全、网络

安全、主机安全、数据安全、安全管理机

构、安全管理制度、人员安全管理、系统

建设管理及系统运维管理。经确认，宝

山区电子政务平台（区政务外网）通过

２０１１年的等级保护测评。

■推进家庭医生责任制和卫生信息化工
程　５月２７日，宝山区家庭医生责任制
和卫生信息化工程推进会在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召开。宝山区成立以

副区长李原为组长的宝山区家庭医生责

任制服务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试点

的基础上，选择吴淞、高境、杨行三个社

区的三个家庭医生工作室作为示范点建

设。全区初步完成医疗单位临床信息系

统建设、居民标准化电子健康档案建设

以及临床信息与健康档案的共享交互，

达到市级平台对试点区要求的先期建设

目标。

■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５月３１日，
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研讨宝山区社会

诚信体系建设工作。９月２５日，区社会
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区工

商分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区食药监

局、区卫生局、区物价局、区民政局等１０
家成员单位，在区文化馆广场组织开展

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广场宣传活动，以

推进宝山区诚信体系建设，营造全社会

诚实守信氛围。活动内容主要包括诚信

宣传、消费维权咨询、物价咨询、劳动保

障咨询、食品药品安全宣传等，累计发放

各类宣传资料６００余份。通过开展宣传
活动，普及信用相关知识，扩大信用宣传

范围，提高社会诚信意识。

■开展２０１１年“信息化宣传周”活动　
６月１０日，宝山区信息化宣传周活动在
区文化馆开幕，副区长朱永泉、市经济

信息化委副巡视员施兴德为活动开幕

式剪彩。宣传周活动以“智慧城市、智

慧宝山，服务发展、惠及民生”为主题，

安排信息化应用展示、广场咨询服务、

“城市光网”社区服务展、社区信息化知

识讲座、百名党员参观未来信息生活体

验馆、企业信息化发展论坛、信息化题

材电影放映等内容。位于区文化馆二

楼的“信息化应用展示”免费向市民开

放，市民可通过视频和展板等形式，近

距离了解“智慧城市”与“智慧宝山”、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成果以及“三

网融合”的应用，可现场体验未来信息

生活。

■举办“推进中小企业公共平台建设、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题培训会”　６月
１４日，宝山区举办“推进中小企业公共
平台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题培训

会”，全区４０多家企业、街镇（园区）代
表参加培训。推进宝山区中小企业公

共平台建设是宝山区２０１１年中小企业
服务的重点工作，计划用２～３年时间，
建立、培育、完善２０余家宝山区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重点建设５～１０家支
撑力强、服务面广、业绩突出、公信度高

的宝山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形成信息畅通、功能完善、供需对接便

捷的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为宝山区中小

企业提供服务。

■举办信息化与企业发展论坛　６月
１６日，宝山区举办“信息化与企业发
展”论坛，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网络化制

造与企业信息化重点实验室、区信息委

和多个信息技术企业的专家出席，共同

探讨企业信息化发展的模式和经验，为

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提供科

学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上海中国弹簧

制造、华润雪花啤酒、杰盛无线通讯、上

海国冶工程技术等企业，介绍企业信息

化建设和应用的效果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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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档案局多媒体档案管理系统通过
验收　８月９日，宝山区档案局多媒体
档案管理系统通过区信息委组织的专

家验收。该项目是继区档案目录中心

系统和区电子文件归档及管理系统后，

区档案工作又一个信息化应用系统。

该项目根据宝山区多媒体档案的实际

应用情况，对区档案馆馆藏多媒体档案

管理及各单位室藏多媒体档案管理两

个系统进行建设，提高多媒体档案管理

和利用水平，以档案信息化，带动档案

工作的标准化。

■区政务视频会议系统建成　８月，宝
山区政务视频会议系统建成，该系统在

区级机关大楼设置主会场１个，在各街
镇园区设置分会场１４个。同时建成网
络视频直播系统，应对视频会议突发情

况，实现即使不在会议现场也可通过办

公业务网实时收看。视频会议系统的

应用，可降低会议成本、节约赴会时间、

提高会议效率、扩大会议参加范围，在

第一时间将上级精神传达到最基层，避

免二次传达。１１月８日，上海市政府召
开《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宣传贯彻电

视电话会，宝山区通过该视频会议系

统，实现市、区和街镇园区的同步收看。

■宝山区获“２０１１中国城市信息化管
理创新奖”　９月 ４日，在北京举行的
“２０１１中国城市信息化发展大会暨成
果评选”中，宝山区获“２０１１中国城市
信息化管理创新奖”。围绕推进城市信

息化建设，区信息委坚持“三大模式”

（信息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信

息化项目绩效评估模式、信息化集约化

建设模式），电子政务建设效益突出，依

托信息化的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日益

优化，信息基础设施综合服务能力提

升，对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支撑和

促进作用。在上海市率先建立信息化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开发的“宝

山区信息化项目管理系统”被评为

２００６年度上海市信息化应用优秀成果
奖，《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指标

体系》被评为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信息化
优秀成果奖。

■举办上海市“两化融合”促进节能减
排高级研讨会　９月９日，由市经济信
息化委、宝山区政府联合主办，市“两化

融合”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宝山区信

息委承办的上海市“两化融合”促进节

能减排高级研讨会在宝山举行，市、区

政府相关部门，市推进“两化融合”实践

区以及高校研究机构、重点企业代表８０
多人参加会议。副区长朱永泉在会上

致辞。市经济信息化委节能处处长原

清海介绍《上海市节能减排的形势与任

务》，区信息委主任浦志良作《“两化融

合”促进区域节能减排实施路径》的主

题发言，同济大学“两化融合”研究中心

主任王坚作《两化融合———生产制造过

程节能减排助推器》的主题发言。中国

商飞发展、宝信软件、上海电气重工集

团的领导就“两化融合”助推民用飞机

生产制造环节节能减排、从传统制造走

向能源约束型制造、能源密集型制造企

业节能减排等话题作交流发言。

■区?藻浜航道视频监控管理系统通
过验收　９月１５日，区建交委暨宝山区
航务管理所组织召开?藻浜航道视频

监控管理系统项目建设专家验收会。

部分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应邀列

席会议。专家组听取项目建设竣工报

告、系统测试报告、系统试运行（用户）

报告以及项目监理意见，实地查看监控

中心及工作人员对系统的现场操作，审

查有关竣工文件资料并进行质询，同意

该项目通过验收。该项目完成外场

１６３公里航道２０个监控摄像机、立杆、
无线传输设备、吴淞站大屏显示系统以

及３个监控机房的安装建设，影像传输
实现有线和无线结合，系统图像清晰、

传输流畅，满足海事航道安全监管的需

求，提高管理效率。

■“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网上
申报平台”开通　９月２９日，由区发改
委牵头建设的“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申报网上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为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

执行效率提高，形成特色产业集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该项目是宝山区加强“调结构、转

方式”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一

项重要内容。通过信息系统的建设和

应用，全区专项资金的执行将采取“一

个平台申报、分头受理评审、联席会议

会审、报区政府审批、过程网上流转”的

模式，对专项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督管

理。企业将实现所有专项资金的网上

集中申报、申报材料网上预审，减少申

报企业“多头跑、多次跑”；联席会议成

员单位，将记录所有项目的申报、审批

经过和结果，环节公开透明，实现全过

程监管，避免同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委办

局重复申请资金的现象。

■区图像监控系统通过专家验收　１０
月１０日，公安局宝山分局图像监控系
统高清卡口一期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该工程建设涉及到辖区内 １４个派出
所、２８个重要路口２１４个车道，通过对
路口过往车辆和行人的抓拍，上传存储

有效数据 ２９亿条。电子警察设备平
均上传数据量８２万条／天，高清卡口设
备平均上传数据１２４万条／天。

■举办２０１１年度信息安全管理培训班
　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４日，区信息委在区委
党校组织举办２０１１年度信息安全管理
培训班，区内 ５０多家委、办、局、镇、街
道、园区等相关部门人员参加培训。培

训班通报了宝山区２０１１年前三季度的
信息安全情况，部署 ２０１１年度政府信
息系统安全检查工作；邀请国家公安三

所反计算机入侵和防病毒研究中心专

家针对病毒防范和黑客入侵进行案例

分析；针对各单位本地局域网日常管理

和维护进行培训；组织学员参观第三届

上海国际减灾与安全博览会、２０１１年信
息安全技术产品展等。

■开展区电子政务网络应急演练　１０
月１５日，区信息委开展区电子政务网
络应急演练，以配合宝山区信息化安全

宣传周，提升应对网络与信息安全突发

事件的实战能力。此次应急演练主要

对电子政务网络中心机房及远程机房

的物理环境、网络平台以及电子政务重

要应用系统等方面进行检验，内容涉及

机房消防系统、机房监控系统、机房供

电系统、区电子政务网络系统、区公务

员门户、区协同办公系统、区人口综合

管理信息系统、区地理信息综合平台、

区存储备份系统等９个重要系统。

■举办市民信息安全宣传活动　１０月
１６日，根据上海市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
小组办公室《关于举办第一届上海市信

息安全活动周的通知》相关要求，宝山

区在安信商业广场举行宝山区市民信

息安全广场宣传活动。区信息委、区公

安分局、区金融联合会等 ２０多家单位
参与广场宣传活动。各参与单位向市

民发放《市民信息安全手册》和《网上

银行安全指导》等信息安全防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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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展板形式普及《网络诈骗防范知识》，

接受市民信用卡安全防范咨询，以多种

形式向市民进行宣传普及，旨在普及网

络与信息安全知识，加强市民信息安全

防范意识。

■宝山区辐射安全管控、预警及应急系
统开发启动　１０月，启动宝山区辐射安
全管控、预警及应急系统开发建设。该

系统作为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新兴信息技
术创新应用试点示范项目，获上海市信

息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宝山区辐射

安全管控、预警及应急系统依托区环保

局信息化平台，运用物联网三层架构，

采用ＲＦＩＤ自动识别技术、射线强度在
线监测技术、ＧＰＳ全球定位等技术，使
用无线网络获取区内放射性危险源的

相关信息，使辐射监控人员可以及时掌

握区域内放射性危险源情况，达到辐射

安全监管监控目的。该系统拟进行辐

射安全监管工作全业务覆盖，对宝山区

内放射性危险源进行全程跟踪、实时管

控，实现放射性危险源全生命周期的管

理，保障放射性危险源的安全性，促进

辐射监管工作科学化，提高环境保护领

域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手段。

■开展公共通信应急演练　１１月 １９
日，区信息委组织通信运营企业，模拟

某地区发生基站通信故障进行应急演

练。承担演练任务的中国移动宝山分

公司接到突发事故通知后，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第一时间将应急油机、应急通

信车等应急物资和基站设备运至事故

现场，抢修队伍同步到位。据现场计

时，从应急物资和设备运抵到恢复事发

区域的通信，仅用了１５分钟，完成应急
演练各项内容，进一步验证通信运营企

业应急预案的有效性，检验通信基站发

生故障后快速恢复通信的实际能力。

宝山电信局、中国联通宝山分公司等通

信企业参加现场观摩。

■开展政府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工作　
根据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开展

２０１１年度政府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工作
的通知》要求，参照《２０１１年度政府信
息系统安全检查情况报告表》，１１月下
旬，对全区政府部门的信息系统、ＰＣ机
开展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宝山区信息

安全工作在信息安全长效管理、信息安

全应急管理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总体

状况良好，年内没有发生因信息安全事

件、设备设施故障等事件导致业务中

断、网络瘫痪等重大信息安全事故。

■召开“云计算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
研讨会　１２月 １６日，宝山区召开“云
计算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专题研讨

会。上海软件产业促进中心，上海大学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学院、通信与信息工

程学院，相关企业等单位领导和专家参

加研讨。区信息委介绍“云计算在电子

政务中应用的调研报告”。与会专家就

“云计算电脑”服务本地农民、来沪人员

等方面进行探讨。云计算是以虚拟化

技术为基础，以按需付费为商业模式，

具备弹性扩展，动态分配和资源共享等

特点的新型网络化计算模式。

■推进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建设　１２月
中旬，区信息委组织市审改办、市公众

网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以

及宝山区相关部门，对区网上行政审批

平台进行初步验收。区级网上行政审

批平台建设是２０１１年区信息化重点工
作之一。对照上海市统一规范标准，确

保市、区两级平台通过政务外网无缝衔

接，实现与上海市网上行政审批平台、

上海市工商局审批系统、上海市组织机

构代码审批系统、上海市税务审批系统

的对接及数据交换共享。实现与区统

一的身份认证、消息服务、电子签章等

基础支撑平台的整合，避免多头重复建

设。建立统一的接入技术标准，规范接

入方式和数据交换接口，多种办事模式

兼容，增强政府各部门之间业务处理和

对外服务协同度，实现审批事项动态的

统一实时监管。

■区来沪人员就业管理信息系统通过
验收　１２月，“宝山区来沪人员就业管
理信息系统”通过专家验收。该系统具

备信息共享和数据抽取转换等功能，解

决实际业务中经办流程不统一、业务交

叉所产生的矛盾，其中短信服务平台、

就业跟踪服务、岗位自动匹配等功能获

来沪人员的青睐。

■推进区党政机关软件正版化　完成年
度政府机关正版软件使用情况的摸查。

根据市版权局的要求，宝山区由区信息

委牵头，开展区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

专项检查工作，制定下发《关于开展使用

正版软件专项检查的通知》，采取自查和

抽查相结合，检查全区政府部门使用的

计算机完成正版软件使用情况。完成年

度新一轮正版软件采购工作，根据检查

情况，确定采购方案，通过政府采购方

式，完成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１０办公软件、ｗｉｎｄｏｗｓ７
操作系统等正版软件采购。

■区道路交通信息系统建设　推进道路
交通信息采集系统建设，交通信息采集

点达１２３处，路口覆盖率１７％，基本涵盖
宝山区各重要路口。宝山区道路交通信

息采集系统是掌握区域道路交通流量情

况、服务道路交通建设和管理的信息化

系统，是上海市中心城区地面道路交叉

口信息采集系统的组成部分。该系统可

统计道路路口各车道交通参数，通过对

系统采集的数据开展分析工作，定期生

成宝山区重要路口道路交通状况分析报

告，帮助辖区道路交通科学管理、优化路

网资源、推进城市诱导，为道路建设和管

理工作提供数据支撑，为宝山区总体发

展规划及市政基础设施中长期规划提供

依据。 （张婷婷）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概况　２０１１年，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
站（以下简称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目

改版扩容，创新形式加强网络宣传，推进

政府信息公开。全年发布政府应公开信

息、政务信息、便民服务等各类信息

１４０００余条，转、督办市民电子邮件４０５２
封。发挥网络平台优势，完成网站建设

与管理、网络宣传、政府信息公开、网上

信访、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任务。“网上

信访”栏目被全国电子政务理事会评为

２０１１年中国政府网站政民互动精品
栏目。

■政府信息公开栏目改版扩容　１１月，
网站对信息公开网页、栏目进行梳理、整

合、改版。增加“财政预决算”、“审计公

开”、“土地管理”、“住房保障”、“政府采

购”、“规划计划”、“监督检查”等１０余
个专栏；１２月，开通运行“建设工程领域
信息公开”专栏，扩展政府部门信息公开

范围。全年更新发布应公开信息 １３００
余条，比上年增加近４００条。

■开通手机信息平台　２月 １日，宝山
政府门户网站开通手机信息平台，每周

二、五定期编发手机报，内容涉及区内重

要会议、重要活动及市民关注的热点信

息，订阅对象包括区领导、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党外人士、区拔尖人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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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纠风监督员和部分市民。至年末，

共发布７７期，有９００多个用户订阅。

■加强网络宣传　网站以文字、图片、
视频、专题等多种形式，开展宝山区“十

二五”规划、２０１１年上海樱花节、庆祝
建党９０周年、吴淞国际邮轮港开港、第
七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等１０多项全
区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网络宣传报

道。５月２６日，在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活
动期间，网站联合新民网通过网上视

频、图文微博直播等形式，开展微游上

海滩宝山区首发活动，获宝山区庆祝建

党９０周年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奖。１０月
１６日，网站运用视频、微博同步直播第
七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式。

■网民反映社情民意　网站加强与网
民互动交流，开展宝山区“十二五”规

划、区政府实事项目、宝山区环保三年

行动计划等网上意见征集；开展网络舆

情收集、分析研判工作。对网民评议有

关宝山的意见和建议，编辑１０期《网络
舆情摘报》，送区领导及有关部门参阅。

■开通专题网（页）　网站围绕区重要
会议、重大活动等，通过制作专题网形

式，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舆论。年

内制作开通建党 ９０周年、区镇两级人
大换届选举、宝山区“十二五”专题、第

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２０１１上
海樱花节、微游上海滩宝山首发活动、

上海旅游节宝山系列活动、经适房工作

等１０多个专题网（页）。

■“网上信访”被评为精品栏目　网站
网上信访平台全年共收到有效来信

４０５２封，其中信访 ３７３３件、咨询 ３１９
件，网上公开回复 １６０多封。自 ２００８
年网上信访平台运行以来，各承办单位

信件回复率、办理时限等持续提高，栏

目被全国电子政务理事会评为２０１１年
“中国政府网站政民互动精品栏目”。

■网站群增至８８家　网站加强网络资
源整合，牵头负责区政协、区住房保障

和房屋管理局、区水务局、宝山民间艺

术博览馆 ４家网站的升级改版和技术
支持工作。至年末，网站首页链接的区

政府各部门、街道镇、工业园区网站和

党群、人大、政协及公共服务类网站增

至８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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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小时，电视台
每天播出１７５小时。至年末，全台在编
工作人员 ９１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８２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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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广播电视台获全国县级广播电

视系统“十佳电视台”，广播新闻《大场

镇政府服务经济转型发展两度让出办公

楼》获２０１０上海新闻奖二等奖，２件新
闻、专题作品获上海广播电视（区县）新

闻奖一等奖，台长徐祖达获第六届上海

“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

■栏目设置及宣传　区广播电视台在两
台新闻节目中，把握主基调，高歌主旋

律：策划并组织实施区“三重工作”（保

平安、送温暖、稳市场）的宣传，开设 “回

眸十一五”、“凝心聚力抓发展，攻坚克

难转方式”、“强基固本促和谐，创先争

优暖民心”等专栏，回顾“十一五”区工

作成就及主要经验，展望“十二五”宝山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工作目标。

以庆祝建党９０周年为主题，开设“学习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专栏、３０期“红
色记忆”专栏；《宝山纪实》、《精彩人生》

等专题栏目集中宣传一批优秀共产党

员，相关节目共播出１３期，累计时间总
长约２７０分钟；开设“喜迎建党９０周年
红色经典影视剧展播”栏目。４月，举办
《新闻扫描》２０００期特别节目，回顾栏目
１５年的风雨历程，推动栏目向纵深发
展。承办庆祝建党 ９０周年第七届“阳
光·大地”优秀歌曲展演暨宝山区“百

团百歌百姓”红歌大赛，组织１２个街镇
百余支队伍以歌声献礼建党 ９０年；主
办“七月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周年顾村杯诗歌征集大赛，收到来自
全国各行各业文学爱好者的诗作１２５０
余篇。完成第七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开幕式、闭幕式、月浦锣鼓年会等系

列活动的直播、录播以及视频资料制

作、采访报道等工作，全面参与艺术节

活动。响应“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成立台活动领导小组，并由台长

带领中层干部及骨干记者到各个街镇，

与基层单位进行面对面采访，全面了解

各街镇的经济和社会建设等情况。同

时开设 “走基层、访民情”专栏，每周两

条新闻持续播出编辑记者深入一线的

报道。上海《新闻坊》、《新闻报道》、

《新闻夜线》等栏目共录用区广播电视

台稿件３５０条次。拓展广播媒体播出
平台，在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９９０频道
投稿的基础上，与调频 ９７７财经频率
《大城小事》、上海经济区广播联盟联

系，投送各类稿件。

■专题栏目与专题片　９月，电视专题
栏目《宝山纪实》推出５集人文纪录片
《吴淞文化》，用影像展示百年吴淞，追

溯宝山发展历程。拍摄完成大型纪录

片《辛亥革命》上下两集，该片通过采

访，再现上海光复起义等一个个历史故

事，是全区纪念辛亥革命活动的作品之

一。按照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的统一

部署，拍摄完成大型电视专题片《２０１１，
我们扬帆起航》。为宝山区创建绿化模

范城区，拍摄完成专题片《绿染宝山映

和谐》；拍摄完成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等形象宣传片；完成拍摄区

６１０办公室及区妇联专题宣传片等各类
专题片３２部。

■岗位设置与竞聘　３月，区广播电视
台完成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和岗位竞聘。

通过竞聘，一批青年专业技术骨干成为

台的中层干部，平均年龄３５８岁。每位
职工重新定岗定职，找到合适自身的工

作岗位。

■安全播出与设备维护　年内成立防插
播应急小组、技术保障应急小组，做好组

织保障。举行２次全台消防演练，协助
区政府做好防空演练，加强４个能力（消
除火灾隐患、扑救初起火灾、人员安全疏

散、消防教育培训）的宣传指导，以使在

险情到来时能妥当应对。在重要和特殊

保障期间，加强值班力量，在重点时段、

重点节目，台领导实行双岗值班，为安全

播出提供保障。细化《宝山区广播电视

台技术维护管理制度》和各项考核制度，

缩短日常设施设备的维护周期。区广播

电视台技术部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广播
电视技术维护先进台二等奖”称号。

（施　琦）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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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情况

获 奖 者 作　品 奖　项 颁　奖　单　位

集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上海市文明单位 上海市人民政府

集体 全国县级广播电视系统“十佳电视台” 中广协会城市台

徐祖达 第六届上海“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
第六届上海“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推
选活动评选委员会

李学军、段小龙
大场镇政府服务经济转型发展两度让出办
公楼

２０１０上海新闻奖二等奖

２０１０上海广播电视奖广播新闻类二等奖

２０１０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广播新闻类一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李学军、张晖
大型邮轮首次靠泊吴淞口，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增能级

２０１０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电视新闻类二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作品电视新闻一等奖 中广协会

华晓瞡、王伟荣 陪你到最后

２０１０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广播社教类一等奖

２０１０上海广播电视奖广播社教类二等奖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作品广播社教二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中广协会

马　萧 情深意浓醉红叶 ２０１０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广播文艺类二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李　灵 百姓连线三周年特别节目 ２０１０上海广播电视奖播音主持类三等奖 上海广电协会

缪婧瑛、叶斐 村里的“老娘舅”

第三届新农村电视艺术节专题片优秀作品奖（二等奖）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第五届上海“农村小康电视节目工程”“电视专题片”二
等奖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

集体 金罗店 第三届新农村电视艺术节魅力新农村十佳县市形象片奖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区广播电视台技
术部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广播电视技术维护先进台二等奖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集体 《宝山纪实》栏目 第二届“农村小康电视节目工程”“对农电视栏目”三等奖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

集体 《与法同行》栏目 全国广播影视系统“五五”普法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国家广电总局

曹蕙蓓
２０１０上海世博会世博知识和文明观博全民宣传培训践行
活动优秀个人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郁琴妹
２０１０上海世博会世博知识和文明观博全民宣传培训践行
活动优秀个人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陆　瑞 第三届新农村电视艺术节十佳对农电视节目主持人提名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须　斌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广播电视（广播中心专业）技术能手竞赛
二等奖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于　柳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广播电视（广播中心专业）技术能手竞赛
二等奖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吴　涛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广播电视（广播中心专业）技术能手竞赛
三等奖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李征遥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广播电视（广播中心专业）技术能手竞赛
三等奖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施　琦）

有线电视中心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有线电视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共有职工１１３人，其中
在编职工６２人；下设办公室、工程部、业
务部、技术部、运维部、物资部、财务室等

７个职能部门及淞宝、泗塘、大场、罗店
等４个分中心，１６个业务受理处。２０１１
年，中心传输有线电视节目频道６５套，

其中，央视１７个节目频道、上视及东视
共１５个节目频道、各地方卫视节目 ３１
套、宝山电视台自办节目２套。全区有
线电视户数达 ５１５万户，其中，居民
４８１５万户，农村２２８万户，用户总数比
上年增加 ２３８万户。全区有经营性用
户２０６２户，共６５０２个终端；有公益性用
户３３４户，共 ２１９２个终端。全年创收
１１亿元。

■有线电视工程建设　年内，有线电视
初装及配套工程共签约１９１个，配套用
户数 ２４６０２户。商业用户共安装终端
１２５８个，公益性用户共安装终端２５３个。

■前端机房技术升级　完成对区内所有
前端机房检查测试，对模拟故障进行演

练，对需要电力扩容的部分有源机房进

行升级改造，更换到期电池，增加双路配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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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线电视中心监控室（上图）

区有线电视中心机房（下图） 区有线电视中心／提供

电柜。对机房环境监测系统进行优化升

级，增加短信报警模块，以降低故障发生

概率。对机房空调进行定期保养，确保

空调机组运行正常，使机房设备保持在

正常环境温度下运作。

■老地埋小区网络改造与城区光缆网改
造　年内对使用时间较长的老地埋小
区，主要是淞宝、大场地区进行网络改

造。中心进行前期调查和方案论证，并

对施工过程进行周密部署。在道路开

挖、绿化修复等方面按照标准施工，在确

保工程按期完工的同时得到广大用户认

可。继续进行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数据
的录入和验收工作，根据 ＧＩＳ数据进行
光缆网的优化升级。在上年完成试点的

基础上，对淞宝地区进行城区光缆网改

造，共完成３６根主干光缆的扩容整理。
制订大场地区光缆网扩容方案，对分区、

箱体设置、出土管道等进行实地勘察定

位。完成远景１２根主光缆的整理扩容
工作。在提升光缆的容量的同时改善路

由走向，使之更趋合理。

■推进有线网络技术转型　在“铜退光

进”的大背景下，有

线ＥＰＯＮ技术得到快
速发展。中心结合宝

山区有线网络实际状

况，制定网络建设的

基本原则，为设计施

工提供依据。由于

ＥＯＰＮ技术的相关标
准尚未完善，中心联

同国内外光配产品生

产厂家，完成从方案

设计、相关设备器材

的选型到施工工艺标

准等原则的制定，合

作开发一系列适合无

源网络的光配产品，

推进ＥＰＯＮ网络在工
程中的应用。

■计划有线电视数字
化整转工作　根据
“十二五”时期文化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

有关要求，结合东方

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对

全市区县有线电视数

字化整转的总体规

划，中心计划在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年，用 ３年时间完成全区（农
村地区除外）约５０万户的有线电视数字
化整转任务，主要包括下一代广播电视

网（ＮＧＢ）建设和整转机顶盒配置。计划
在２０１２年，完成配套系统平台建设，
２０１３年，加快进程进行大规模推进，２０１４
年，工作收尾阶段，确保完成有线电视数

字化整转总体工作目标。

■转制平稳过渡　３月３１日，宝山区有
线电视中心与东方网络有限公司合资成

立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其

中东方有线以现金出资的方式，持有公

司５１％的股份，宝山区有线电视中心以
实物资产出资的方式，持有公司４９％的
股份。原上海市宝山区有线电视中心关

于宝山区内有线电视网络的经营资质等

自４月１日起均由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
络有限公司承担。 （朱　君）

宝山报
■概况　全年共出版 ５０期（１６９３期 ～
１７４２期），每期对开 ４版，增刊 ４６个版
面，新闻报道文字约３００万字，新闻图片
和资料图片 ９００余幅。每周二出版发

行，发行量３２万余份，免费发行至全区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

医院、村委会、居委会，旅馆、东方书报

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老同志

和部分市民等。头版为要闻版，二版为

综合新闻版，三版为社区新闻版，四版为

百姓生活、副刊和专题版。至年末，共有

工作人员１５名，其中１０名为在编职工，
３名聘用人员，１名专职校对员和１名兼
职人员。

■重点新闻报道　全年新闻报道围绕区
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和广大干部群众关

心关注的重大问题。突出宣传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活动，合计刊发报道 ８０余篇和
１６个专版。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设《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专栏，刊发《本
区隆重集会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忆党史
话党恩，永远跟党走》、《本区开展大型

现代沪剧〈红梅赞〉巡演活动》、《红色足

迹，不朽丰碑———宝山人民革命斗争史

纪实》等报道；开设《吹响先锋号》专栏，

宣传基层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其中包

括《让居民感觉到“大家庭”的温暖》、

《把养老院办成老人们喜欢的家》、《用

生命谱写忠诚》、《居委书记的“四言心

得”》等；与区委组织部联合开设《相聚

在党旗下》专版共７个，报道３５个单位
党建工作的成果和经验；与区老干部局

合作开设区老干部书画作品专版《画笔

绘出对党的深情》；全文刊发区委书记吕

民元在宝山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坚定理想信念，加强

党性修养，在推动“十二五”发展的实践

中创先争优》；刊发“庆祝建党九十周

年”特刊共４个整版，集中宣传区委命名
的５１个先进基层党组织、１０５名优秀共
产党员和 ５１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刊发
《红色记忆》专版４个，集中宣传宝山区
地方党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等。

突出重大会议报道。连续两期用７个版
面集中报道区第六次党代会情况；组织

开展贯彻区委五届十三次全会精神系列

报道，共刊发２６个专版，详细报道各单
位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思路、目标任务、

方法措施等；用１６个版面报道区六届人
大八次会议和区政协六届六次会议的情

况和“十二五”发展纲要。突出宣传基

层典型和报道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继

续开设《身边的感动》栏目，报道群众和

基层干部的动人事迹，其中包括《农民工

当上了发明家》、《因为有你们社区更安

宁》、《把每个学生都当成宝》等；继续刊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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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扬弘扬》栏目，报道群众的好人好

事；刊发《和谐宝山民生行》栏目，重点

报道民生工作，《本区居民人均期望寿命

达８２岁》、《本区启动首轮经适房申请供
应工作》、《征地养老生活费标准今年提

高至８６５元》、《宝山市民公交出行更便
捷》、《形成宝山特色促进就业体系》等。

用２个专版刊发经适房准入标准、供应
标准、申请、供应和售后管理实施细则

等，以配合经适房工作，让广大读者了解

有关政策规定。突出重点工作报道。对

全区不同阶段的重点工作及时组织报

道，其中有《双拥之花越开越红艳》、《本

区严查违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要把社会管理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来

抓好》、《要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切实

加强安全监管》、《宝山盛办上海樱花

节，顾村公园广纳５０万游客》、《上海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正式开港》、《创新驱动

开好局 转型发展起好步》、《要严肃换届

选举纪律》、《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节开幕》等；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精神，开设《宝山文化建设风景线》

栏目，连续刊发６篇反映宝山区文化建
设成果的报道。

■栏目设置　继续开设《身边的感动》、
《吹响先锋号》、《表扬弘扬》等栏目，持

续彰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雷锋精神

等。根据工作进展要求，阶段性开设栏

目，其中包括《和谐宝山民生行》、《贯彻

落实纪委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反腐倡廉

建设》、《与法同行》、《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０周年》、《走基层、贴民生》、《宝
山文化建设风景线》等。 （徐　蔚）

宝钢日报
■概况　《宝钢日报》为对开４版（《周
末》版为双开８版），１９７８年８月１日创
刊，由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国内公开

发行，是宝钢主要新闻传媒之一。至年

末，报社在编人员４０人，借聘９人。年
内被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上海

市最佳企业报”；获中国报业协会 ２０１１
年“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党报党刊事业发展
成就展”优秀组织奖；被中国企业传媒调

研活动组委会评为“２０１１中国十佳企业
传媒”。在全国冶金记协和上海市新闻

工作者协会企业分会好新闻评比中，获

６个一等奖、４个二等奖。

■重点新闻报道　年内，《宝钢日报》重
点围绕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宝钢发展规划

和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围绕宝钢“三个转

变”（从钢铁到材料、从制造到服务、从

中国到全球 ）、“五大能力建设”（技术

领先、服务先行、数字化宝钢、环境经营、

产融结合）、“三大愿景”（成为钢铁技术

的领先者、成为绿色产业链的驱动者、成

为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公司典范）和

党建重点工作，开设一系列专栏、专题，

其中有传递高层的思想———管理论坛

（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应对市场的挑

战———对标找差、做强做优（子公司专

版，子公司党政领导专访，以及降成本、

营销与服务、研发、资产运营效率、多元

产业、党建等６篇专题报道），发现员工
闪光点———降本增效最佳实践者、海外

最佳实践者、安全最佳实践者、优秀党支

部书记、身边共产党员，倾听用户的声

音———感知市场、感知用户，反映党建成

果———党支部建设巡礼、历任党委书记

访谈录、“党员登高计划”案例选、“关注

需求、服务员工”———群众工作案例选、

“党的组织生活设计”优秀成果等。《周

末刊》改版一周年，初步形成品牌效应，

编印完成优秀作品选《俯仰集》，由集团

公司党委书记刘国胜作序。新闻中心和

宣传体系互补、联动，发挥策划中心作

用，策划、组织专题报道，联合各单位宣

传部门具体实施、落实，提升宣传系统新

闻宣传的体系能力。组织策划由各单位

宣传部门组稿，推出“对标找差、做强做

优”专版；组织通讯员进行“感知市场、

感知用户”走访活动。

■版面重新定位设置　《宝钢日报》一
版突出“全局性、指导性”，开设“成为钢

铁技术的领先者”、“成为绿色产业的驱

动者”、“成为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公

司典范”、“建设以用户为中心的企业运

行机制”、“深入推进管理变革”、“激活

多元产业发展动力”等栏目，对集团公司

及各子公司的各项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

报道；开设“管理论坛”，介绍集团公司

高层的管理思想。二版强调“贴近性、参

与性”，开设“拍客拍短”栏目，揭示不文

明现象；开设“现场直击”、“温暖你我

他”、“金点子”等栏目。专副刊在设计

制作方面进行创新，刊发《最佳实践者画

刊》、《黄石公司资产重组十周年征文集

锦》、《中国震撼，撼动青春》等有一定影

响力文章。优化话题栏目的选题策划，

将企业热点与员工焦点结合，组织开展

“推进职业化建设”、“对标找差做强做

优”、“建设文化强国”、青年形象大使评

选等活动，组织员工讨论。与宝钢“桥”

论坛合作举办首届宝钢微小说大赛，收

到近２００篇参赛作品，共评出一等奖 ２
篇、二等奖５篇、三等奖１０篇。联合宝
日汽车板公司策划组织“青鸟爱心志愿

行动”，在宝钢员工中招募３０余名志愿
者，为上海宝康老年公寓的老人提供志

愿服务，并进行慰问演出。

■报纸发行　《宝钢日报》全年出版３０３
期，定价１８０元，每期发行量７１５万份，
全部委托邮局统一发行。主要发行对象

是全体宝钢员工（宝钢驻外单位和员工

也可订阅或上网浏览），宝钢所属单位为

全体员工订阅到户。社会订户由报社收

费并由宝钢集团财务部入账。

■通讯员联络　《宝钢日报》新闻版面
通讯员稿件约占全部新闻稿件的五分之

二。全年共委派骨干记者或编辑 ２０人
次，讲解新闻业务知识，参与培训交流的

通讯员达 ６００余人次。

■《宝钢日报》数字报　年内推出数字
报，每天１０：３０分前将当天《宝钢日报》
内容上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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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文章总数 ９６２３条，图片
２７７５幅，报纸版面１４３２个，电视新闻和
专题片共１０２３条，访问次数４９５１６７次。

（赵　琦）

宝钢电视台
■概况　宝钢电视新闻由宝钢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宝钢新闻中心电视部编制，共

有采编、技术岗位员工 ９名。每周一、
三、五制作１０分钟新闻，周日为１５分钟
专题栏目，由宝山电视台在１套、２套黄
金时段滚动播出，周二、四、六重播。宝

钢电视新闻覆盖宝山地区，受众面４０多
万户１２０余万人。宝钢电视通过快递的
方式，每周将录像带集锦送达江苏南京

梅山、浙江马迹山港区、新疆八一钢铁、

湛江钢铁等单位播放。网友可在宝钢

ＩＮＦＯ内网或英特网上收看。宝钢电视
台全年共外发新闻６件，其中３件在上
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

等媒体播出。年内，宝钢电视台被中国

电视艺术家协会企业电视分会授予“最

佳企业台”称号。《体感培训引入宝钢

安全生产教育中》、《经霜枫叶老更红》、

《有你的爱，我不孤单》、《彩云深处》、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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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ｅｅｌ宝钢钢结构住宅产业的推进
器》等５部电视新闻或专题片分别被中
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企业电视分会和上海

有线电视协会授予电视新闻或专题类

一、二、三等奖。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１年，宝钢电视新闻报
道共１５１次、１０４２条。做好重大事件报
道，围绕集团公司中心工作，制作《钢铁

新时代》、《２０１１宝钢年度人物颁奖典
礼》、《点善军团》、《２０１１宝钢新进大学生
集中培训》、《影响宝钢的力量》等８部专
题片，播放《对标找差、做强做优》系列报

道。完成《宝钢股份基层基础管理》等多

部基层专题片，为宝钢留下历史资料。全

年共为宝钢节约外协制作费近５０万元。
举办“员工ＤＶ大赛”，共播出２８部员工
自己制作的Ｄ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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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电信网络及信息

化设施的营销、维护及服务，承担的主

要业务种类有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ＣＤＭＡ）、宽带业务和 ＩＰＴＶ等各类电
信基础业务和增值业务。年内致力于

投入“城市光网”这一“智慧城市”重

要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打造覆

盖全区的基础语音、数据通信、移动通

信和多媒体集成精品网络。增设长江

南路天翼厅、聚丰园路专区等多个窗

口，辖区内共有牡丹江路营业厅、同泰

北路营业厅、长江西路营业厅、祁连山

路营业厅、罗店营业厅、龙镇路营业

厅、顾新路营业厅等 ７个营业厅，天翼
专营店 ９家、校园店 １家及各类专区
１２个，实施聚焦客户的信息化创新战
略，以全业务经营优势及“天翼”、“我

的 Ｅ家”、“商务领航”三大业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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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城市光网”建设　年内成立
“城市光网”推进项目组，研究加快宝山

区“城市光网”建设方案，推进为民办实

事、光网进小区等工作。全年共在２００
余个小区实施完成光网建设，覆盖用户

近３０万户。针对宝山农村地区广的地
域特点，实施局站改造工程和光网补充

项目，光网建设由城镇区域逐渐向农村

地区推进。

■提升区域信息化水平　保持与区相
关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推进区域信息

化工作。聚焦宝山区监管、交通、医疗

和教育等关键领域，实施完成城管车辆

移动监控等项目，启动宝山政务外网光

纤提速工程，完成宝山农村集约化建设

项目２６个站点的建设，配合在各街镇
开展 “城市光网进社区”系列主题培训

１２余场次，培训人数超过１５００人次。
（叶　晔）

吴淞开埠广场 吴淞街道／提供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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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编辑　李宝利

审判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法院共受理各类案
件 ２００２５件，比上年增加 ９６０件，增长
５０４％；连同上年存案审结（执结）
２００４１件，增加 １０３７件，增长 ５４６％；
结案诉讼标的金额 ２６３０亿元，减少
２５９亿元；审理和执行中的案件 １５９０
件，减少 １００％。开展“百万案件评
查”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

师、特邀监督员等共同组成评查小组，

通过阅卷、座谈、调查、走访、评议等方

法，对１００件案件的审判、执行程序、依
据、结果和效果进行全面评查。加大对

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规范诉调对接中

心和分中心的工作，推进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选派速裁法官在区公安分局

交警支队就地调处道路交通损害赔偿

案件。委托人民调解 ６９９４件，调解成
功５５８１件，调解成功率７９８０％。提高
调解案件审判质量，民事案件调解撤诉

率５７３７％。加强人民陪审员联络工
作，落实人民陪审员经费，保障人民陪

审员依法履行审判权，组织专题培训，

提高人民陪审员履职能力。扩大审理

案件范围，人民陪审员共参加 １３１２件
的审判、执行和信访接待，陪审率

７１８６％。在人民法庭设立立案点，发
放交通提示，方便当事人诉讼。发挥罗

泾、高境巡回审判站司法便民作用，在

巡回审判的同时，接待１９２名群众法律
咨询。邀请区政协委员、特邀监督员和

杨行镇东街村青少年，分别参加“公众

开放日”活动，推进司法公开工作。继

续庭审装备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坚持

裁判文书上网、附录法律条文、网络庭

审直播、庭审同步录音录像等举措，拓

展司法公开的领域和途径。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救助的规定，及时制

定实施意见，建立健全司法救助制度，

确保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行使

诉讼权利，维护合法权益。依法对当事

人减交、免交、缓交诉讼费人民币９０５２
万元。对符合规定的１４名刑事案件被
告人及时指定辩护人，依法保护被告人

依法获得辩护的权利。实行民事案件

繁简分流，实行“简案快审，难案精审”。

５月，区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全
国小额速裁试点单位，到年底共审结小

额速裁案件７２９件，简易民事案件的审
判周期缩短到１７８天。组建法官法律
宣讲团，选择典型案例，深入街镇、企

业、学校，进行巡回宣讲和法律咨询。

与宝钢等大型企业建立信息通报制度，

帮助企业完善制度，预防和减少盗窃犯

罪。建立杨行镇东街村平安建设联系

点，全国巾帼文明岗审判监督庭与罗泾

镇潘桥村实行“岗村结对”，共同推进平

安建设。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向各类市

场主体发送司法建议书 ６份。加强人
民法庭建设，发挥人民法庭工作优势，

就近解决矛盾纠纷，淞南人民法庭共受

理民事案件１３２２件，审结１３２２件。月
浦人民法庭建成并投入使用，方便宝山

北部地区当事人诉讼。召开调研、信

息、法宣工作会议，推进调研、信息和法

宣工作。有３篇课题被高院采纳，编发
每日信息 ２４１期，刊发各类宣传报道
４７９篇。做好网络舆情应对和法院微博
工作，增强法治宣传工作效果。开展

“小金库”清理工作，严格执行财经纪

律，按照规定办理支出，提高财务工作

的规范性。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

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并轨推

进上海法院“公正廉洁为民、服务创新

发展”主题教育活动。以“增强感情、改

进作风、提高能力”为重点，组织开展群

众观点大讨论活动，召开“我把群众放

在心上”事迹报告会，由干警代表交流

在落实群众观点方面的体会和做法。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学习、再教育

活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

为契机，从“理想信念、氛围营造、岗位

建功”三个层面，开展加强光荣传统教

育，组织清明祭扫烈士陵园、参观“二

大”会址、参观宝山发展新貌、干警集体

宣誓，召开“坚定信念、永葆本色，做党

的事业的忠诚捍卫者”、“根植理想、奋

发有为，做党的事业的年轻接班人”、

“敢于担当、勇做表率，做党的事业的模

范引领人”３个座谈会和“忠诚、信念、
党旗———激情燃烧的岁月”庆祝建党９０
周年文艺汇演等教育活动。组织开展

“奋力冲刺提质效、均衡结案创佳绩”办

案竞赛活动，确保案件审判、执行工作

良性运转。对新进人员进行岗前培训

和立案信访窗口轮岗锻炼，感受人民群

众的司法需求，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

力。开展审判辅助文员等级首次评定

工作，探索审判辅助文员的分类管理。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部署，开展

“四个一百”（一百名办案标兵、一百个

精品案例、一百篇优秀裁判文书、一百

个示范庭审）评选活动，共有４篇案例、
５件案件庭审和 ６篇裁判文书入选，６
人被评为上海法院标兵能手。总结审

判经验，组织编写《忠诚》一书，反映法

院工作成效。坚持在春节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议，总结

和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发挥廉政监察员作用，

开展警示教育。落实全国政法工作会

议提出的“四个一律”（接受当事人及

其委托律师吃请、娱乐、财物的，一律停

止执行职务；利用职权插手案件办理影

响公正执法、滥用职权侵犯当事人合法

权益的，一律调离执法岗位；徇私枉法、

贪赃枉法的，一律清除出政法队伍；构

成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

求，贯彻最高人民法院“五个严禁”（严

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的请

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

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

９４２



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

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和上

海法院执行“五个严禁”５０条细化意
见，确保司法公正廉洁。做好人大代表

联络工作，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

听案件庭审 １８人次，向区人大常委会
作民事执行工作专题报告。办理并答

复各级人大交办、督办案件 ９１件。区
法院获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文明
单位、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法制
宣传教育先进集体、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学
习型机关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区法

院审判监督庭获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巾帼文
明岗，区法院执行庭、立案庭、法警大队

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法院系统集体嘉奖。

区法院开庭审理“染色馒头”案件 摄影／鲜　奕

■刑事审判　全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４９１件，比上年增加１２７８％。在受理
的案件中，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

案件２１４件，比上年增加４３９％，其中，
强奸罪和非法拘禁罪案件分别为２０件
和 ２９ 件，分 别 减 少 ２０００％ 和

１２１２％；故意伤害罪和猥亵儿童罪案
件分别为 １４９件和 ５件，分别增加
２０１６％和４００００％。侵犯财产罪案件
６２６件，比上年增加 １４８６％，其中，盗
窃罪、抢劫罪、挪用资金罪、敲诈勒索罪

和故意毁坏财物罪案件分别为４３３件、
８４件、８件、１９件和 ８件，分别增加
２１６３％、１６６７％、１００００％、５５６％和
３００００％。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件
４５２件，比上年增加 ２６２６％，其中，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伪造、变

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妨害公务罪、

寻衅滋事罪和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案件分别为４９件、１４件、１６件、６１件、
３６件、１５９件 和 ２７件，分 别 增 加
２２６６７％、２７２７％、７７７８％、５６４１％、
６３６３％、１３５７％和８００％。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件１０９件，比上
年减少３５４％，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制

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和抵扣

税款发票罪案件分别为１件、２件、４件
和２件，分别减少 ８０００％、３３３３％、
５５５６％和 ８３３３％。危害公共安全罪
案件７８件，比上年减少 ７１４％，其中，
放火罪和交通肇事罪案件分别为 １件
和 ６１ 件，分 别 减 少 ５０００％ 和

１４０８％，没有重大责任事故罪案件。
贪污、贿赂罪案件 １０件，比上年减少
３７５％，其中贪污罪案件 １件，与上年
持平；受贿罪和行贿罪案件分别为８件
和１件，分别减少３３３３％和５０００％；
没有挪用公款罪案件。连同上年存案

审结１４９１件，比上年增加１２７０％。判
决生效１４９８件２３６２人，分别比上年增
加１０９６％和 ２３６０％，其中，判处 １０
年以上有期徒刑９９人，３年以上１０年
以下有期徒刑３１５人，３年以下有期徒
刑８２３人，拘役、缓刑、管制１１１２人，单
处附加刑９人，免予刑事处罚４人。保
持对严重暴力和侵财犯罪、严重危害社

会公共秩序犯罪、毒品犯罪、侵犯知识

产权犯罪等的高压态势。正确把握危

险驾驶罪等新类型案件的审判，审结危

险驾驶罪案件 ６件。被告人沈某无故
殴打“１１６”路公交车驾驶员，被依法以

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３年６个月；
审理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染色馒头”

案件，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叶某某等３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９年至５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６５
万元至２０万元；审理“血水圣灵”新类
型邪教案件，判处被告人何某某等３名
被告人有期徒刑 ４年至 ２年。与区政
法机关协调配合，处理集装箱卡车司机

聚众闹事案件和８５名上海申石运输公
司员工盗油案件。审结贪污、受贿等职

务犯罪案件１５件。推进量刑规范化工
作，依法对罪行较轻、适用缓刑不致再

危害社会的 ７４７名被告人宣告缓刑。
做好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保护被

害人合法权益，被害人共获赔偿款人民

币７３６８万元。落实涉及审判工作的
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措施，加强对缓刑人

员的监督和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

至年末，未审结案件 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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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９９件，比上年增加
５５９％。受理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
２１５９件，比上年减少 １１０％，其中，婚
姻家庭纠纷案件１９３４件，减少２５２％，
包括离婚纠纷和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

案件分别为 １６０７件和 ６５件，抚养、扶
养关系纠纷、抚育、扶养费纠纷和赡养

纠纷案件分别为６２件、８４件和 ２１件，
解除收养关系纠纷、分家析产纠纷和探

视子女权纠纷案件分别为４件、６０件和
１５件，其他纠纷案件１６件；继承纠纷案
件２２５件，增加１３０７％，包括法定继承
纠纷和遗嘱继承纠纷案件分别为 １８４
件和 ３０件。受理合同纠纷案件 ６３４３
件，比上年增加１８６％，其中，买卖合同
纠纷、房地产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分别为 １０６９件、３０８件、１５０件、６０３
件 和 １５２０件，分 别 增 加 ９７５％、
２８０２５％、４１７％、２５５％和 ６０３４％；
借款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劳动争

议合同纠纷、电信合同纠纷和其他合同

纠纷案件分别为 ９１３件、１１９件、２７０
件、２５６件 和 １１３５件，分 别 减 少
２０４％、５５６％、６３５１％、４９５１％ 和
４３８％。受理权属、侵权纠纷案件４１９７
件，比上年增加 １６０４％，其中，股东权
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道路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特殊侵权纠纷和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分别为１３６件、３１３２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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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３０５２件、５０件和 ３４件，分别增加
１７７５５％、２６３９％、３３５１％、８５１９％
和１７２４％；财产权属纠纷、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相邻关系纠纷和票据追索权纠

纷案件分别为１７６件、２５９件７０件和５
件，分别减少３４８１％、４９９０％、４１１％
和７５００％。在受理的案件中，包含申
请公示催告、诉前财产保全、认定行为

能力、撤销监护人资格、宣告死亡等适

用特别程序案件 １０４件，比上年减少
３７０％。连同上年存案审结 １２７０８
件，结案标的金额 １８２３亿元。与区
劳动仲裁部门配合，化解徐某等 １１名
原告诉被告上海安信牡丹江置地有限

公司及杨行公金保洁绿化养护服务社

劳动合同纠纷，避免群体性诉讼的发

生。加强大额标的民商事案件的诉讼

管理，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 １８４８件。
关注限购限贷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

响，正确适用物权法，审结各类房地产

案件１８９１件。加强法律指导和服务，
及时解决租赁纠纷，帮助杨行镇按时

完成违法使用土地复耕工作。审理上

海喜洋洋家居装饰商城有限公司与上

海九百超市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避免群体性矛盾的发生。审结原

告庙行镇场北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上

海俊立钢结构件有限公司土地租赁合

同纠纷、原告上海弘山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与被告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保障区经济适

用房基地建设和原步云胶鞋厂区域整

治工作。对６９８件案件采取财产保全
措施，保全到位金额人民币 ５２亿元，
使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至年末，未审结案件 １０４７件，比上年
减少０８５％。

■行政审判　全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５９件，比上年增加５３６％。其中，劳动
和社会保障类、公安类和城建类案件分

别为７件、１５件和１７件，分别比上年减
少２２２２％、６２５％和１０５３％；安全类
案件为１件，与上年持平；工商类、环保
类案件均为 ２件，均比上年增加 ２件。
连同上年存案审结 ５８件，比上年增加
３５７％，其中维持行政机关决定、驳回
起诉和驳回诉讼请求案件分别为 １０
件、５件和１７件，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决
定案件１件，以协调和解方式结案原告
主动撤诉案件１８件，移送案件１件，另
有６件案件裁定不予受理。依法审查、
执行非诉行政决定１４０件，化解动拆迁

矛盾２５件。向区政府发送《２０１０年度
行政诉讼案件审理情况分析》，向行政

机关发送“行政首长出庭建议函”，倡导

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巩固行政协调和

解工作经验，试行“协调化解建议函”，

案件协调和解率达到 ３１０３％。至年
末，未 审 结 案 件 ５件，比 上 年 增
加２５００％。

■案件执行　全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５６１８件，比上年增加 １７６％。其中刑
事类案件１１７件，比上年减少５１６５％；
民事类案件５３７２件，增加５４６％；行政
非诉类案件 １２２件，减少 ３１７％；仲裁
类案件６件，减少８８６８％；公证债权文
书类案件 １件，减少 ８３３３％。连同上
年 存 案 执 结 ５６２３件，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８３％，执结标的金额为人民币 ７９７
亿元。执行方式为被执行人自动履行、

和解案件分别为２８６８件、７３６件，分别
比上年增加 ２８４４％、７４５％；强制执
行、终结执行和其他方式案件分别为

１０７８件、９件 和 ９３２件，分 别 减 少
２００３％、６４００％和 ２４２９％。开展创
建“无执行积案法院”活动，集中清理执

行积案，化解执行信访矛盾。开展以

“清积案、反规避、护民生”为主题的专

项执行活动。加强劳动报酬、赡养费等

与公民基本生活相关案件的专项执行，

执行到位率保持 ９０％以上。依法保护
军队合法权益，化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宁波房地产管理处申请执行上海温

鲜海鲜有限公司、上海东方国贸客货运

输实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执行

上海宝山绿色生态置业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陆某某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

案件，保障顾村公园建设和上海宝山樱

花节成功举办。加强执行风险评估和

控制，执结上海海利利来集装箱储运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巨野县兴旺集装箱货

运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保障高

境镇经济适用房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

至年末，未执结各类执行案件 ５０５件，
比上年减少０９８％。

■审判监督　全年受理申诉案件 １４
件，比上年增加２７２７％。其中，刑事类
案件 ６件，占 ４２８６％；民事类案件 ８
件，占５７１４％。连同上年存案审结申
诉案件１４件，比上年增加２７２７％。其
中，驳回申请案件 ２件，区法院决定再
审案件１件。至年末，没有存案。全年
受理再审案件４件，其中刑事案件（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１件、民
事案件３件（包括所有权及与所有权
相关权利纠纷案件 ２件和人身权纠纷
案件１件）。连同上年存案审结再审
案件７件，包括 ２件刑事案件和 ５件
民事案件。至年末，未审结案件 １件。
规范审判管理，加强对审判质量效率

指标的分析，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制

定实施《关于进一步规范诉讼文书制

作与质量管理专项活动实施计划》，举

办“诉讼文书制作”专题讲座，提高诉

讼文书制作水平。坚持以内部案件质

量检查为重点，运用多种载体，注重检

查成果转化。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

督，加强协调与配合，共同做好当事人

的服判息诉工作。

■信访工作　全年审查立案２００２５件，
接待当事人来访５４２人次，处理当事人
来信和网上信访２１４６件。在推进立案
窗口规范化建设的同时，做好初信初访

工作。落实院、庭长信访接待制度，倾

听群众呼声，预防和减少涉诉矛盾。探

索立案调解工作，化解江杨北路市场租

赁纠纷和万科琥珀郡园群体性矛盾。

集中清理涉诉信访积案，化解涉诉信访

矛盾，完成信访积案清理和集中化解进

京访工作。

■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
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市高级人
民法院部署，区法院全年开展“发扬传

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

活动，对照检查在解决公正司法保障机

制、法院党建工作、群众观念和司法作

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发现的问题提

出整改方案，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和水平。做好学习规划指导，组织

引导干警采取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

结合的方式，深入做好上级法院安排的

４个课题研讨。结合本职工作，引导全
体干警积极实践司法核心价值观，增强

干警的群众观念、大局意识。利用局域

网平台、走廊墙壁、电梯间 ＬＥＤ显示屏
等平台，围绕学习实践主题，制作形式

多样的宣传内容，做好学习实践主题的

宣传教育工作。做好在主题活动中涌

现出的先进群体、典型人物的宣传工

作，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营

造学习典型氛围。

■开展创建“无执行积案法院”活动　
２０１０年下半年至 ２０１１年初，根据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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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统一部署，区法院开展创建“无

执行积案法院”活动。在法定执行期限

内，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全部执结，

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在穷尽执行措

施后按有关规定全部退出执行程序，无

执行积压案件，执限内执结率达到

１００％；完善财产调查、民生案件绿色通
道、恢复执行审查、异地案件集中管理

等制度。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区法院被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授予上海法院第一批

“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称号。

■开展“清积案、反规避、护民生”主
题专项执行活动　２０１１年，区法院对
可能存在规避执行的案件进行集中清

理，依法对２５名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
采取司法拘留措施。关注民生，执结

涉民生案件５９７件。分析当事人规避
执行的规律和方式，收集剖析反规避

执行典型案例，强化典型案例的指导

作用，打击通过多个账户转移财产规

避执行、以不作为的方式规避执行、利

用诉讼方式等规避执行行为。注重开

展新闻媒体宣传造势，营造舆论氛围，

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多种方式，加

大对反规避执行活动的宣传力度，对

拒不履行的“老赖”在新闻媒体上予以

曝光，发布正反典型案例，扩大声势，

营造氛围，展示法院严厉打击规避执

行的决心。年内通过电视媒体宣传 ５
个案例，通过新闻报刊宣传 ５个案例，
通过网络直播宣传１个案例。

■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　３月４日，

区法院组织“政协委员看法院”活动。

区法院介绍司法公开情况，应邀政协委

员参观审判法庭、查阅档案接待窗口，

并向法院反馈心得体会，提供意见和建

议。４月８日，组织特邀监督员参加法
院“公众开放日”活动，向参与活动的特

邀监督员介绍司法公开情况，报告２０１１
年法院工作要点及监督员工作安排。

特邀监督员参观立案接待大厅、审判法

庭、中央监控室及新审判大楼工地等，

了解和熟悉法院审判工作流程以及司

法公开措施。８月２３日，区法院组织杨
行镇东街村中小学生参加“公众开放

日”活动，学生们参观立案接待大厅、审

判法庭，并走上审判台，敲响法槌，在法

官指导下进行模拟庭审，体验法院审理

案件过程。 （周园园）

表１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法院系统精品案例（宝山）

审　判　组　织 案　号 案　件　名　称

王　力 （２０１０）宝民三（民）初字第１１２６号 邱某等诉某经纪事务所等居间合同纠纷案

苏光华、罗有敏、王文菁 （２００９）宝民二（商）初字第１５４３号 某建设公司诉方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韦　杨、周　皓、周月霞 （２０１１）宝刑初字第３９０号 吴某、伍某盗窃案

陈剑红、武顺华、俞红莲 （２０１１）宝行初字第１９号 朱某不服某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处罚案

表２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法院系统优秀裁判文书（宝山）

审　判　组　织 案　号 案　件　名　称

周　皓、项群军、周月霞 （２０１０）宝刑初字第１１６３号 某商贸公司等合同诈骗案

董　翠、张　凯、俞施民 （２０１０）宝刑初字第５５９号 曹某、张某合同诈骗案

王　骏、张秉娴、朱志磊 （２０１０）宝民一（民）初字第５６５７号 陆某诉乔某离婚纠纷案

谢连明、俞翔海、陈　然 （２００９）宝民二（商）初字第１１１９号 某实业公司诉某投资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

施海涛、赵　晨、易苏苏 （２０１０）宝行初字第２号 朱某诉某镇人民政府请求履行法定职责案

孙晓红、葛宝琴、吴　靓 （２０１０）宝民一（民）再初字第２号 周某等诉某运输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表３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法院系统示范庭审（宝山）

审　判　组　织 案　号 案　件　名　称

周　皓、项群军、周月霞 （２０１０）宝刑初字第１２９６号 王某抢劫、合同诈骗案

陆士忠、陈蓓蓉、郭凤英 （２０１１）宝民一（民）初字第３５７７号 金某诉某工程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金　猷、葛璐萍、郭凤英 （２０１１）宝民一（民）初字第１０９号 许某诉施某民间借贷纠纷案

姜玉芳、郎文艳、郭凤英 （２０１０）宝民一（民）初字第２３５４号 某电子商务公司诉某外资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俞翔海、王经珍、童士伟 （２０１１）宝民二（商）初字第１０８号 某储运公司诉某发展股份公司保管合同纠纷案

（周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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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４日，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林立做客“东方网”与网民交流社区检察室工作
区检察院／提供

检察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检察院围绕“社会矛
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

项重点工作，开展“三基三抓”（围绕基

层、基础、基本功抓质量、抓规范、抓管

理）工作，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

强化高素质检察队伍建设，依法履行各项

检察职责。年内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

逮捕案件１１８７件１７４３人，分别比上年上
升 ５％和 ９１％，依法批准逮捕 １１２２件
１６３５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
件１６３２件、２６５４人，分别上升１２９％和
２２４％，依法提起公诉１５３８件２４６１人。
受理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线索８０件，立
案侦查２１件２４人，均为大案；介入重大
安全责任事故调查３７起；开展预防调查
１７３次，形成重点调查报告５份。在刑事
诉讼活动监督中，追捕到案４７人，追诉到
案６２人；按照二审程序依法提出抗诉４
件４人，建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１件１人。
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活动监督中，对监

管场所进行安全防范检察９２次；审查监
狱、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材料５０９份，依法对其中２４份不符合
条件的材料提出检察意见，均被采纳。在

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中，受理民事、

行政申诉件９６件，提请抗诉４件，均获上
级院支持。全年共受理群众举报申诉控

告等来信３２２件，接待群众来访７１１批
１１５３人，其中检察长接待１８批９１人。社
区检察室至公安派出所开展检察监督

１１３次。成功办理“染色馒头”、“１１６路
女司机被殴案”等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

件，运用检察情况反映和检察建议载体，

向相关部门建言献策，实现执法办案“三

个效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

果）的统一。年内，区检察院被评为区考

核优秀单位，全院６个部门和６２人次分
别受到高检院、市院和区委等有关部门的

表彰奖励。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年内加大查办
和预防职务犯罪力度，把查办大要案、损

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作为工作重

点，发挥预防工作在服务大局、保障民生

和促进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在房产

调控新政出台后，深入调查，形成预防调

查报告，主动预判房产交易环节可能存

在的职务犯罪隐患。全年受理贪污贿赂

等犯罪案件线索８０件，初查５９件，查结
５９件；立案侦查２１件２４人，均为大案。

受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２２件，初查
２０件，立案２件；介入安全生产事故调
查３７起。预防调查１７３次，形成重点调
查报告 ５份；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２０２０次；向机关、企事业单位发放《来自
检察官建言》３５００余册。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年内与
公安、法院等部门密切配合，打击各类严

重刑事犯罪，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

策，严格逮捕条件，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

捕，对３４人（其中未成年人３人）作出相
对不捕决定，比上年上升 ４７８％；坚持
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对１１人（其中未成
年人２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上升
１２０％。适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
制办案３８件３８人。

■社会矛盾化解和综合治理　重视群众
来信来访，年内受理各类群众举报、申

诉、控告等来信 ３２２件，比上年下降
６４％；接待群众来访７１１批１１５３人，上
升１６％和 ２０％；检察长接待 １８批 ９１
人。深化“全脱岗、沉到底”模式，安排

青年干部至街镇居委会、信访接待工作

窗口等基层一线岗位锻炼，增强青年干

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社区检察室与社

区矫正对象谈话４２人次，接待群众法律
咨询４９批５８人次。针对执法办案中发
现的薄弱环节和治安问题，制发检察建

议４４份。探索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新途径，在依托街道、学校、民营企

业开展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工作的基础

上，在宝钢发展有限公司、宝谊环卫服务

公司设立“未成年人成长之家”，为涉罪

未成年人就学就业、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开展法律监督　规范监督措施，维护司
法公正和法律依法实施。全年共追捕到

案４７人，比上年下降３２９％；追诉到案
６２人，上升３４８％。提起抗诉４件４人，
提请抗诉１件１人。对监管场所进行安
全防范检察９２次；受理在押人员控告、申
诉１８件；审查监狱、看守所呈报的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材料５０９份，并对其
中２４份不符合条件的材料提出检察意
见，均被采纳；派员出席减刑案件庭审５
次。受理民事、行政申诉件９６件，提请抗
诉４件，均获上级院支抗；受理执行案件
申诉７件、调解案件申诉３件；开展立案
监督１件；办理民事督促起诉案件４件；
促成检察和解８件，息诉８８件。

■检察调研与宣传　年内召开检委会
１４次，讨论疑难复杂案件２６件，审议检
察建议书３份，审议检察业务制度等 ４
项。编发检察调研３１篇、编发《青年检
察官论坛》７期，被《政治与法律》、《中国
刑事法》等刊物采用１１篇次，在国家、市
级调研评比中获奖３篇。被各级报刊杂
志采用宣传稿１０６篇次，制作电视新闻、
专题片５９部（条），利用网络发布宣传稿
３２０篇次。编发各类情况信息、统计分
析１０７期，获上级录用 １２６篇次，获市
委、市院领导批示１１次。院领导班子贯
彻“一线工作法”，到区财政、海关、宝钢

等机关、国有企业开展法制讲座，参与自

侦办案，现场指挥案件突破，参与重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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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案件的办理和办案指导；组织开展

《检察业绩考核评价机制的现状及完善

研究》、《深化我院检察文化建设的路径

和措施研究》等６项课题调研；通过《东
方网》、新闻等媒体宣传检察工作，参与

控申集闹访接待，妥善化解疑难信访。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１日，区检察院召开“举报宣传周”人大代表通报会 区检察院／提供

■检务公开　年内与市、区两级人大代
表联系，定期编发《人大代表专刊》，向

１５名市人大代表通报检察工作情况。
通过“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干警家属、媒体

记者参加，听取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

意见建议。在推进“三基三抓”（围绕基

层、基础、基本功抓质量、抓规范、抓管

理）工作过程中，走访区人大、政协、政法

委、公安分局、法院、司法局、看守所、部

分律师事务所、自侦案件案发单位，听取

社会各界对检察人员执法规范化方面的

意见建议。首次以通报会的形式，向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员通报检

察院“举报宣传周”等检察工作的开展

情况，听取评估意见。健全人民监督员

制度，邀请人民监督员对２件拟撤案的
自侦案件以及３件拟相对不诉的自侦案
件进行监督评议。注重利用互联网等新

兴媒体收集涉检舆情、社情民意，多元

化、常态性地征求群众意见。发挥社区

检察室深入基层一线，贴近人民群众的

优势，通过发放检民联系卡、聘请检察联

络员、开通检察微博、参与信访接待等形

式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沟通。

■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５月１２日，

区检察院以“走进未检”为主题举行“检

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区人大、政协、政法

委、团区委、青保办、青少年事务社工站、

社区群众代表及媒体记者共２０余人参
观。区检察院介绍未检工作的工作理

念、工作模式及未检工作特色，并听取对

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９月 ６日，以
“１１６路女公交司机被殴案”庭审为主题
举行“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

表、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检察室

联络员、公诉干部家属及媒体记者共３０
余人参加。通过旁听庭审、播放纪录片、

座谈交流等形式，区检察院介绍公诉工

作的职责及区检察院公诉工作特色，并

听取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

■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　６月２７日至
７月１日，以“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促
进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为主题，区检察

院开展“全国检察机关第十三届举报宣

传周”活动。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到院参加活动，通报近年

来区检察院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的情

况；借助区检察院子网站、微博等渠道，发

布“举报宣传周”信息；到区工商局开展

预防与查办渎职侵权犯罪专题讲座，发放

预防执法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的宣传

册；召开公检联席会议，通报检察机关查

办发生在食品监管、行政执法等民生领域

渎职侵权案件的工作情况；指派反渎局干

警参与旁听区信访办集中信访接待，在听

取群众信访诉求，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

宣传举报知识，收集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

案件线索。 （陈怡怡）

司法行政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司法行政工作围绕
“社会更加和谐”目标，以“推进社会矛

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

三项重点工作为抓手，强化维稳责任意

识、跨前服务意识与创先争优意识，全力

履行司法行政职能。组织开展“争当人

民调解能手”主题活动，参与信访代理工

作；控制“高危群体”重新犯罪，强化管

理办法创新，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

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发挥法律服务专业优势，启动区政府

法律顾问工作室筹备工作；落实法律援

助政府责任，积极为困难群众提供同质

化法律服务；启动“六五”普法教育，编

制区“六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

■法律服务　围绕基本形成与现代化滨
江新区建设相适应的法律服务业发展格

局的目标，落实律师参与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建设等相关文件，拓展律师为民服

务平台、服务经济平台、参政议政平台；

全年律师参与区内重大信访化解案件

１７件、参与区街镇领导信访接待６０６次；
律师进社区开展义务法律服务活动６４４
次，为 ６００余家企业转型升级、自主创
新、节能减排等提供法律咨询、诉讼、合

同审核、法律风险分析与防范等服务，代

理诉讼案件２９１１件，受到当事人赠送锦
旗和来信表扬６次。为大型市政建设项
目、动拆迁工程提供公证服务，开展“公

证服务进社区”活动，开通公证服务微

博，办理公证１０６３７件，出证效率在全市
公证行业名列前茅，回访满意率达

到１００％。

■开展“公证服务进社区”活动　公证
服务主动向百姓靠拢，为社区居民服务，

宝山公证处与各司法所结对举办公证知

识普及讲座，特别针对遗嘱、继承、财产

约定、赠与等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开展

现场法律咨询，全年共举办讲座８场，法
律咨询１０余次，受益群众６００余人次。
落实为行动不便群众上门办理公证服务

承诺，全年上门办证１００余次，受到群众
好评。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区法律援助中心
履行政府责任，在网络建设上，成立道路

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法律援助工作站和残

疾人法律救助站，法律援助站（点）在社

区实现全覆盖；在便民措施上，在巩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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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为老百姓提供２４小时法律服务制
度和１０项便民措施的基础上，对行动不
便的特殊群体实行预约上门服务制度，

对突发事件的援助案件实行先行援助制

度；在服务质量上，组建法律援助律师

团，由律师坐堂解答群众来电来访法律

咨询和承办矛盾纠纷大、社会敏感性强、

政府关注度高的法律援助案件；在宣传

上，“１２３４８”小分队定期深入社区开展法
律宣传咨询服务。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

件５８３件；解答来访来电法律咨询５１８２
人次，承办区信访办等部门转办的案件

８６件，参与化解群体性纠纷４件。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以启动“六五”普
法为着力点，全面总结“五五”普法工作

经验和工作成效，宣传“五五”普法先进

典型和先进事迹。围绕现代化滨江新区

建设的法治需求，认真编制区“六五”法

制宣传教育规划。推进法律“六进”活动

（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单位），结合宪法宣传周等主

题组织开展各类普法活动８６次，宝山电
视台、广播电台、宝山报、宝山门户网站等

区媒介全部开设普法专栏，全区被评为全

国“民主法治村”３家（罗店镇天平村、顾
村镇羌家村、月浦镇沈巷村），市级“民主

法治村”５７个，市级“民主法治小区”１３０
个，市级“守法经营示范企业”４个。

■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１１月 ２８
日～１２月 ４日，开展“宪法宣传周”活

动。通过举办宝山区处级领导干部网上

学法测试、宝山区“五五”普法工作回眸

板面巡展、开展百名律师“送法到基层”

法律服务志愿日、“服务进城务工人员，

促进稳定和谐”专题讲座、“社区矫正对

象预防重新犯罪”专题法制教育等活动，

营造法治宣传氛围。宪法宣传周共吸引

４０００余人次参与各类普法活动，发放各
类法制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

■人民调解　落实市政府关于推进医患
纠纷人民调解的工作要求，参与信访代

理工作，建立有街镇和村居专职人民调

解员承担信访代理工作的机制。组织开

展“争当人民调解能手”主题活动，全区

４４９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全部实现初任培
训和持证上岗，有１３个人民调解委员会
获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有

１个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获上海市优
秀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称号，有８名
人民调解员获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员称

号，有８名人民调解员获上海市人民调
解能手称号，有２０名人民调解员获宝山
区人民调解能手称号。巩固和完善“大

调解”联动联调联防工作机制，发挥人民

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全区人民调解组

织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１２０３２件，比上年
上升７６％，其中，办理区职能部门委托
调解的案件和纠纷２７６５件，涉案总值近
２亿元；处理“１１０”报警纠纷 ７６９２件。
《解放日报》３月３１日头版以《政府聘请
“老娘舅”化解社会纠纷》为题报道区

“大调解”工作经验。

■开展“争当人民调解能手”主题活动
　组织动员全区人民调解员学习贯彻
《人民调解法》，以品德作风好、化解纠

纷好、排查矛盾好、信访代理好、带头作

用好为标准评选“人民调解能手”，调动

调解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排

查化解各类民间矛盾纠纷，提高化解矛

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主题活动共评选

出８名上海市人民调解能手，２０名宝山
区人民调解能手。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坚持把预防和
减少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重新

违法犯罪作为工作的首要标准，启动对

社区服刑人员运用电子设备实时定位的

试点工作，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

教人员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探索有效帮

扶方法，建立解决“高危群体”入户难、

就业难的过渡性集体户口基地和就业基

地，并在街镇实现全覆盖。推进刑释解

教人员需求导向性帮教模式试点工作，

以政策为主导，引导鼓励刑释解教人员

就业的帮扶模式受到市矫正办肯定。完

善信息平台管理，市、区、街镇信息平台

实现联网并与监所信息平台实现有效衔

接，完成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

重犯信息比对排查工作。全区４５４名社
区服刑人员、２６６３名５年内刑释解教人
员中，安置就业率达到 ９６８％，重犯率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程晓）

表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司法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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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６８４１５５ ５６５０７６７４

顾村司法所 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５６０４４００３ ６６０４２０６８

庙行司法所 长江西路２７００号 ５６４７０６３３ ５６４０３８６８

高境司法所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１９ ５６１４５４６４

杨行司法所 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３６０２０４２２ ５６８０１９５４

淞南司法所 淞南路３１２号 ６６１５２９７６ ３６１４０４１１

月浦司法所 月浦四村６号 ５６６４９５５２ ５６６４９５５２

罗店司法所 市一路２５９号 ５６８６７３８５ ５６８６５３７９

罗泾司法所 飞达路８５号 ６６８７６８１５ ６６８７６８０５

友谊路司法所 友谊路１９７弄１２号 ５６７８７７０５ ５６７８７７０５

吴淞司法所 淞滨路３８５号 ５６６７５２９１ ５６８４４７０４

张庙司法所 呼玛路８００号 ５６７５０９１２ ５６７６６８６９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庙行镇法律服务所 三泉路１３４８号 ５６４０５４７３

月浦镇法律服务所 月浦四村６号 ５６６４９５５１

吴淞街道法律服务所 淞滨路３８５号 ５６８４２２６１

（程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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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与社会安全
■编辑　李宝利

２０１１年２月９日，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彭水根少将与区领导共商军民融合发展事宜 区武装部／提供

人民武装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人武部围绕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高标准“窗口”部

队建设，以“八位一体”（联合指挥、侦察

情报、地面防空、海岸防卫、重要目标协

防、地面战场管制、综合保障、信息支撑）

体系作战能力建设为牵引，以思想作风

建设为抓手，推进民兵预备役后备力量

建设。结合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开展“坚
定理想信念、忠实履行使命”主题教育，

以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打

牢民兵预备役人员高举旗帜、听党指挥、

履行使命的思想根基，被解放军报社、中

国国防报社、中国民兵杂志社评为“２０１１
年度国防刊授教育最佳奖”。全区共组

织年度民兵训练、集训和演练活动 ２１
期，参训１９８２人次，累计完成训练时间
１９８天。组织街镇民兵应急排分７个批
次，轮流在区民兵训练基地集中训练备

勤，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明显提高。５
月，宝山民兵双２５高炮连在江苏射阳实
兵实弹演练考核中，刷新上海民兵双２５
高炮实弹射击记录，被上海警备区评为

“射击考核达标单位和射击竞赛优胜单

位”、“后勤保障先进单位”。通过新建、

调整、撤销，优化民兵队伍结构，完成民

兵预备役整组任务。按照“军队提需求、

国动委搞协调、政府抓落实”的要求，落

实国防动员工作。指导国防动员８个办
公室调整充实人员，修订完善应急动员

方案，开展动员潜力调查和统计工作，搞

好预备役军官登记审查工作。开展“第

十一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全区１２
个街镇在繁华地段、居民聚集区设点宣

传国防教育。做好征兵工作，超额完成

兵员征集任务，被上海市评为“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注重抓

经常、打基础，落实安全常识教育、安全

形势分析、安全隐患排查等制度，突出

人、车、枪、弹、密等重点，落实安全责任，

依靠制度管人、管钱、管物，全年安全无

事故，区人武部部长胡晓春被上海警备

区评为“安全工作先进个人”。按照“八

位一体”体系作战能力建设部队，完成武

器库搬迁、防空兵实弹战术演练、作战指

挥信息化建设、新训练基地现场观摩展

示、“城防 －２０１１”演习和群体性事件应
急演练等任务，形成“作战指挥信息化建

设、民兵军事训练、后勤保障和环境建

设、荣誉室、训练基地建设”等五大特色。

年内，区人武部被上海警备区评为“高标

准‘窗口’部队建设先进单位”；区人武

部军事科被授予“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

■加强党管武装　宝山区委坚持党委常
委会议军制度，落实国动委联席会议和

武委会制度，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

和军事日活动，坚持现场办公、重大节假

日走访慰问、听取军事工作汇报和述职

报告制度。为贯彻《民兵政治工作规

定》（中办发〔２０１１〕４号），按照中央、市

委相关文件和２０１１年市党管武装工作
会议精神要求，着眼新形势、新使命、新

任务的需要，加强党对人民武装工作的

领导，推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５月 ５
日，制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武装

工作的意见》，提出“强化党管武装的意

识，规范党管武装的内容，健全完善党管

武装制度、健全党管武装考评体系和加

强人武干部队伍建设”等５个方面的意
见。年底，对１２个街镇党管武装工作进
行考评。

■国防后备力量整组　按照“使命牵引、
聚焦力量、统筹建设、精干管用”的原则

和“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

要求，在保持原有基本力量规模的基础

上，突出重点任务分队建设，新建民兵海

防营、重要目标防卫分队、医疗救援分队

和区域防控分队，调整应急防化连。在

每个街镇编组民兵应急排。各街镇按照

编组任务进行调查摸底，按编制要求落

实分队人员，完成后备力量整组任务。

７５２



民兵队伍中，退伍军人占民兵总数的

２５１％；除部分退伍军人编入现役部队、
预备役部队外，基干民兵队伍中退伍军

人占２３％。区人武组织对１２个街镇的
整组情况进行检查和点验，民兵分队到

点率 １００％。３月，区双 ２５高炮连（８５
人）参加上海警备区组织的“人装结合”

全员全装点验检查，并在第一防空群的

编成内，进行装备操作和射击程序演示。

■兵役工作　按照“规范工作程序，确保
兵员质量”的工作指导方针，落实征兵工

作的有关规定，开展兵役工作。（１）兵
役执法检查。３、４月，采取自查与检查
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区１２个街镇进行兵
役执法检查，共发放自查报告２０７３份，
回收１８８６份，回收率９１％；上海市征兵
办和区征兵办对 ５个街镇进行抽查。
（２）兵役登记。全区符合兵役登记条件
的人数为１８２３８人，实际登记人数１７５０８
人，登记率 ９６％。（３）征集兵员。全区
共组织应征青年上站体检８２０人（男性
７５３人、女性６７人），合格３６４人，合格率
４４４％。通过对３６４名预征对象进行联
审、政审，合格 ３１６人，合格率 ８６８％。
经走访调查和吸食毒品、艾滋病项目检

测，完成征集任务数 ２９７人（男兵 ２８１
人、女兵１６人）。其中，农业户口２５人，
占征集任务数的 ８４％；大专以上学历
１７３人（在校大学生１４９人、高校应届毕
业生２４人），占征集任务数的 ５８２％；
高中（含中专、技校、职高）学历１２４人，
占征集任务数的４１８％；党（团）员２３１
人，占所征兵员的７７８％。同时，完成４
名士官的征集任务。

■区人武部军事科被授予“全国民兵工
作先进单位”　１２月，在全国民兵工作
会议上，区人武部军事科被国家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

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授予“全国民

兵工作先进单位”。区人武部军事科按

照“急用先建，重点优先”的原则，提高

民兵建设的标准质量，采取对口编组、拓

展编组、就近编组的方法，编实编强民兵

队伍；协调区政府投资建设功能齐全的

民兵训练基地，拓展训练保障功能，实现

基地化训练。聘请优秀复退官兵担任专

职民兵训练教员，独立承训防空、防化、

应急处突等训练课目；提高训练应用技

能、指挥协同和应急行动能力；组织民兵

完成急难险重任务，锻炼队伍应急应战

能力，完成奥运安保、世博安保、军警民

联防等任务，受到上海市和上海警备区

表彰。

■区民兵训练基地被列入高标准“窗
口”部队建设观摩点　区委、区政府按照
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的标准，投资约

１３７亿元，建成集民兵军事训练、武器
装备保管存放和全民国防教育为一体的

综合性民兵训练场所。５月，区人武部
科学筹划，严密组织，安全顺利完成民兵

训练基地搬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加大

管理力度，民兵训练地使用和武器管理

正常运转。１１月２３日，上海警备区召开
高标准“窗口”部队建设现场观摩会，区

民兵训练基地作为观摩点之一，接受上

海警备区首长、机关处（室）领导和师、

旅、团以及人武部主官１２０余人的现场
观摩。上海警备区首长称宝山民兵基地

建得好，用得好，管得好。区民兵训练基

地占地４４７公顷，建筑面积约２万平方
米，主要功能区分地上和地下两大部分：

地上以训练、教学、生活和重装备保管为

主，地下部分以靶场和轻武器、弹药保管

为主。训练基地设施完备、功能齐全，不

仅能满足民兵训练和各类培训的需要，

也提高民兵训练和武器装备管理科学

化、正规化水平。

■军民共建　宝山驻区部队采用“创新
理论互学、军地文化互进、服务保障互

助、建设发展互援、和谐平安互建”，开展

“百连万兵进社区”、“百连百区”军民共

建社会主义文明活动、“军徽映夕阳”等

活动，共同抓好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塘后路、水产路、场中路等部队出租

房的整治。宝山区在全国“双拥模范

城”评比中获“六连冠”。

驻军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域内有陆海空三
军、武警、边防、消防部队，分别驻扎在沿

江、沿海及内陆地区；有军用机场１个，
军用港口１个，以及靶场、码头、电台、雷
达站、军用仓库等军事设施。驻区陆、

海、空军、武警部队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围绕完

成多样化任务，全力做好军事演练、战备

巡逻等各项任务。

■拥政爱民　年内，驻区部队官兵在完
成各项军事任务的同时，贯彻落实军地

融合式发展要求，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

为父母，为宝山滨江新区建设作贡献。

（１）支持地方社会经济建设。在创建平
安宝山的工作中，驻区部队共出动兵力

２８６７６人次，出动车辆２６１４台次，支持地
方重大活动或建设项目，参加抢险救灾

２４７次，抢救遇险群众１２６人次，抢救各
类物资 １２０８８吨，挽回经济损失 ３１１７
万元。（２）参与精神文明建设。驻区部
队参加创建文明城区、文明行业、文明街

镇、文明社区等军地共建活动，共派出军

训教官１３７６人次，军训学生 １１６４７６人
次。利用军营、飞机、舰艇等装备，协助

地方开展国防教育，海军上海博览馆及

各驻区部队开展国防教育和军营一日等

活动，累计接待２２万人次；武警边防教
导大队、９１１５０部队、９１８６０部队等单位，
每月派出官兵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受益

群众２６万人。（３）开展“三同”和“军
徽映夕阳”活动。驻区部队长期开展

“扶贫帮困献爱心”活动，协助地方政府

开展扶贫、助学、关爱老人活动，全年向

困难群众捐款７６２万余元，向困难群众
捐物 ２１２３件，与 １４０余名困难学生结
对，累计资助金额３０５万余元；开展“军
徽映夕阳”活动，陆军预备役高炮师、武

警七支队、预备役高炮１团、武警上海市
边防总队教导大队、９１１５０部队、武警宝
山消防支队等部队，坚持与１７个敬老院
和２７８名社区困难老人结对，累计赠送
慰问品１５万余元。（４）组织“军营文化
进社区”活动。上海警备区文工团、海军

上海保障基地文工团举行上海双拥艺术

团“军营文化进社区”专场文艺慰问演

出和上海双拥艺术团“十一”广场文艺

演出。同时，发动驻区部队文艺小分队

利用春节、八一等重大节日和军民共建

联谊联欢的时机，开展军营文化进社区

活动，累计演出 ８０余场，观众达 ３４５２０
余人次。 （方春雷　袁少贵　李长明）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围绕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四个

更”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

会矛盾，开展严打整治，推进平安建设；

围绕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的突

出问题，推进平安建设十项实事，开展

“两个排查”（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

整治治安混乱地区）活动，集中整治“城

中村”等治安复杂区域，重点打击无证无

照食品加工场（经营点）、“地沟油”、非

法加油站等违法行为，共整治无证无照

经营场所３００７家。加强安全生产、交通
管理、消防管理以及隐蔽战线斗争、反邪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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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禁毒人民战争等工作。年内，全区刑

案总量比上年下降０７％，“１１０”报警总
量下降４１％；信访总量下降４８％，生
产安全死亡事故下降３８１％；公众安全
感指数为８５６６，列全市第７位，提升２
位。年内，宝山区被上海市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委员会授予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平
安城区”称号，区综治委被评为“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优秀单位”，庙行镇获“上海市平安

示范社区”，友谊、杨行、月浦、高境、顾

村、罗店、吴淞、罗泾、淞南、张庙等１０个
街镇获“上海市平安社区”。尹有良被

评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综治工
作先进工作者”。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探索用群众工
作统揽信访工作，坚持领导干部接访下

访、包案化解疑难信访问题等制度，协调

信访矛盾化解和督办。推进案件评查和

积案清理两项涉法涉诉信访重点工作，

完成市确定的年底前化解目标。推进重

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设，规

范信访工作秩序，加强群体性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妥善处置“４·２０”集卡司机
聚集等群体性事件。落实市维稳办工作

部署，开展规模达９００人的应急处置示
范演练。深化“大调解”工作，实施医患

纠纷、交通事故等矛盾纠纷化解委托人

民调解联动制度，街镇全面推行矛盾纠

纷“四个统一”（统一受理、统一分流、统

一协调、统一督办）联调机制，村（居）委

全面落实矛盾纠纷“排查预警、信访代

理、纠纷疏导”联防机制。

■创新社会管理　聚焦社会管理难点、
热点问题，推进“一街（镇）一村（居）”社

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在优化社区

服务、夯实管理基础、形成工作合力、推

动组团式服务等方面，探索社会管理新

机制。年内，围绕社会治安和市容环境

两大重点，在顾村、友谊路２个街镇开展
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试点工作，推进

“三联”（社会管理联合、联动、联勤）机

制建设。在顾村镇星星村探索开展社区

化管理，建立“社区管理工作委员会”，

让包括来沪人员在内的地区居民群众融

入参与到社区管理工作中。加强来沪人

员服务管理工作，开展来沪人员综合调

控工作专题调研，落实“抄告制度”，凝

聚工作合力，健全发现和处置机制，以解

决社会管理中“看得到的管不着、管得着

的看不到”等问题。开展上海市户籍

“人户分离”人员居住地管理试点工作，

推进实有人口信息质量管理专项行动，

确保实有房屋登记信息准确率达到

１００％、实有人口信息登记准确率达
到９５％。

■深化群防群治　以完善“五联”（社会
治安联防、矛盾纠纷联调、突出问题联

治、重点人员联管、基层平安联创）机制

为重点，强化街镇综治工作中心和村

（居）委“六位一体”（综治室、警务室、治

保会、人民调解会、社区保安队、来沪人

员管理服务站）综治警务室规范化建设，

注重以工作推动联动、以制度保证联动、

以典型带动联动、以督查促进联动，提高

社会管理效能。推进“红袖章”工程、

“看家网”和“治安中心户”建设及“三

必”（陌生人必问，可疑人必查，来访者

必带）工作法，完善基层群防群治网络，

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开展

“平安宝山”季度竞赛、“六无”（无“八

类”刑事案件、新发现吸毒人员和邪教非

法活动，无越级集访和非正常上访，无房

屋租赁“群租”现象，无无证照食品生产

加工点、餐饮店和废旧金属收购站，无安

全伤亡事故；无新的违法建筑产生）平安

村（居）委以及“无刑案村（居）委”创建

等活动，落实“控刑案，促平安”工作督

导和区综治委成员单位基层联系点等制

度，促进基层的平安建设。

■加强基层综治社保队伍建设　开展群
防群治，以“抓队伍、促业务、夯基础、重

整治”为重点，协调、参与、推进综治各项

重点工作落实，维护社会稳定。７月，举
办综治社保队长、业务骨干培训班，在队

伍建设、重点工作、社保职责等方面理清

思路，明确要求。通过专题培训、以会代

训等形式，对队员进行业务轮训。完善

岗位职责、工作纪律、考评方案、队伍分

析和巡查履职等５项制度，制定《宝山区
综治社保工作制度汇编》，明确工作目

标、任务和职责，落实工作责任。坚持以

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召开每季一次例

会，交流、讲评工作、分析队伍状况、部署

相关工作，做到工作部署有落实，推进情

况有讲评，队伍运作有制度。注重发挥

考核的导向作用，健全压力传导机制，调

动基层工作积极性。将区开展的“红袖

章”工程建设、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整治等

重点工作纳入年度考核。举办“服务世

游、奉献世游”平安志愿者轮训班，着重

向志愿者们讲解安全防范、社区巡防、重

点人、重点区域（部位）管控等方面知

识，提高“红袖章”队伍的履职能力，发

挥志愿者在社会面防控中的作用。参与

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整治，加大社区及周

边场所的巡察力度，防止整治后出现的

反弹和回潮现象，巩固整治成果。

■开展政法综治宣传活动　开展群众喜
闻乐见的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将“平安建

设人人参与，平安成果人人共享”的理念

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上海法治

报》、《宝山报》、宝山电视台、宝山区政

府门户网站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扩大

宣传声势和效果。顾村、杨行、大场、友

谊、月浦、罗店等街镇（园区），组织居

（村）委干部和群众开展文艺演出、黑板

报评比等活动。各街镇（园区）动员和

组织司法社工设点咨询，发挥社工专业

化、社会化优势，扩大司法社工在社会的

影响，提高群众对预防犯罪工作的知晓

率。落实市委政法委和《上海法治报》

联合主办的“创新管理，安全上海———上

海政法系统社会管理创新基层行”活动

要求，会同相关街镇和《上海法治报》记

者，深入基层挖掘整理友谊路街道宝林

七村“落实人防技防联防，连续３０个月
无刑案”、海滨派出所“民情日记”工作

法、大场镇信访办着力化解群众矛盾纠

纷等素材，９月９日《上海法治报》以《三
道治安防线　一本民情日记———宝山区
“创新社会管理”见闻》为题专版刊登。

成功处置一系列重大案（事）件的涉警

舆情，并对少数媒体曝光的负面新闻进

行及时有效引导，最大限度地消除负面

影响。区维稳办拍摄反映维稳工作的宣

传专题片，在区综治成员单位、各街镇

（园区）播放，扩大宣传效果。１０月中
旬，区综治办和区公安分局在１１个街镇
以“大篷车”进社区的形式，邀请上海黄

浦慈善文化艺术中心的演员通过快板、

小品、相声等群众喜爱的表演方式，再现

电信诈骗、“两抢”案件的作案过程，增

强居民群众对此类案件的作案手法的感

性的认识。

■社区戒毒（康复）　开展社区戒毒（康
复）综合干预工作，共接受责令社区戒毒

人数９４人，责令社区康复人数５５５人。
加强基层禁毒基础工作，区禁毒办会同

区委宣传部联合制定《宝山区深化全民

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区

禁毒委各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完善工

作机制。举办“‘６·２６’国际禁毒日集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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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传暨宝山区禁毒宣传进百家企业活

动启动仪式”。抓住“春运”、“６·２６国
际禁毒日”、“１２·１艾滋病防治宣传日”
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

动，组织全区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和娱乐

场所从业人员开展集中培训５次，配合
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禁毒宣传车在全区

１２个街镇巡回宣传；组织中小学生及社
区群众参观禁毒教育馆９４２５人次、参加
“上海市第六届网上禁毒知识竞赛”９８
万余人次，区禁毒办及大场镇获“优秀组

织奖”，区禁毒办在全市禁毒工作年度考

核中被评为优秀。 （龚桂标、陈伟华）

上海宝山第七届国际民间艺术节安保值勤 宝山公安分局／提供

警务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公安分局以争创上
海市优秀公安局为目标，突出“一个中

心”（严打整治）、解决“两个秩序”（治安

管理秩序、交通管理秩序）、提升“三种

能力”（社会管理创新能力、驾驭社会治

安局势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加强“四项建设”（基层基础建设、信息

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民关系

建设），完成３８批次内外宾警卫任务和
顾村公园“２０１１年上海樱花节”游园、第
十四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宝山寺开山

５００周年移地重建落成暨全堂佛像开光
庆典、第七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等重

大活动安保任务，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社会治安环

境。至年末，区户籍人口总户数３５１６４３
户，比上年增加４８３４户，增加１４％；总
户籍人口 ８９５１４２人，增加 １２２９０人，增
加１４％。疏导、化解各类不安定因素
２５３起８７３３人次。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２３９８件，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０４件，增 加
４５％，办结２２３０起，办结率 ９３０％；完
成上级部门交办信访案件２１４起，化解
率为９００％。区看守所全年收押各类
违法犯罪嫌疑人３４３５人，深挖各类线索
３０７条，查破各类案件 ２５２起，协捕 １１
人，查获“网上追逃”对象６人。区拘留
所全年收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３４３２
人，深挖各类线索１６条，查破各类案件
１０起，协捕１０人，查获“网上追逃”对象
９人。２０１１年，宝山公众安全感指数为
８５６６，满意度指数为８７７２，分别比上年
增加０８２和减少１４６，位列全市第七位
和第六位。全区万人“１１０”报警率为
１８５６７，比上年增加２１２；万人发案率为
４３６６２，比上年减少 １３４５。年内有 ７６
个集体和８１０名个人被记功嘉奖，友谊
路派出所民警王柏强被公安部追授“二

级英模”称号，宝山分局被评为上海市优

秀公安局。

■刑事案件侦破　坚持“严打”高压态
势，按照“什么犯罪突出就打击什么犯

罪”的工作思路，组织打击多发性侵财犯

罪、突出刑事犯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组织开展“２０１１春季攻势”、“亮剑”、
“天网”、“清网”等系列专项行动，打击

破案绩效名列全市前茅。全年侦破各类

刑事案件２３６４起，破案率３２３％，分别
比上年减少８１％、７５％。侦破“八类”
案件 ２２８起、破案率 ５４２％，其中侦破
“八类”案件中杀人案 １３起、破案率
９２９％；侦破“两抢”案件１５２起、破案率
５６１％；侦破盗窃案件 １２８２起、破案率
２７２％；侦破毒品案件 ９３起、破案率

９６９％，缴获毒品４１１８１千克，毒资２７５
万余元；侦破“四黑四害”类刑事案件４９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１６８人，查处黑
窝点、黑市场等２７１个。侦破恶势力犯
罪团伙专案８起，查处恶势力犯罪团伙
１１５个，抓获团伙犯罪嫌疑人员５０３人；
侦破各类经济犯罪案件２６８起，破案率
６８２％，挽回经济损失１５８亿余元。全
年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４９７５人，
抓获“网上追逃”对象６８９人，分别比上
年增加２９７％、２４８％。

■社会治安管理　严密社会治安动态管
控，落实社会面治安防控长效工作机制，

健全社区防控网建设，建立“宝剑”系列

集中整治专项工作机制，重点整治治安

“乱点”、“治安顽症”和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全年查处各类治安案件

５３８６１起，查处违法人员４２０８人，行政拘
留 ３４１３人，分别比上年减少 ２１５％、
９５％、１１２％，其中查处“黄、赌、毒”案
件５３１３起，查处“黄、赌、毒”违法人员
２３８１人次，行政拘留１７６０人，强制戒毒
３０２人，社区戒毒 ９４人；查处“黄、赌、
毒”违法场所７１家，收缴各类赌博游戏
机１５３７台，没收赌资７９５万余元；收缴
各类非法枪支１８０支，子弹９５发，管制
刀具２２５把。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废旧金
属收购站（点）１３５家，行政处罚违法经
营ＫＴＶ等场所 ７家。检查剧毒化学品
从业单位４１５家次，放射性同位素从业
单位１８０家次，提出整改意见４２条。

■公安行政管理　全年共审批（核）户
口材料３７８４份，签发各类户口证件９２００
张；受理群众申领、换领、补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 ３４９４０张，制发临时身份证
１０７１０张，更改上海市身份证重号２２人。
登记来沪人员总数８１１４２２人，比上年增
加３１％；办理《居住证》总数 ６０９０５０
张，比上年减少８６％，其中临时居住证
５３９６５６张。受理各类出国（境）材料申
报３９７５６份，境外人员申报临时住宿登
记７１８８７人次（含港、澳、台、华侨人员），
分别比上年增加 ４９７％、减少 ３５７％；
侦破偷越国（边）境案件１０起，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员１４人，分别增加１５００％、
１３３３％；查处境外人员违章住宿案件
３４５起、“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
居留、非法就业）１１６起（其中非法入境
案件２起、非法居留案件７７起、非法就
业案件３７起），分别减少９２％、１０１％。
办理法定不准出境人员２０４０人次。办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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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海市养犬许可证》２３９１１张，比上
年增加８８０９张，增加５８３％，其中控养
犬２０６３３张、农村犬 ３２７８张，分别增加
８８１％、减少１４７％。捕捉无证犬３５１５
条，比上年减少３３１％。培训物业保安
人员 １２批 ９３７人，派驻保安队员 ４３１
人，培训学校、企业内部保安人员 ７批
６７０人。

开展治安整治行动 宝山公安分局／提供

■公安队伍建设　加强思想引领工作，
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

党史知识竞赛、“唱红歌”网络大赛等系

列活动。完善规范管理机制，做好中层

领导干部换届聘任、履职考评和年度民

警岗位“双聘”工作。以警员职务套改

为契机，建立警员职务序列，套改警长

９２２人。做好非领导职务晋升工作，推
行非领导职务晋升积分制，晋升非领导

职务副处级１２人、主任科员５４人、副主
任科员１１５人。文职人员通过技能等级
培训 ３６人。成立民警“民主决策评议
团”，开通公安内网“滨江警园”论坛，开

展“三我”（我站岗、我发现、我建议）活

动，开展“岗位之星”、“身边的优秀民

警”等评选活动。加强纪律作风建设，贯

彻执行公安部“五条禁令”，全年民警违

纪率１５４‰。落实各项从优待警措施，
组织全体民警到无锡（或杭州）体检疗

养。为 ４９９名民警发放困难补助金
４２０６万元，为 １５３人发放助学帮困金
１１５９万元。加强培训考核工作，开展
即学即用式技能短训１００场次，参训民
警３０００人次；组织警衔培训（积分制）１８
期３６２人。推进警营文化建设，举办宝
山分局第六届运动会。年内有７６个集
体和８１０名个人被记功嘉奖，友谊路派
出所民警王柏强被公安部追授“二级英

模”称号，分局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公安

局。投入６８７万元，完成大华新村派出
所、祁连派出所、杨行派出所、水上治安

派出所、顾村派出所、码头治安派出所、

双城派出所及交警六、七中队办公用房

修缮改建；投入４２０万元，实施看守所、
拘留所监区二期大修工程。启动区公安

交通管理服务中心新建、友谊路派出所

新建、月新派出所新建、庙行派出所迁建

工程。

■交通安全管理　疏堵结合，提升交通
管理效能，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

和分组治理，持续开展“四类车”（助力

车、电动三轮车、残疾车、外省市号牌二

轮摩托车）违法、“黑车”非法营运、“三

超一疲劳”（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

驶）专项整治。全年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４１万余起；查处“四类车”违法
２９５０２起，暂扣移交１２８５１辆；查获被盗
车辆１８辆，暂扣机动车 ２２１０２辆、非机
动车４５０１辆、驾驶证 ９５１本，吊销驾驶
证７０本，收缴假证４０３本；查处行人和
乘车人交通违法４２３１６起，行政拘留３０２
人。抓获“网上追逃”对象１９人。新增
机动车泊位６９７个。路政审批（各类住
宅、道路等公建项目）９６件；复划标线
６４５２公里，横道线８７４２５平方米；增设
各类交通标志８７块，新增、改建路口信
号灯２５个。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
通行证》８３８张，办理“三超”（超长、超
宽、超高）许可证３２９６张，办理占、掘路
施工交通安全意见书５２５张。发放校车
标牌６２张、交通安全宣传资料 ４万余
份。全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上报）１５６
起，其中死亡事故９９起，死亡１０３人，伤
９６人，直接经济损失８４６５万元，分别比
上 年 减 少 １７５％、１６８％、１３４％、
１１１％和增加６４５％。年内完成交通保
卫任务１７１次。

■开展“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
动”　５月２６日至１２月１５日，区公安分
局按照公安部和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开

展“网上追逃”专项督察“清网行动”。

“清网行动”坚持“有逃必抓”原则，采取

集中追逃、包案追逃、信息追逃等方法，

组成４５个追逃小组，投入警力１２００余
人次、经费３００万元，分赴国内３０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开展追逃行动。共清理

到案“网上追逃”对象 ５７０人，清网率

８３３％。其中，抓获公安部 Ｂ级通缉令
“网上追逃”对象１人、公安部“清网办”
督办“网上追逃”对象 １人、市级督捕
“网上追逃”对象９人、杀人案“网上追
逃”对象１４人（其中逃亡６年以上杀人
案“网上追逃”对象１０人）、潜逃１５年且
漂白身份“网上追逃”对象 １人，规劝
“网上追逃”对象投案自首２９７人。行动
中，分局有１１家集体和２３名个人立功
嘉奖，为协助单位和举报群众发放奖励

资金１９万余元。

■顾村星星村试行社区化管理新模式　
２月，区公安分局在来沪人员集中、治安
情况复杂的顾村镇星星村试行社区化管

理新模式。（１）建立社区管理工作委员
会（以下简称社区工委），让来沪人员参

与社区管理。由群众选举产生委员 ２３
人，其中来沪人员 １０人、当地村民 １３
人。在２３名“社区工委”中选出３名来
沪人员、６名当地村民组成“社区工委”
常务委员会，制定《例会制度》、《研商制

度》、《议事规则》和《星星村社区自治公

约》。（２）成立沈行社区管理服务中心。
整合村内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资源，搭建

综合治安“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设置

证件办理、纠纷调解、信息登记、政策咨询

等接待服务窗口。建立社区警务站、医

疗计生卫生站、室外电影院，承担地区社

会服务管理、组织协调、调度流转和人口

管理、行政事务、社会保障、司法救助、医

疗卫生“一站式”公共服务。（３）抓好社
区治安综合治理。顾村派出所会同村委

会、“社区工委”，将人口管理、场所管理

作为突破口，组建３５人组成的专职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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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１１０”警营开放活动 宝山公安分局／提供

保安队伍，在４个出入口建造岗亭、配置
升降栏杆。安装“ＳＳＩＳ智能化识别系
统”，对区域内所有入住人员实行“电子

身份证”进出，实施封闭式管理。通过试

点，提高来沪人员居住登记办证率，

“１１０”报警数比上年减少 ３００％，各类
案（事）件减少６２０％，社区治安秩序和
社会环境、村宅环境明显改善。

■开展“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　３月，
区公安分局推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以

促进警民沟通、提升服务水平为目标，开

展“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分局党委

成员组成“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领导

小组，定期召开会议，交流情况，研究问

题，制定工作措施；组织１３０名机关干部
深入基层，每月下社区走访、接待群众，

征求、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活动共征

求各类意见、建议１０１１条，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１３４６起，为民服务４３６８余人次，
收到群众表扬信５６０封，锦旗５３面。

■开展“百名机关干部进社区”走访活
动　年初，区公安分局以“开门评警”活
动为契机，以 ２９１个社区警务室（工作
点）为平台，组织１３０名机关干部深入基
层，开展接待活动。每人定点联系一个

居（村）委，每月在警务室（工作点）内接

待群众来访，协助居（村）委会调解纠

纷，召开警情通报会，开展法制教育和防

范宣传。全年有 １５００人次深入辖区警
务室开展活动，共接待群众１６００人次，
受理治安案件 ３起，调解矛盾纠纷 １０
起，收集各类民情民意２３０条。

■开设公安微博　３月，区公安分局以
“大走访”开门评警为契机，创新便民服

务载体，发挥微博“快速”、“互动”特点，

将其引入日常警务工作，开设“上海宝山

交警”、“上海宝山治安警察”、友谊路派

出所、月浦派出所官方微博４个和实名
认证的民警个人微博３个。制定公安微
博建设与管理工作暂行规定，建立公安

微博开设、审核发布、日常维护、舆情处

置、信息报送等工作制度。通过微博，及

时回应网民咨询求助、发布治安防范提

示、澄清不实网络舆论、答复网民疑问，

推进警务公开、警民互动工作发展。其

中，“上海宝山交警”微博将电视剧《宫》

的主题曲改编成“醉驾入刑”《宫》版宣

传片，提示公众珍爱生命、远离酒驾；“上

海宝山治安警察”微博以“愤怒小鸟”漫

画形式开展系列治安防范宣传。在顾村

公园“樱花节”游园、清明扫墓等大型活

动中，发布周边道路交通状况、行车路

线、停车场指南等信息，并进行实时路况

播报，为群众出行提供便利。公安微博

发挥形象塑造、沟通纳谏、服务群众、凝

聚民力和舆论引导作用，受到网民欢迎。

年内，累计发布博文２０００余条，被市局
转发微博工作动态２２篇、报道微博动态
４１次，被中央、市、区级媒体报道互动案
例３５次。收到网民提供的意见、建议
３２０条，“粉丝”总量达１３６万余人。

■开展户籍人员居住地服务和管理试点
　１月，区公安分局在大场、庙行镇开展
户籍人员居住地服务和管理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分三步，第一步，完成居住地信

息登记和认证。在试点镇社区事务受理

中心设立居住地信息登记受理窗口，汇

总相关政策，制作宣传资料，规范办理流

程，编写培训教材，组织社区综合协管

员、居村委干部业务培训。第二步，调整

配套政策。汇总分析登记认证前后人口

数据，制定配套措施和方案。第三步，形

成业务规范和制度文本，提交相关部门，

由分局人口办和区各职能部门及试点镇

政府组织实施。

■建设高清卡口信息化系统　区公安分
局加强信息化建设，在原“１２分屏”图像
监控运作模式基础上，新建高清卡口视

频监控图像信息化综合应用系统。一期

工程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动工，２０１１年４月
系统投入运行，投入资金 １２８２２万元，
安装摄像机２１４台、车辆检测器１３０台、
光端机９１对，接入电子警察设备８４套，
覆盖全区 ２８个重要路段 １４９个断面、
６１３根车道和２１个派出所辖区。系统运
用数字摄像、计算机、通信、网络、数字存

储、统计分析、检索查询、数据交换等高

新技术，集视频数据采集、接入、传输和

交换、分级管理和布控、信息综合应用等

功能于一体，以电子地图方式集中展示

图像信息，具有 ＧＩＳ地图、实时监控、案
件管理、历史回放、查询统计等功能，为

交通管理、治安防控、侦查破案等公安业

务提供信息化服务。系统每天记录上传

通过卡口的车辆数据１３００余万条，非机
动车、行人信息４５万余条，图像捕获率
１００％，车牌识别率超过９５％。至年末，
通过高清卡口系统为业务部门侦查破案

提供服务８５０次，破获刑事案件１１１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１１８人。

■通过“三联”工作法推动“全警消防”
　３月，区公安分局根据市公安局“全警
消防”工作要求，以“三联”（联勤、联动、

联防）工作为抓手，全面落实消防分级监

督管理职责，推进“全警消防”工作。联

勤，即整合内部警力资源，建立由分局机

关各职能部门参与的联勤工作机制，落

实职责、例会、督查、考核、培训、联络员

和抄告制度，形成“全警”抓消防监督管

理的长效机制。联动，即建立全警种排

查发现火灾隐患工作机制。明确治安支

队在对辖区行业场所实施日常治安检查

的同时，进行消防安全监督检查；交警支

队加强对民用运输及入沪道口的爆炸物

品、烟花爆竹、易燃易爆车辆管理、消防

安全宣传；人口办在开展“两个实有”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管理工作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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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人员密集场所、来沪人员聚居地消

防安全检查和宣传；网安支队在日常业

务工作检查中，关注“网吧”消防安全。

各联勤单位将消防安全问题及时抄告消

防部门和属地派出所。联防，即派出所

警务责任区负责“网格化”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最小网格，各派出所组织社保队

员、社区综合协管员和街道（镇）综治协

管员，协助民警对辖区列管单位开展消

防安全检查。通过“三联”工作法，发现

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或违法行为２０６９９
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５２９９份，发放
法律文书８２１份，责令“三停”（停止施
工、停止生产、停止营业）单位１３４家，罚
款３２２４５万元，行政拘留１４７人。

■开展“三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７
月，区公安分局尊重民警的主体地位与

创造能力，坚持问计于警，开展“三我”

（我站岗、我发现、我建议）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至年底，共收到基层民警建议

８６６条，分局、市局落实采纳建议４３５条。
通过“三我”活动，增强民警守土有责意

识、主动靠前意识和问题管理意识，激发

队伍和民警的内在活力。

■建立吴淞八棉地块行业自治平台　吴
淞派出所辖区原上棉八厂转制后，闲置

厂房以商铺、“三小场所”、规模性租赁

房等形式出租营业。４月，吴淞派出所
针对该地区出现的治安管理新问题，在

街道支持下，组建“吴淞八棉地块治安防

范联合会”（简称“联合会”），通过此平

台，引导行业自律、自治。“联合会”在

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由街道

党工委领导任会长，地区２家规模较大
企业负责人任副会长，其他２９家成员单
位为会员单位，在派出所常设办公室，具

体负责“联合会”的日常协调和运作。

各成员单位与“联合会”签订治安联防

合作（共治）协议，制订群防群治联防网

络章程，共同参与解决矛盾纠纷和问题。

“联合会”每月召开例会１次，定期组织
管理、保安人员培训，年底开展“千人百

企评机关”、政风行风测评等活动。“联

合会”的成立改变了原由公安机关独家

管理的工作模式，调动警企合作共建和

谐社会的积极性。年内共组织开展５次
警企联动，收集会员单位向公安机关提

供线索６５条，解决治安问题３７个。上
棉八厂地块治安、刑事、纠纷案件分别比

上年减少 ３１４％、５００％、４４７％，辖区
内偷盗企业、“三车”（助动车、自行车、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以及打架斗殴等

案件减少 ２００％，治安环境明显改善，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高，信访投诉

为零。

■友谊路派出所建立“民意警务”工作
机制　友谊路派出所践行“民意导向、服
务为先”理念，建立以民意为导向的民意

收集、吸纳、转化、反哺警务工作机制。

拓宽走访收集民意渠道，组织开展“民意

警务直通车”活动，听取群众治安管理意

见和建议；改“所长热线”为“警务民生

热线”，请群众填写《民意警务意向表》；

定期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警风警纪

监督员、企事业单位领导，利用微博、社

区论坛、网上工作站等媒介，收集社会各

界对警方的意见和建议；利用社保队员、

综治协管员、街面信息员、安全感满意度

测评员等社会力量，采集、了解和掌握治

安热点、民生焦点、整治难点等问题；建

立民意信息汇总、分类、吸纳、流动工作

流程。派出所依托友谊路街道社会管理

“大联动”指挥调度平台，以民意流转单

形式，将收集信息汇总，区分为警务信息

和非警务信息两类，警务信息纳入派出

所响应处置流程，非警务信息依托街道

“大联动”平台流转相应职能部门；对警

务信息划分为一、二、三级，相应警务响

应时间分为近期、中期、长期，近期响应

时间为“即知即改”，由责任区警长负

责，中期响应时间为“规划整改”，由分

管所领导负责，长期响应时间为适时“综

合整治”，由所长负责落实。所有工作均

有相关书面记录和工作台账，并以“一案

一会”、“民意警务反馈通报会”等形式

通报警方工作情况。至年末，共收集群

众意见建议６０条，据此侦破“４·１９”盗
窃油罐车油料专案，查处治安案件７起，
解决户籍问题９起，解决道路车辆乱停
放问题４起，提供法律援助８起，解决居
民纠纷１０起；收到居民锦旗４７面，感谢
信２６封。

■开展“假日阳光警务”活动　通河新村
派出所将日常警务活动与社区群众生活

相结合，拓宽警民沟通渠道，搭建“假日

阳光警务”活动平台，成立受理回访、信

息采集、防范宣传、治安巡逻、民意测评５
个小组，建立错时工作制度，坚持所领导

每周日带领５个小组民警进社区，开展社
区警务和爱民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受理

群众对刑事案件、户口申报、民警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开展“两个实有”（实有人

口、实有房屋）信息采集，核对来沪人员

信息，举办安全防范讲座，建立民警社保

队员、物业保安、平安志愿者联合治安巡

逻制度，组织民警、居委干部每月测评民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至年末，通河新村派

出所组织“假日阳光警务”活动１７次，出
动警力６８０人次，举办“东方讲坛”防范
宣传讲座２次，参加群众６３４０人次；采集
社情民意４５条、治安管理类信息５４０条；
侦破盗窃“三车”案件３１起，查处作案人
员２３人；处置化解民间矛盾纠纷５１起，
为居民办实事１７０余件。“１１０”报警类案
件比上年减少５８％，入室盗窃案件接报
数减少６９％，信访总量减少１０６％。通
河新村派出所收到群众赠送锦旗１２面、
表扬信１３封。

■开展“假日蓝盾”活动　淞南派出所
以公安部“大走访”开门评警为契机，创

新社会管理工作思路，推行“假日蓝盾”

工作模式。坚持每周日上午由所领导带

队，深入居民小区开展安全防范宣传、上

门回访、采集实有人口信息、开展治安巡

逻、落实防盗措施、开展外部测评。至年

末，淞南派出所开展活动４０次，出动警
力６００人次，接待咨询群众 ３０００人次，
发放安全防范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余份，采集
人房信息６００条，采集社情民意３００余
条，治安管理类信息５００余条，走访慰问
地区困难家庭２０５户，落实防盗小工程
９７处，接受群众评议２０００余次；侦破入
室盗窃案件２起，查处作案人员２人；侦
破盗窃三车案件 ４起，查处作案人员 ６
人；处置化解民间矛盾纠纷１６２起，为居
民办实事２００件。“１１０”报警类案件比
上 年 减 少 １５６％，信 访 总 量 减 少
３６３％。淞南派出所收到群众锦旗 ３
面、表扬信６封。

■举办公安宝山分局第六届运动会　６
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２９日，区公安分局举办
第六届运动会。运动会以“快乐工作、幸

福生活”为主题，设广播操、足球、篮球、

拔河、乒乓球、羽毛球、警务射击等１５个
比赛项目，分局４４家集体计２８０４人次
报名参加比赛，有４５个集体和１００人次
获奖。

■友谊路派出所民警王柏强在执行
“１１０”处警任务中牺牲　７月１日凌晨，
友谊路派出所民警王柏强在执行“１１０”
处警任务过程中，因连续工作、劳累过

度，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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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５２岁。王柏强于１９８８年１月参加
公安工作，从警以来，一直工作在公安基

层第一线，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受嘉奖４
次，被分局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３次。王
柏强牺牲后，上海电视台、《人民公安

报》、《新闻晨报》、《新闻晚报》、新民网、

凤凰网等媒体纷纷报道他的感人事迹，广

大居民群众称赞他是“平安卫士”、“夜间

守护神”。７月１６日，公安部追授王柏强
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称号。

■侦破“７·１４”杀人碎尸案　７月 １４
日，区公安分局接“１１０”报警，称在长江
西路长临路口发现装有人体尸块的垃圾

袋。分局成立专案组侦查，在路口旁绿

化带、段浦河边绿化带和河道内发现 ５
包装有人体组织的黑色塑料袋。在市局

相关部门及闸北、虹口分局的协助下，８
月２０日，抓获暂住峨嵋路的犯罪嫌疑人
郑伟（曾用名：郑小国，男，５１岁，上海市
人）。郑伟交代因前妻饶某产后突发精

神疾病，为“甩包袱”，遂杀害前妻并碎

尸、抛尸。该案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１１年度
“刑警８０３破案奖”评比中获“金奖”。

■侦破“４·１９”盗窃油罐车油料案　３
月下旬，区公安分局友谊路派出所获悉：

在Ｇ１５０１同济路高架盘古路停车带，有
一专门盗油团伙与上海“申石”运输有

限公司驾驶员、押运员勾结，盗窃油罐车

内汽（柴）油，即成立专案组侦查。在市

局刑侦总队等有关部门的协助下，５月
３１日，抓获犯罪嫌疑人陈建明（男，５２
岁，上海市人）、周中刚（男，３５岁，河南
省邓州市人）、周中阳（男，３２岁，河南省
邓州市人）等 ８５人，查获运赃车辆 １３
辆，缴获被盗燃油８００余升及大量储油
桶、自制输油管、铅封等物。自 ２０１０年
下半年以来，上海申石运输有限公司多

名员工与盗油团伙勾结，在运输汽（柴）

油过程中，剪断油罐车出油口钢制封条，

盗取油罐内汽（柴）油贩卖牟利。该案

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１１年度“刑警８０３破案
奖”评比中获“银奖”。

■侦破“１１·２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区公安分局接报，在水
产西路檀香湾小区经常有布料一类的快

递包裹送进取出，有制假销售嫌疑，即成

立专案组侦查。在市经侦总队等部门及

汕头市公安局的协助下，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２３日，在水产西路檀香湾小区 ４９号抓
获犯罪嫌疑人吴郑（男，２３岁，安徽省庐
江县人）等 ３人，查获假冒鳄鱼、ＰＯＩＯ、
ＪＥＥＰ等品牌服装 １０万余件，价值 １亿
余元。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２０１１年８月
６日，犯罪嫌疑人吴红俊（男，４７岁，安徽
省庐江县人）、郑燕梅（女，４６岁，安徽省
庐江县人）和陈加川（男，３０岁，广东省
汕头市人）分别投案自首。制假服装来

源于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服装工

厂，由陈快递发往宝山区，吴、郑等人贩

假销售。该案的侦破工作在 ２０１１年度
上海经侦系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破案

精品案例”评选中获“银奖”。

■侦破“５·２６”团伙信用卡诈骗案　５
月，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获悉：有人冒用

多名持卡人拨打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

中心客服电话挂失、补办信用卡，在签收

新卡后立即激活并大肆套现，造成银行

财产损失。经立案侦查，２０１０年７月至
２０１１年 ５月，无业人员李晓东（男，２５
岁，福建省浦城县人）、黄涛（男，２３岁，
福建省浦城县人）伙同交通银行职员马

黎捷（男，２３岁，上海市人）、姬国宁（男，
２９岁，河南省新乡市人）作案，由马向姬
提供客户办卡后未激活使用的资料，姬

转交李、黄假冒客户身份向银行挂失补

办，补办的信用卡经 ＥＭＳ快递签收后，
再由李、黄透支套现，所得钱款 ４人均
分。５月 ２６日，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晓
东、黄涛；９月 １４日，抓获马黎捷、姬国
宁，涉案金额计３７万余元，追缴赃款３０
万余元。该案的侦破工作在 ２０１１年度
上海经侦系统“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破案

精品案例”评选中获“铜奖”。

■侦破“１１·１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
票案　２０１０年８月，区公安分局经侦支
队在对一起涉嫌职务侵占案的调查取证

中发现，上海恒往物流有限公司法人王

震（男，４１岁，江苏省建湖县人）等人为
客户虚开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

票，用于抵扣税款，即立案侦查。在市局

经侦总队的指导下，在相关部门及各区

（县）公安分局的协助配合下，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３０日，抓获犯罪嫌疑人王震、王建清
（男，４２岁，江苏省建湖县人）、王巧霞
（女，４３岁，江苏省建湖县人）等９人，查
处开票窝点１０家，价税合计１２亿元，
挽回国家税款１３００万余元。经深挖，抓

获团伙成员４８人。２００７年１月以来，犯
罪嫌疑人王震、王建清、王巧霞等人通过

提供虚假车辆信息及相关资料，分别在

上海宝山、青浦、奉贤、崇明等区（县）登

记成立上海恒往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凤

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等８家运输公司，
向税务机关申请获取公路、内河货物运

输业统一发票开票资格后，按开票金额

３％～５％收取费用的手法为他人虚开发
票１０００余份，开票金额近千万元。该案
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１１年度上海经侦系统
“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破案精品案例”评

选中获“铜奖”。

■查处“４·１１”生产、销售“染色馒头”
案　４月１１日晚，中央电视台曝光上海
盛禄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染色馒头”情

况，区公安分局即成立专案组，会同区质

监、工商等部门立案侦查。在有关部门

协助下，４月１２日，查处位于南大路３８０
号的生产销售“染色玉米馒头”窝点，查

获过期“玉米馒头”４８００只及“柠檬黄”、
甜蜜素、山梨酸钾等添加剂。抓获犯罪

嫌疑人叶维禄（男，４５岁，福建省闽清县
人）、徐剑明（男，４８岁，上海市人）、谢维
铣（男，４５岁，福建省闽清县人）、祝雅芳
（女，４１岁，福建省闽清县人）、罗训云
（男，３０岁，福建省闽清县人）等 １１人。
该案的查处工作在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治安
系统综合评比中被评为“十大典型案

件”之一。

■查处“６·１６”特大聚赌案　６月初，区
公安分局获悉，一温州籍赌博团伙在市

内利用高档酒店开设赌场，即立案侦查。

在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等部门协助下，６
月１６日，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邹松华
（男、３５岁、浙江省温州市人）、缪月秋
（女，４４岁，浙江省瑞安市人）、蒋忠坚
（男，３８岁，浙江省温州市人）等 ６３人，
查获赌资近１亿元。以邹、缪为首的作
案团伙，常以市内宾馆为落脚点，在上海

市水产路衡山金仓永华大酒店设立窝

点，以包“吃、住”和“高档纯赌团”模式

吸引温州籍人员来沪豪赌，赌博方式为

“温州牌九”，并以网上银行转账方式支

付赌资。邹、缪交代，案发前曾以此模式

在广州、海南、厦门等地聚赌。该案的查

处工作在２０１１年度上海治安系统综合
评比中被评为“十大优秀案件”之一。

（黄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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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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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交警支队 湄浦路３３１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人口办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消防支队 月罗路１０２号 ５６６４８１３０ ２００４３６

友谊路派出所 友谊路１９７弄１０号 ５６６９１６２１ ２０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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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水路１６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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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泉路１５０１号 ５６４１６６１０ ２００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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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１号 ５６１３１１１０ ２００４４４

双城派出所 淞宝路１１０１号 ５６１６７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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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东路１８号 ２６６４７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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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罗路３１０号 ５６９２０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１

盛桥派出所 塔源路２８８弄１号 ６６０３２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２

水上治安派出所 淞浦路６５０号 ５６６７５５７７ ２００９４０

吴淞码头治安派
出所

淞宝路２５５号 ５６５８５１０１ ２００９４０

区看守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６６８６０２１９ ２０１９０８

区拘留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６６８６０６０５ ２０１９０８

洋桥检查站 沪太路９９１２号 ５６８７０８６３ ２００９４９

宝山区保安公司 泰和路２３９弄６、７号 ５６５８２０５９
（经理室）

２００９４０

宝江保安公司 宝山区宝钢十村２３号 ６６７８９１００
（经理室）

２０１９００

（黄忠才）

消防
■概况　２０１１年，全区有１个消防战勤
保障大队和８个消防中队，消防战备车
４４辆，消火栓 ５９３２只（其中市政 ４７８０
只，居民 １１５２只），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４９２个。全年区消防支队共接警出动
５７６５次（其中火警出动１０３６次、抢险救
援出动 １９８３次、社会救助出动 ２７４６
次），出动车辆 ９８５８辆次，出动警力
８５１６３人次，抢救被困人员３０８人，疏散
被困人员４２０人，抢救财产价值１０１７４２
万元，成功处置“７·６”共康路５５５号美
奥网吧火灾、“７·８”业绩路５６８号化学
品车辆抢险救援等灭火应急救援任务，

完成国庆６２周年和纪念建党９０周年、
上海旅游节以及世游赛等消防安全保卫

任务。全年未发生群死群伤等重、特大

火灾事故，火灾形势保持持续平稳。全

年共审批行政许可项目１９７１个，发出各
类法律文书１０２８５份，其中《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８４２７份，发出《火灾原因认定
书》５８份，《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
１４０份，到期复查率 １００％，火灾原因查
结率１００％。全年共检查单位１４９３２家
次，消防行政处罚单位９５０家（人），罚款
３６６５万元。区级财政投入基本消防业

务费８４０万元、项目经费８０８万元，落实
应急救援三年装备建设经费１７６８６５万
元、打造现代公安消防铁军三年经费

１２０万元、防火墙建设三年经费 ２１０万
元、全民消防实事工程建设经费 １４０６
万元等专项经费。支队全年有１人记个
人二等功，２７人记个人三等功，８０人被
评为优秀士兵，５１人受到嘉奖；１８名合
同制队员受到表彰。在全国首届打造现

代化公安消防铁军比武竞赛活动中，支

队派出４名官兵代表市消防局参赛，其
中有１人获集体项目第１名。在市消防
局春运会竞赛中，支队被评为“优胜单

位”；在党史知识竞赛和“歌声嘹亮颂党

恩”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歌会中分别获三等
奖；在后勤岗位练兵中，支队被评为后勤

岗位练兵先进支队，后勤处被评为“优秀

后勤处”。支队实现全年安全稳定无事

故。年内，支队有７３４篇信息、１７篇论文
在公安部消防局局域网、市消防局信息

网和社会新闻媒体上刊载。“清剿火

患”战役期间，支队在中央媒体上发表宣

传信息１篇，市级新闻报刊上发表９篇，
被市级电视台媒体报道２次。

■加快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贯彻落实
《上海市消防规划（２００３～２０２０）》要求，

合理设置公共消防站、消防车道、消防通

信和城市避难空间，控制重大危险源。

杨行消防站（含支队指挥中心）完成土

地权属报告调整，开展地下清障工作，预

计在２０１３年竣工投入使用。年内完成
宝山区消防战勤保障大队建设。

■实行消防工作网格化管理　探索符合
宝山区域特色的社区、农村消防工作的

“网格化”管理模式，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建立以街镇为“大网格”，社区和行

政村为“中网格”，居民楼院、生产队、村

小组为“小网格”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在全区范围内全部建立村委消防工作站

和居委消防工作室，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逐步形成消防安全“自我管理、自我检

查、自我整改”的工作态势，夯实基层消

防工作基础，补充社会化消防工作。

■落实市府 １号实事工程和区人大 ０１
号议案　落实市政府１号实事工程，对
全区４７８个住宅小区的 １４９８栋高层住
宅和１０８４０栋多层住宅建筑开展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并组织居民楼疏散逃

生演练５７５４次。区消防支队联合区相
关职能部门，落实区人大０１号议案，制
定印发《宝山区住宅小区道路、消防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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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改善工程实施方案》，区财政投入

１７６０余万元，对７０个小区进行改造，通
过增补消火栓、拓宽道路、增设停车标志

和停车位、清理楼道堆物等，改变小区环

境面貌，加强公共安全和管理。

■开展６次鹰眼整治行动　开展贯穿全
年的鹰眼１号至鹰眼６号专项整治行动，
以寄宿制学校、养老院、地下空间、在建工

地、易燃易爆物品和“三合一”（从业人员

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等一种或几种用

途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场所）、人员

密集、宗教等场所为整治对象，累计检查

单位１７１家次，发现火灾隐患１３１处，下
发《责任整改通知书》５１份，下发《重大火
灾隐患通知书》１份，处罚单位２０家。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宝山区开展“１１·９”消防周活动 摄影／蔡　康

■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区政府
共接受区消防支队提请挂牌督办单位

２３家，主要对涉及安全出口缺少、消防
设施损坏等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进行督

办。针对杨行镇百姓敬老院存在消防设

施严重缺失等重大火灾隐患问题，区政

府协调各方资源，通过对百姓敬老院的

集中消防改造，为老年人颐享天年创造

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形成“全警消防”新模式　区公安分
局和消防支队作为消防工作的主力军，

全警动员、全员上阵，整合内部警力资

源，区公安分局１１个职能部门建立健全
并完善“全警消防”联勤联动工作制度，

形成“全警”齐抓共管消防监督管理的

长效机制。发动协管员队伍作用，全面

协助民警对辖区列管单位开展消防安全

检查，督促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整改消

除问题，初步形成“消保合一”、“消协合

一”的消防工作新模式。

■举办全民消防知识竞赛和全民消防
运动会　５月 ～９月，区消防支队组织
全民消防知识竞赛，以实现消防基础知

识“全覆盖”，共有９支参赛队３００余名
队员参赛。期间，共发放４３万份报纸
到各重点单位和社会群众手中，收到答

题卡４万余份、咨询电话 ２００余个。５
月２６日，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厅举行消
防知识竞赛决赛，由宝山电视台进行全

程录制，并向全区居民播放。９月 ２４
日，区全民消防运动会在上海大学体育

场举行，区委书记斯福民、市公安局副

局长朱伟明、市消防局局长赵子新、市

消防局总工程师顾金龙等领导出席，来

自区行业协会、义务消防队、专职消防

队、消防志愿者等９个方阵队、３００余名
运动员及群众 ２５００余人到场参赛和
观摩。

■开展消火栓整治　６月，区政府组织
区建交委、水务局、消防支队及街道负

责人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宝山区市政

消火栓建设维修保养工作实施意见》，

决定对全区４７８０只市政消火栓及１１５２
只居民社区消火栓进行全面排查，对

４００余个存在故障的消火栓进行更新维
修，并在三年内逐步完成全区１０６条路
段上５１３个市政消火栓的增建，以满足
灭火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

■成立区两级消防安全委员会　９月６

日，成立由区属各委办局、街镇、工业园

区，宝钢股份等 ４１个部门（单位）组成
的区消防安全委员会。１１月底，全区
１２个街镇成立相应的消防安全委员会。
区、街镇两级消防委健全组织机构，明

确工作章程和职责，推动落实成员单位

各方主体责任，细化成员单位的工作职

责，发挥消防安全委员会组织领导

作用。

■推进“清剿火患”战役　９月２６日，全
区开展“清剿火患”战役。１０月 １９日，
召开推进“清剿火患”战役大会，制定下

发《宝山区深化消防安全“五大”活动，

开展“清剿火患”战役工作实施意见》。

１０月２４日，区政府召开第１４３次常务会
议，全面推进“清剿火患”战役向纵深开

展。战役期间，区领导多次带队到１２个
街镇督导，区政府专门拨出１００万元作
为“清剿火患”专项奖励经费。“清剿火

患”战役开展后，全区火灾比上年同期下

降 ８３０８％，直 接 经 济 损 失 下 降
４３３８％。至年末，区各委办局、街镇、消
防支队累计检查单位３４万家，发现火
灾隐患和违法行为４８万处，下发《重大
火灾隐患通知书》２３份，下发《行政处罚
决定书》５７９份，责令“三停”（停产停业、
停止施工、停止使用）１６９家单位，临时
查封２６８家单位，罚款 １６３５４万元，行
政拘留９１人。

■开展“１１９消防宣传周”活动　１１月９
日～１５日，以宣传贯彻《全民消防安全
宣传教育纲要》为契机，开展“１１９消防
宣传周”活动，主要组织消防宣传“五

进”（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

进家庭）等活动，共组织消防参观体验活

动１６２次，发放消防宣传资料１００万份，
招募社区消防志愿者１４３８４人，组织消
防志愿服务活动２１５次。在顾村消防中
队举办“特别的关爱给特别的你”消防

互动活动，在宝山区文化馆举办“平安是

福、清剿火患”专场文艺演出２场，在各
街镇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巡展２００余场。

■市消防局战勤保障基地宝山保障大队
揭牌　１１月１８日，上海市消防局战勤保
障基地宝山保障大队揭牌仪式在宝山消

防支队大场中队举行。区委常委、区政

法委书记钟杰，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杨杰，上海市消防局副局长孙勤、后勤部

部长钱士洪等相关领导及部分官兵代表

出席仪式。 （忻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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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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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台 其中便携式
１５台

２ 打印机 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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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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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台

１１ 警报器 ８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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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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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６ 上海三邢无损检测设备厂 １

７ 第二军医大学 １

８ 华谊集团 １

民防与救灾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民防工程 ５３９
座，比上年增加２２座；建筑面积９３９８７６
平方米，使用面积 ７８０２３８平方米，人均
使用面积达到０９４１平方米，分别增加
１１８３６１平方米、９７１６７平方米、－０００８
平方米。其中，新增公用类民防工程 １
座，建筑面积 ８６７５平方米，使用面积
７１６７平方米，新增非公用类民防工程２１
座，建筑面积１０９６８６平方米，使用面积
９００００平方米。已使用民防工程２７８座，
建筑面积 ５５４６６９平方米，使用面积
４６０３７３平方米；已使用的公用类民防工
程６３座，建筑面积 ５６５０９平方米，使用
面积４８０５２平方米；已使用的非公用类
民防工程２１５座，建筑面积４９８１６０平方
米，使用面积４１２３２１平方米。有非人防
地下室１７４３座，建筑面积１９１６万平方
米。维修养护民防工程３５座，建筑面积
２７７９３平方米，使用面积２３５２２平方米。
公用类等级工程完好率达到９６％，非公
用类等级工程完好率达到 ７５％。民防
窗口参与审批项目 １３７个，建筑面积
５８１５２５１平方米；结建民防工程３６个，建
筑面积２８９５２４平方米。民防工程竣工
备案２６座，１１４５８９平方米。民防项目审
批窗口实行受理与审批分离，采取传真、

网上审批与窗口审批相结合，审批制与

承诺制、登记制相结合的方法，实行网上

审批和网上备案。加强地下空间管理使

用，继续推进“四个网络五道防线”（四

个网络：人防志愿者队伍管理网络，街

道、居委会管理网络，区防火监督处监督

检查网络，区治安支队和派出所专管员

对外来人员管理网络；五道防线：经营者

安全使用防线，管理员自查自纠防线，民

防办机关人员监督防线，居委会干部、居

民共同参与检查防线，办领导督查督办

防线）和工程管理使用单位、协管员、社

区民防志愿者、民防管理员、民防办机关

人员、办领导６个层面监管和民防工程
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加大街镇地下空间

网格化管理力度。民防办机关和部分事

业单位２１名干部职工与办党组签订民
防工程安全检查责任书，坚持每月检查

一次。民防工程管理所与４个居民委员
会签订创建文明社区协议书，与５８座公
用类民防工程使用单位签订消防安全责

任书，与２３个居民委员会负责人、２３名
民防工程管理志愿者签订民防工程安全

监督责任书，完善对公用类民防工程的

社会化管理。全年新增灭火器６０只，新

安装消防栓１２只。公用类民防工程使
用单位被区民防办评出民防工程安全使

用先进个人５人、民防工程管理先进单
位６家。区民防办围绕构建战时能力
强，平时作为大的工作主线，深化人防准

备工作，推进防空防灾一体化建设，年内

获国家人防办“人民防空综合防护体系

建设和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组织民防指挥训练和演练　６月 １５
日，举行代号为“民防—２０１１”的信息化
条件下人民防空组织指挥网上演习，全

区街镇和相关委办局７０余人参加，检验
和提升民防组织指挥能力。９月１７日，
在全民国防教育日，组织全区防空警报

试鸣和居民消防逃生演练，全区参演人

数５３万人。完成医疗救护、防化防疫、
抢险抢修等７支人防专业队伍的整组，
整组后人防专业队伍人数达 １１００人。
强化民防救援队伍实战化训练和技能竞

赛，购置一批新型救援、侦检装备，提高

应急救援和处置能力。结合区域大中型

企业多的实际，主动协调，整合社会资

源，抓好社会兼职抢险救援队伍建设。

发挥民防化救专家智囊团的作用，对石

洞口第二电厂、试四赫维有限公司及区

内部分危化企业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培

训人数５００余人。组织社会兼职抢险救
援队伍开展水幕隔离、危险源堵漏、危险

品搬运和伤员救护等专项训练。全年参

与处置各类突发事故３３起，出动救灾车

辆３８台次，救灾人员１３０余人次。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推进音响
警报器建设，全年维修保养警报器 ８６
台，排除故障６起，对全区８０余名警报
器专管员进行专业理论和操作技能培

训２次，确保“９·１７”警报试鸣鸣响率
达到１００％。完成区政府程控总机自动
转接工作。推进“２１５”人防指挥系统升
级扩容工作，完成指挥中心精密空调、

气体消防、大屏幕等系统的年度维修保

养工作，进行 ＧＩＳ系统数据更新技术
论证。

■组织民防指挥预（方）案建设　修订
完成各级各类民防应急行动和民众防护

预案，重点指导全区３０８个社区及基层
单位，完成１０８０份《社区和基础单位突
发事件人员疏散撤离和应急防护预案》，

并做好预案数据库的维护工作。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和培训　利用防
灾减灾日、国防教育日、上海市公共安

全日等重要日期，组织开展民众防护集

中宣传活动，扩大民众防护知识和技能

的宣传普及面。推进民防知识教育进

学校、进课堂，与教育部门联合开展民

防主题教育、知识竞赛、民防运动会和

“警示—２０１１”突发事件应急疏散演练
等活动，共有１０余万师生参加，提高中
小学生民防知识水平和防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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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统计

队伍名称 人数 器材名称 数量（个、套）

上海中远化工有限

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过滤式呼吸器 ４

堵漏器材 ５

化救服 ８

备用钢瓶 ４

吴淞煤气制气有限

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８

备用钢瓶 ４

堵漏器材 ２

上海华丰仓储贸易

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８

备用钢瓶 ４

充气泵 １

宝钢 ２厂维护部化
救队

６

备用钢瓶 ４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８

石洞 口 煤 气 厂 化

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化救服 ８

上海石洞口第一电

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化救服 ８

区武装部防化连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１０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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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套

３ 有机毒气侦检仪ＰＩＤ １台 ７６００

４ ４合１气体侦检仪 １台 ７８４０

５ ５合１气体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５４

６ 氯气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７ 氨气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８ 二氧化硫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９ 硫化氢侦检仪 １台 ＰＧＭ－３６

１０ 易燃易爆侦检仪 １台 （烷类）

１１ 无线遥控侦检仪 ３台 ＰＧＭ－５０２０

１２ γ射线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３ 中子侦检仪 １台 ＰＲＭ－１７３０

１４ 长柄核子侦检仪 １台 ＦＤ－３０１３

１５ 剂量侦检仪 ２台 ＤＭＣ－２０００

１６ 辐射侦检仪 ３台 ９４５１

１７ 进口防化服 ２套

１８ 国产防化服 ４８套

１９ 化救车 １辆

２０ Ｐｐｂ有机毒气侦检仪 １台 Ｐｉｄ－ｐｐｂ

２１ 气象色普仪 １台

２２ 手持式化学探测器 １台 ＣＨＥＭＰＲＯ１００

２３ ０３型防毒衣 ６套

２４ 侦检管 １盒

２５ 毒剂报警仪 １台 ０３

２６ 侦毒枪 ２把 ０４

（贺　勇）

■社区民防建设　制订《宝山区社区民
防建设五年工作规划》和《宝山区社区

民防规范化建设方案》。在全区选择３６
个居民小区试行社区民防规范化建设

工作，共投入经费 ３０万元，于 １１月通
过验收。在试行社区民防规范化建设

过程中，通过开展专题讲座、集中培训、

设点咨询、设置疏散指示牌、疏散演练、

印发宣传资料、参观民防科普馆等形

式，有效提高社区民防建设质量。

■民防工程建设、维护和治理　完成区
体育中心市民运动广场民防工程项目内

部装修和设备设施安装工作，完成宝山

中心医院民防工程和宝山民兵训练基地

民防工程决算审计工作。配合完成宝山

急救医院、大场医院、医疗救护站民防工

程主体结构，推进罗店、大场、顾村３个
镇级基本指挥所建设工作。全年新增民

防工程使用面积９７１６７平方米，完成公
用民防工程维修养护 ５万平方米。对
５１７座民防工程的设备设施、工程结构、
消防设施、使用状况、维修养护等情况进

行全面普查登记，建立电子档案；对 ４６
座早期民防工程进行重点检查，对其中

４座有代表性的工程进行风险评估。加
固改造淞滨路小学民防工程，消除安全

隐患。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总结上海世
博会安保经验，结合常态管理要求，固化

定期巡查、联合检查、综合整治等制度，

基本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地下空

间管理网络，对地下空间信息系统进行

维护更新，新采集工程信息２２５座。与
全区１５０余家地下空间管理和使用单位
签订《地下空间安全使用承诺书》，开展

从业人员专业技能知识培训，组织全区

１００多家物业公司现场观摩万科四季花
城地下空间防台防汛演练，印制发放一

批地下空间安全防护宣传资料。全年累

计出动检查人员２１万余人次，检查地
下工程１９万座，检查重点监控场所３９
次，累计发现各类安全隐患４７１处，整改
４６５处。组织网格化巡查员参加上海市
地下空间安全检查培训，做到全部持证

上岗。全年共立案２４２起，结案２３７起，
结案率９８％，整改效率较传统管理方式
提高４０％以上。 （贺　勇）

８６２

军事与社会安全



　社会生活
■编辑　刘　娴

就业
■概况　年内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
策，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责任体系，完善创

业服务体系，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加强公

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开展各类就业援

助活动，完善职业技能培训管理体系，探

索来沪人员就业服务工作，确保全区就

业形势的稳定。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２８９６７个，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１０８９０％；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９５６７人，
控制在年度指标３０１００人以内；实现非
农就业 ６８９５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２２９８３％；帮助成功创业６５４人，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１０９００％；安置就业困难
人员１６９３人，安置“零就业家庭”成员
５２户，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年内，罗泾
镇、罗店镇、月浦镇、大场镇、杨行镇、友

谊路街道、庙行镇、顾村镇等８个街镇被
评为上海市２０１１年度创建充分就业社
区达标街镇。

■出台就业新政策　年内制定出台《关
于调整若干促进就业措施的通知》（宝

人社〔２０１１〕２号）、《宝山区促进创业带
动就业实施方案》（宝人社〔２０１１〕３
号），加大对宝山区户籍人员市场就业、

自主创业扶持力度。就业新政策在全市

首创外来配偶社会保险费补贴，通过给

予企业社会保险费补贴，鼓励企业录用

宝山区外来配偶；新推出刑释解教及社

区戒毒（康复）人员自谋职业者专项补

贴，鼓励刑释解教及社区戒毒（康复）人

员市场就业；提高宝山户籍“就业困难人

员”、被征地劳动力、随军随调军队干部

配偶等群体实现市场就业后的社会保险

费补贴、就业补贴标准，社会保险费补贴

标准最高达每人每年１００００元，就业补
贴标准由每人每月１００～３００元提高到
每人每月２００～５００元。创业新政策将
扶持对象由“本区户籍毕业两年内的高

校毕业生”扩大为“本区户籍３５周岁以
下青年”，并放宽带动就业补贴享受对象

的户籍限制；提高创业者社会保险费补

贴、带动就业补贴标准，社会保险费补贴

标准最高达１８个月的城保补贴，带动就
业补贴由每年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提高到
６０００元；增设区级创业场地一次性开办
费补贴和场地租金补贴，鼓励街镇建设

符合区整体规划、产业导向并运作规范

的区级创业场地；增设创业者见习基地

一次性奖励，创业见习学员在见习后一

年内成功创业的给予基地每人６０００元
的一次性奖励；提高创业见习学员生活

费补贴至上海市当年度职工月最低工资

标准，保障学员在见习期间的生活。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打造具有宝山特
色的精品创业项目，建成庙行镇电子商

务创业园区、大场动漫创业园２个区级
创业园区，发挥创业园区在凝聚初创期

创业组织和青年人创业中的积极作用。

探索创业服务新模式，在月浦镇启动全

区首个创业实训基地。推行“精细化服

务、精准化管理”，对全区意向创业者和

已创业者展开调查，锁定服务对象 ２００
余人，提供人性化、个性化的指导服务。

参与全市“百场创业宣讲进三区”和“百

名微创新苗优培成长”活动（宝山区目

标为讲座６场，创业新苗结对６名），完
成“双百”讲座８场，完成１２名创业新苗
的结对。５月１５日，与上海大学联合举
办“‘挑战自我·情系同窗’上海大学爱

心销售大赛暨一日捐”活动，通过创业实

践锻炼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９月２２
日～１０月２１日，举办“２０１１宝山创业嘉
年华”活动，围绕“聚焦创业园区、关注

青年创业”的主题，开展创业园区展示、

园区商务对接、动漫新秀评选等活动。

全年帮助成功创业６５４人，创业带动就
业５８６０人，开业贷款担保 １１２笔计
４３０７万元。

■大学生就业　开展“公共职介进高
校”活动，每周定期至上海大学提供就

业指导服务；参加上海电力学院和上海

师范大学校园招聘会活动。落实“八个

一”（一份政策宣传手册、一场校企联谊

会、一次就业调查摸底、一份就业档案、

一场园区企业定向招聘会、一场专场招

聘会、一场职业见习岗位推荐会、一场

集体指导讲座）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特别行动计划，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实行实名制管理和动态监测，建立“一

人一档”，开展定期回访，共认定困难高

校毕业生１６人，年内全部推荐上岗。

■就业援助　帮扶就业困难人员，１月，
开展主题为“送政策、送岗位、送服务、

送温暖”就业援助月活动。全年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 １６９３人，安置“零就业家
庭”５２户，安置刑释解教及社区戒毒
（康复）人员就业１８５人，按时安置率保
持１００％。

■公共就业服务　宣传就业新政策，制
作面向用人单位和各类劳动者的政策宣

传手册；开展就业政策“进高校、进社区、

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的“五进”活

动，组织大型专题宣传活动３次，各类政
策培训３０余次，印发宣传单册近１８万
份。搭建市场就业服务平台，组织“惠民

生、促就业”百企千岗民营企业招聘会、

民营企业招聘周等市场招聘活动；完善

“周三、周四公开招聘日”制度，周三举

办常规企业面试会，周四举办行业专场

招聘会。全年共举办各类招聘活动３６３
场（其中区级８３场，街镇２８０场），累计
提供１６０９９个岗位，意向录用１１７４１人。
开展“多对一”（多家单位对一个应聘人

员）集体面试，提高人岗匹配率。深化公

共招聘网、职业指导、职业见习延伸至街

镇工作，年内就业促进平台推荐应聘

１３３０８２人次，成功录用６００２１人；开展一

９６２



对一个人指导４９９６８人次、集体指导３５８
场；组织１１４４人参加青年职业见习，见
习后就业率达８５１２％。

■职业技能培训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全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６２５８人，其中中
高层次培训４７９６人（含高级及以上培训
１７９０人），培训失无业人员９９５人，培训
后实现就业６３３人。以“促进就业、适应
产业结构调整和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

主题，开展２０１１年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
活动，竞赛设维修电工、汽车维修漆工、

保育员、美发师、电子商务员５个项目，
共有２４６人报名参赛，１３３人获国家职业
资格四级合格证书，１６人晋升国家职业
资格三级，５人获宝山区技术能手称号。
全年开展农民工培训１２７３６人，发放农
民工中央就业补助资金４４９２２万元，确
保资金专款专用。

■来沪从业人员就业服务　深化来沪
人员就业服务工作，开展“春风行动”，

举办“天天招聘会”、来沪人员热门岗位

招聘会、宝山区“春风行动”上海火车站

专场招聘会、区内各街镇来沪人员就业

服务专场等特色招聘活动；首推来沪求

职人员免费短信服务，加强区内来沪人

员就业情况监测。年内共举办各类来

沪人员专场招聘会１９４场（其中区级７８
场，街镇 １１６场），为 ６８２５家用人单位
提供招聘服务；接待来沪求职人员

２６５３１人次，推荐成功就业７０１４人。
（高　丹）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４日，举办“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摄影／潘　东

社会保障
■概况　开展《社会保险法》宣传，全面
实施新农保制度，推进城镇居保工作，及

时办理综保、镇保参保人员转入城保，妥

善落实被征用地人员和历年遗留问题人

员社会保障，切实保障征地养老人员权

益。做好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工

作，提高医保管理工作水平。扩大社会

保障覆盖面，全年新农保参保人员５９１６
人，年末养老人员１３９４７人，区集中管理
征地养老人员７９１０人，全区居民医保参
保１３４３万人。全年共发放失业保险金
９２１５０人次，共计６０２４７万元，比上年减
少５４７％。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月１８日，
宝山区制定下发《宝山区农保企业及其

从业人员转为参加镇保实施方案的通

知》（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６号），对继续使用
本单位２０１０年农保正常缴费的人员并
从２０１１年１月起进行镇保缴费的单位，
给予稳定就业岗位补贴，补贴标准为区

补贴每人每月１５０元，各镇、城市工业园
区补贴每人每月不少于７５元。至年末，
参加老农保的５４６家企业及其从业人员
全部退出农保参加城、镇保，全年享受稳

定就业岗位补贴６１４６人，区、镇两级发
放补贴资金 １７３２７５万元，其中区财政
补贴１０５８４８万元。８月１６日，宝山区
下发《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山

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办法〉的

通知》（宝府〔２０１１〕１２１号），标志新农保
制度在全区全面实施。宝山区新农保制

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有弹性、可持

续”基本原则，实行区级统筹管理，农保

基金筹资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

补贴相结合的办法，养老待遇由基础养

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其中基础

养老金由中央、市、区三级财政全额支

付。新农保制度实施后，老农保参保企

业及其从业人员转为参加城、镇保，老农

保基金全部衔接至新农保，新老农保衔

接后养老待遇按照“就高原则”发放。

为实现新老农保平稳过渡，区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组织力量进行新

老农保业务系统转换，确保数据完整性

和准确性；开展老农保基金清算及新老

农保基金衔接，对各镇原统筹基金结余

额进行清算，并对部分老农保基金会计

账户数据按照新农保基金会计制度在年

内进行追溯调整计算。至年末，农保基

金结余５４６４７７万元，其中个人账户结
余３６２６１５万元。新农保养老人员月平
均养老金４８３元，其中，参保养老人员月
平均 养 老 金 ５５４元，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５２０％；老年农民月养老金 ３７０元，增
加３２１４％。全年中央、市、区三级财政
补贴宝山区新农保资金 ６８１５９０万元，
其中区财政补贴５１４７５５万元。

■《社会保险法》宣传　７月１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区

委宣传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

司法局、区总工会、区企业联合会、区工

商业联合会、区社保中心联合组建《社会

保险法》主题宣传活动组委会，于７月４
日～１０日集中开展《社会保险法》主题
宣传周活动；７月 ～８月集中开展《社会
保险法》主题宣传月活动。举办大型主

题宣传日、现场咨询会、系列宣传讲座、

有奖知识竞赛、专题访谈等一系列活动，

全面学习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１２月９日，
上海市制定下发《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

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试点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２０１１〕８８号），在全市实施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制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推进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坚持

做到“政策宣传、政策培训、政策执行”

三到位。至年末，完成第一批４１９人符
合领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申

报、审核和发放工作，实现全区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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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发放外来配偶社会保险费补贴卡 区人保局／供稿

■征地保障落实　年内按照落实社会保
障与土地处置、户籍转性整体联动原则，

推进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大场镇生态捆

绑基地、顾村镇生态项目等６１个建设项
目的落实保障工作。全年实现新征用地

人员纳入小城镇社会保险体系４６６３人，
新征地养老３０７人，新征用地人员落实
社会保障率达１００％。逐步化解各类历
史遗留问题，年内落实各类历年遗留问

题人员社会保障４４人，其中，原征地劳
动力３６人，乡村医生４人，家属农转非
人员４人。提高征地养老待遇，区征地
养老人员月生活费标准由７６５元提高到
８６５元，增幅达１３０７％。发放征地养老
元旦、春节期间一次性节日补助，补助标

准为８０周岁以下２５０元、８０周岁及以上
３００元，均比上年提高５０元；发放征地养
老一次性生活补贴和重阳节一次性补

助，标准分别为３００元和１００元。７月８
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下发

《关于对本区征地养老人员死亡后增发

一次性救济费的通知》，明确自２０１１年
１月１日起，宝山区征地养老人员死亡
后新增一次性救济费，标准为每人６０００
元，妥善解决征地养老人员丧葬抚恤待

遇偏低问题。推进征地养老人员参加居

保工作，全年集中管理征地养老人员参

加居保２２３８人，参保人员月人均就诊费
用少支出２４７元。全年发放征地养老各
项待遇１１５２８０９万元，年末结余养老资
金６３９３３４５万元。

■综保、镇保转入城保　７月１日，按照
上海市统一安排，原参加上海市外来从

业人员综合保险、小城镇社会保险的人

员应当参加市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

宝山区采取预约申报、网上申报等方式，

加班加点开展办理工作，完成三个月过

渡期内的综保、镇保转城保工作任务。

至年末，完成综保转城保 １９８７０２人，完
成镇保转城保３３８７４人。

■工伤保险　１月１日，新修订的《工伤
保险条例》正式实施。新条例调整扩大

工伤认定范围，宝山区工伤认定、劳动能

力鉴定案件大幅上升。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采取多种措施确保案件按时办

结，并开展组建工伤事务管理服务机构

调研。全年作出工伤认定结论６７４４件，
比上年增加 ２９７４％；处理老工伤确认
３１２０件；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５０４４
件，增加 ３０５０％；作出三项确认（辅助
器具配置确认、延长停工留薪期确认和

工伤复发确认）１９１件，按期认定、鉴定
率达１００％。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召开
工伤认定疑难案例研讨会，组建宝山区

工伤认定工作联动小组，落实工伤疑难

案件定期研讨制度及劳动能力鉴定争议

案件自查复查制度，确保工伤认定和劳

动能力鉴定准确性和科学性。

■医疗保险　推进市城镇居民医保和市
民帮困政策调整实施工作，至年末，全区

居民医保参保人数１３４３万人，比上年
增加２０２％；市民帮困参保人数１７４万
人，增加２８０９％。推进外来从业人员参
加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全年

发放医保卡１６３２万张。根据市相关政
策，自７月１日起，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
保险金期间享受城保医疗待遇。区人保

局做好相关政策宣传，确保失保人员及

时享受城保医疗待遇。全年办理公务员

医疗补助６１２人次、６０１４万元，给予患
大病重病在职及退休公务员一次性医疗

补助６３人次、１２６０万元。加强医保预
算“双控”（医保费用控制、药品费用控

制）管理，增强医院控制医保费用责任意

识，控制医保费用增长。推进上海市

２０１１年平安建设实事项目之一“防范和
打击骗取医保药品贩卖违法活动”，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多渠道、多形式防范骗保

贩药警示教育宣传。加强对区域内医保

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监督管理，规

范医疗服务和就医行为。加强定点医疗

机构信息安全管理，开展对区域内定点

医疗机构信息安全检查，有效排除安全

隐患，保证参保对象正常就医结算。以

市医保服务标准化试点为契机，提高医

保服务水平。 （高　丹）

劳动关系
■概况　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加大
劳动力市场监管力度，依法调处劳动争

议案件，推进劳动争议社会化调解工作，

保证区内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至年

末，全区劳动合同签订率达９９０１％。

■劳动关系协调　４月１２日，召开区劳
动关系协调联席会议，表彰６５家“宝山
区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部署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度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创建评选工作。推进集体协商

机制建设，制定下发《宝山区推进集体协

商机制工作意见》、《宝山区推进集体协

商机制建设工作的考核奖励办法》。至

年末，全区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职工

１４８４８４人，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１８５６０％。审核通过５５５家企业申请实
行其他工作时间工作制的申请。整合各

部门资源办理信访事项，落实“分级负

责、归口管理”工作原则，发挥信访维稳

作用，全年共接待群众来访１９３２批３５１５
人次，受理群众来信（含网上来信）４３８
件次，接听群众来电７１９０次；实现初次
信访事项１００％受理办理、１００％跟踪督
办、１００％按期办结，重复信访率２０９％。

■劳动保障监察　完善企业用工信息分
类管理台帐，加强对违规企业跟踪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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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劳动保障执法监督由被动向主动转

变。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力度，以欠

薪欠保（特别是租赁企业欠薪）等违法

用工为监察重点，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

情况专项检查、“三八”妇女维权周、清

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贯彻落实《社

会保险法》、建筑施工企业用工情况专项

调查等５项活动。全年共受理监察案件
１０３４件，结案１００３件，其中，处理举报投
诉６６３件，发出责令改正２２０份，行政处
理１１户，行政处罚３户，罚款４３万元，
警告１０件。通过监察，维护 ８８７６名劳
动者的合法权益，涉及资金 １４８６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区人口计生委举办“健康人生，幸福家庭”世界人口日活动 摄影／徐　敏

■劳动争议仲裁　年内依法受理劳动人
事争 议 案 件 １９９８件，比 上 年 上 升
２９５７％。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
案件８９９件，占立案总数的４４９９％；劳
动报酬类争议案件 ６５２件，占总数的
３２６３％。完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机制，全年依法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１８１９件，比上年下降 ８５０％，其中调解
结案 １３７４件，调解结案率达 ７５５４％。
全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平均办案周

期 ２８６２天，案件按期办结率保持
１００％，为劳动者维护利益２５５１万元，为
用人单位维护利益３５９６万元。打造“公
信仲裁”服务品牌，坚持三方办案原则，

加强审裁协调，推行“仲裁巡回庭”工作

模式，探索争议联动处理模式，提升仲裁

公信力和权威性。年内，三方合议庭处

理案件１１０１件，组庭率５５１１％。强化

仲裁办案监督，建立人员日常考核机制；

坚持裁决案件集体讨论制度、裁前研判

制度；对仲裁员调解、庭审全过程进行录

音录像；向当事人发放群众满意度测评

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制作发放《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申诉指南》，实现申请事项

一次告知，为当事人申请仲裁提供便利。

■劳动争议社会化调解　加强街镇调
解、人民调解、外劳调解、企事业调解四

大调解系统１７个调解组织之间的一体
化建设，组建教育、卫生系统劳动人事争

议预防调解委员会，在３家市级预防调
解示范企业试点建立企业劳动争议预防

调解委员会，构建“纵横一体、防消结

合”的调解网络。加强调解组织专业化

和规范化建设，制定《上海市宝山区劳动

争议调解组织工作规范》及“接待和受

理”、“案件管辖”等５项内部管理制度，
实现调解场所、调解流程、调解文书、调

解纪律、调解员形象规范统一。通过“一

枚徽章”、“一句口号”和“一份指南”提

高“和谐调解”知名度，实现社会化调解

与仲裁调解无缝对接。年内采用社会化

调解方式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２５７１
件，成功调解 ２０３７件，调解成功率为
７９２３％。 （高　丹）

人口与计划生育
■概况　至年末，区户籍人口总数为
８９５１４４人，比上年增加１２２９０人；常住人
口１６９１６７９人，增加 ６８０８１人。户籍人
口出生６４８４人，比上年增加４４人，增幅

为０６８％；户籍人口出生率为 ７２９‰，
下降００８‰，自然增长率 －０４７‰。常
住人口出生 １４８５４人，比上年增加 ４８０
人，出 生 率 为 ８９６‰；自 然 增 长 率
４８０‰，下降０１７‰。户籍人口计划生
育率为９９５１％，比上年下降０３０％；常
住人口计划生育率为 ９５９８％，下降
１２４％。户籍人口一孩率为９３９１％，比
上年降低 １０３％；二孩率为 ６０３％，上
升 １０８％；多 孩 率 为 ００６％，下 降
００５％。全区有３７６４６对夫妇领取独生
子女证，领证率为２８７７％，比上年增加
１１７％；晚婚率为８９７０％，上升２３０个
百分点；一般生育率为 ３１７７‰，上升
００３‰；总和生育率为 ０９３８０，下降
００１９５；全区生育峰值年龄为２８岁，与
上年持平。全区共有育龄妇女 １８６７４０
人，占人口总数的２０８６％，比上年减少
２６４９人，减少 ０５７％，其中已婚育龄妇
女１３０８６０人，比上年减少２１３９人，减少
１６１％。全年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１９４０９例，换领２２５例，补领１９１例，
注销３９３例；再生育子女审批５７５例，出
具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４７例，实际征
收社会抚养费６３６７万余元；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３６例，强制执行到１８４３万余
元，结案率 ６６％，未发生一起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案件。至年末，共建成１个
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指导中心、１２个社区
人口计生综合服务站、２５０个村（居）委
家庭计划指导室、２２３个社区优生优育
指导服务点、４００个计生自助栏、２０３７个
避孕药具免费服务点。区委、区政府把

人口计生３项工作指标继续纳入街镇党
政一把手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区政

府与各街镇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２月
２３日，区人口计生委首次代表区政府向
区人大常委会作人口计生工作专题汇

报。开展《宝山教育、文化、卫生、人口计

生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人口增长间的关

系研究》、《宝山区“六普”人口数据分

析》、《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宝山老年人口

社区照料研究》、《宝山人口现居住地服

务管理的现状和对策研究》等４个课题
研究。联合区财政、民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等部门下发《关于加强“十二

五”期间宝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队

伍建设的意见》，区第一批人口计生社工

正式上岗。年内，宝山区获上海市人口

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示范区称号，区人

口计生委获“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
文明单位”、“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学习型机
关创建工作先进单位”、“‘十一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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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学习型家庭创建先进集体”称号；

“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获２０１０年度市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项目，

《宝山区人口发展趋势与计划生育公共

服务对策研究》课题获上海市统计学会

２０１０年度统计论文评比二等奖，“常用
避孕节育技术临床应用规范研究”被评

为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奖。

■建设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
　２月，制定下发《宝山区关于“十二五”
期间（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全面推进婚育新
风进万家活动的实施意见》，成立区婚育

新风进万家活动联席会议。建设顾村公

园人口文化苑———“生命年轮”雕塑，在

公共场所和社区设置电子屏及大型广告

牌。在罗店镇建立“生命长廊”雕塑群、

婚纱摄影基地“幸福驿站”等。制作新

婚礼袋、收纳盒等宣传资料（物品）３９２
万份，编印２０１１年宝山电话《黄页》人口
计生专版２４万份。在区广播电台“农村
健康小喇叭”节目和“百姓连线”栏目中

制作播放优生促进专题节目。印制关爱

女孩折页、海报、日历及“两非”（非医学

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

工终止妊娠行为）警示标记 ８１万份。
多部门联合开展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专

项行动，组织打击“两非”专项行动 １３
次，取缔“两非”窝点１０个，收缴相关药
品６２箱、医疗器械２１２件，查处８名非
法行医者。

■推进全国流动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试点工作　１月，区政府办公室
转发《宝山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成立

区试点工作协调小组，推进１３项均等化
服务。实施“百千万”计划，为３４７对流
动人口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１６７７名流动人口育龄妇女免
费妇科检查及１０３１２名来沪人员人口计
生政策、生殖健康知识培训。开展“均等

服务一家亲”活动，上门走访流动人口及

家庭２０６７人次，发放慰问金（品）８５９２０
元。在全区６家接引产医院及免费计生
技术服务签约点发放生育知识礼包

１４９１６份，为７８０７名流动育龄群众提供
３０３万元的免费基本项目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为１２５５５名流动人口已婚育龄
妇女免费提供孕检。完善流动人口出生

录入机制等信息化管理手段，签订《宝山

区房屋出租（借）人人口和计划生育责

任书》１６０１７０份。落实“一例一奖”制

度，共奖励 ６４３５例，兑现金额 ２０９４万
元；推进抄告制度，共发出６２７份。组织
开展流动人口计生执法检查，全年共检

查流动人口 ４５９６１８人次、出租房主
１８１１３３人次、用人单位５３０９个。

■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　９月，区政府
办公室转发《宝山区贯彻实施〈上海市

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的意

见》。全年财政共支付奖励与补助经费

１７６２９７７５万元。其中，共审核符合计划
生育特别扶助发放条件 ２６７５人，发放
４１０７４２万元；共确认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４０８１人，发放奖扶
金３０４５６万元；共确认年老退休一次性
计划生育奖励对象１８４４人，发放７４２２４
万元；共确认独生子女意外伤残和死亡

一次性补助２７例，发放９９万元；共发
放无用人单位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２９５５３５５万元。春节、重阳节期间，共走
访１５００户计生困难家庭、１１４８户次计生
空巢家庭，送上 ５４２万元的慰问金
（品）；母亲节期间，募集“幸福工程”款

１１万元，救助８０名贫困母亲，为５００名
计生贫困母亲家庭免费赠送女性安康保

险１份。为３０９０户计生困难家庭免费
赠送独生子女保险一份。通过耆彩“六

助”（助身、助心、助联、助急、助乐、助

趣），为空巢老人家庭提供心理关怀和医

疗援助，构筑政府主导、社区依托、志愿

服务的助老体系，全年共有５７４户空巢
老人家庭受益。

■家庭人口计划指导　建立以“幸福佳
园”为中心、街镇家庭计划指导站为骨

干、全区村居家庭计划指导室为基础的

三级网络服务体系。指导建立“上海高

境人口和家庭发展服务中心”，完善“政

府支持、民非运作、群众受益”的家庭计

划指导服务模式。区“幸福佳园”每周３
～４次，开展“优生促进”、“同沐阳光”、
“爱心之约”、“关爱青春”、“七彩晚霞”等

活动。全年共开展１０５批２１３１人次培训
指导活动，并随访到人，建立相关档案。７
月 １１日，举 办 “健 康 人 生，幸 福 家
庭”———“７·１１”世界人口日幸福家庭主
题活动展示，打造服务全人口、生命全过

程的特色品牌项目。协助基层提高家庭

计划指导站、家庭计划指导室硬件建设，

共配备书刊８５２０册。各街镇、村居家庭
计划指导站（室）举办各类活动５５０次。

■完成优生促进工程实事项目　区优生

促进工程纳入区政府２０１１年度实事项
目，全年共为９７７对夫妇提供价值７８万
余元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套餐服务。在

婚育服务中心为新婚对象免费发放宣传

礼袋，提供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导引、优生

咨询等指导服务；为适婚对象发放《致适

婚人员的一封信》，为适婚、新婚、计划怀

孕等家庭提供优生优育讲座、咨询指导

等专业化一级预防服务。全年巡讲１７１
场次，受益１３２１０余人次。

■开展计划生育药具服务“优得”工程
　完善区—街镇—村居三级药具管理制
度，全区免费药具服务点增加至 ２０３７
个，全年共集中配送药具９５万元。开展
“三分”服务，在服务时间、内容和形式

上，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开展生殖健康服

务跟踪随访“分级服务”，全年共开展

一、二、三级随访５万余人次，随访率达
９８９％；根据药具自助箱不同设置地点
和家庭需求分六类进行“分类服务”；针

对青春期、新婚期、孕产期、哺乳期、生育

后期、围绝经期等六期妇女的不同需求，

开展“分期服务”。

■ ０～３岁社区婴幼儿科学育儿指导服
务　明确区人口计生、教育、卫生、妇联
四部门在社区０～３岁优生优育指导服
务工作中的信息采集、宣传指导等职责，

优化服务流程，强化考核评估，完善“政

府推动、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家庭响应”

的运作模式，健全“１＋ｘ＋ｙ”（１即１个
区０～３岁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基地；ｘ即
街镇社区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点；ｙ即街
镇幼儿园、家庭计划指导室、人口学校及

人口计生综合服务站）指导服务工作体

系；指导基层加强对０～３岁婴幼儿个案
建立、信息通报、宣传发动等工作常态化

管理，有１４万余户０～３岁婴幼儿家庭
受益。

■开展关爱青春活动　全年组织５５场
“爱、健康、责任”生活技能培训，２４８１名
流动人口青少年受益；９月２３日，联合团
区委、区综治办共同举办纪念“９·２５”
《公开信》发表３１周年暨来沪青少年青
春健康知识竞赛决赛。金牡丹大酒店参

赛队获一等奖，品宴轩酒店参赛队获二

等奖，上海新闻印刷出版职校参赛队及

鼎中鼎澳门豆捞参赛队获三等奖；年内，

联合上海大学不定期举办“蒲公英”同

伴教育强化培训班，共２４场，受益人数
７００人；１１月，上海大学同伴教育工作在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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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生协专题会上进行交流。

■召开区计生协会五届三次理事会　４
月２５日，区计生协会召开五届三次理事
会，回顾总结区计生协会２０１０年工作，
部署２０１１年工作。区政协党组副书记、
区计生协会会长顾佳德出席会议并讲

话。会议调整、增补五届计生协常务理

事、理事，表彰全国计生协会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全国幸福工程先进个人、全国

人口和计划生育万（村）居示范单位。

庙行镇和大场镇计生协会在会上作工作

交流。

■承办市计生协会主题摄影展　８月３１
日，由宝山区承办的上海市计生协“我为

国策添光彩、我为事业做贡献、我为协会

尽责任”主题摄影展开幕式在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全国政协常委、

市计生协会会长左焕琛宣布摄影展开

幕，市人口计生委主任、市计生协会常务

副会长谢玲丽宣读获奖名单，副区长李

原致辞。区计生协会在活动中获突出贡

献奖，其中摄影作品《天使的微笑》、《爷

爷奶奶的微笑》分别获一等奖和优秀奖。

■召开宝山人口发展研讨会　１２月 ６
日，召开宝山人口发展研讨会。市人口

计生委主任谢玲丽出席会议并讲话，市

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孙常敏、赵勇，副区长

陶夏芳等参加会议。区人口计生委主任

王建在会上作《从“六普”数据看宝山人

口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主题报告，华

东师大人口研究所介绍《宝山区“六普”

人口数据分析》课题报告。市人口计生

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

研究所专家、市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专家、

区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参加会议。

（唐　菁）

民政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２６４２２人，全区累计投入社会救
助资金２１９亿元，有 ９７２万人次享受
各类救助。年内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的要求，从“两项工程”（基础工程、

亮点工程）、“六个着力”（着力健全机

制、着力理顺关系、着力优化政策、着力

建设平台、着力加强管理、着力提升服

务）着手，注重“体系”、“规范”、“管理”

建设，推进现代民政建设。加大社会救

助力度，出台“规范孤寡独居困难老人实

物帮困工作、调整农村低保家庭成员中

实行非农就业补贴、调整困难家庭子女

大学开学补助”等三项救助政策。加快

为老设施建设，全区共新建１个助餐点，
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４４０名，完成杨
行镇敬老院新建以及顾村镇敬老院和大

场镇祁连敬老院改扩建，完成新增 ４５９
张养老床位的工作目标。夯实双拥优抚

基础，顺利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

冠”创建目标。

■社会救助　加大救助和帮扶力度，元
旦、春节、五一、高温及国庆期间，每年分

４次对区内孤老、孤残、农村分散供养五
保户以及享受低保的孤寡、独居老人开

展实物帮助；对区内农村低保家庭成员

实现非农就业，且月收入不低于上海市

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人员的就业补贴，由

３６０元调整为４１４元；对区内低保及特殊
困难家庭子女就读全日制大学的经济困

难人员，开学补助由每人每学年２６００元
调整为３０００元。建立三级救助网络，形
成区级社会救助中心、街镇社会救助管

理所、居（村）委救助协理员的三级救助

网络，实现办公场所、工作人员、工作经

费三到位。完善和运用区内１４家部门
救助信息共享互通的“宝山区救助信息

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各类救助信息查

询、统计、分析“一网覆盖”工作目标。

加强综合帮扶组织规范化建设，成立街

镇民非帮扶机构６家；注重发挥义工作
用，整合各类资源，形成帮扶组织间的良

性互动。至年末，全区投入综合帮扶资

金４６１７８万元，累计帮扶 ３１８２例。完
成首轮经适房经济状况核对受理工作，

出具核对报告２４３６份。发展慈善事业，
全年共募集慈善基金９４０万元，出资８１５
万元，为５９７１名困难人员、学生和老人
提供帮助。

■优抚安置　全区接收２０１０年冬季退
役士兵４２３名，其中城镇退役士兵 ３９４
人，农村退役士兵２９人。城镇退役士兵
安置率１００％，自谋职业率６３％；安置军
嫂９６名，接收安置军休干部５６人。为
１１５８名各类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助和
优待金１５４３万元。

■基层民主建设　推进“难点村”治理
工作，全区３２个“难点村”有３０个村完
成换届选举及撤村工作，治理任务完成

率９３７５％。加强社区建设，开展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评估，实现

“一门式”软硬件建设全部达标。指导

各街镇做好志愿者注册登记工作，完成

５０万册消防安全读本发放工作。规范
居（村）委会撤建工作，年内撤销村委会

３个、村民小组５１个，新建和调整居委会
２５个。扩大公益招投标成果，鼓励扶持
宝山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事

业和社区服务，推出１２个公益招投标项
目，完成９个项目，续标２个项目。

■殡葬管理　建立健全宝山区殡葬管理
制度，实现无责任事故、无客户有责投

诉、差错率低于 １‰目标。完成各项祭
扫接待工作任务。宝山区殡仪馆推出

“全程陪同”服务，开通“５６５６１１１１”白事
热线，为丧家提供服务。全年火化量达

１７４７０具。

■婚姻管理　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８１４９对，比上年增加 ２１９５对，上升
１５３％；离婚登记２２９１对，上升１１５％。
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１４９６５份，
查询婚姻档案９２１人次。开展“离婚劝
和”服务工作，为１９０７对夫妇提供心理
疏导服务和法律咨询服务，劝和９９对。

■实现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创建
目标　年内，宝山区人民政府被分别评
为全国及上海市双拥模范区，吴淞街道

办事处等７个街镇获上海市拥军优属模
范街镇称号，区教育局等１０个单位被评
为上海市拥军优属模范单位，区文明办

等１８７个单位被评为上海市拥军优属先
进单位，７人分获上海市双拥活动优秀
组织者、好军嫂、优抚对象先进个人

称号。 （赵珍怡）

残疾人事业
■概况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残疾人工作以
关注残疾人民生为重点，推进残疾人社

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规范管理，

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服务水平，为“十二

五”残疾人工作开好局、起好步。至年

末，全区有持证残疾人１８８２７人。年内，
全区共安置残疾人就业２２９人，５名应届
残疾人毕业生全部走上工作岗位，连续

９年安置残疾人大学生就业率达１００％。
全年组织各级各类培训９６３人次，组织
全区１２个街镇社区残疾人工作助理员
社工知识培训。检查全区１２个街镇残
联助理员管理和窗口接待情况。重新修

订基层残疾人工作者岗位职责。

■完善残疾人保障体系　元旦、春节期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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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筹集残疾人帮困资金 ５２５７１万元，
比上年增加 ３０７５％；帮扶困难残疾人
８０２０人次，增加１４５％。开展“五送”活
动：一送实物帮困个性卡。出台关于调

整特困残疾人家庭“助残实物帮困卡”

补助标准政策，特困残疾人家庭每户每

月调整为１２０元，采用农工商便利通个
性卡，可在农工商超市及其所属１１５家
便利店和特约商店购物，受益贫困残疾

人１６７７户。二送帮困慰问金。在上海
市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市残联）下

拨专项帮困金４万元基础上，宝山区残
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区残联）自筹３５
万元，共３９万元下拨至各街镇残联，上
门走访慰问贫困残疾人家庭。三送年夜

饭。下拨３７８万元安排“阳光家园”学
员吃年夜饭，并组织２８名机关干部及工
作人员分别到全区１４所“阳光家园”与
６４７名学员一起联欢。四送轮椅车。在
罗店镇阳光家园举行“帮困送温暖，轮椅

暖人心”轮椅车赠送仪式，２８名特困肢
体残疾人获赠轮椅车。五送就业岗位。

在区就业援助月招聘会上，４家企业单
位为残疾人送上１５个岗位，８名残疾人
与用人单位达成录用意向。提高贫困残

疾人医疗救助标准，出台《关于调整残疾

人医疗、康复救助标准的通知》，对贫困

肢体残疾人骨关节置换手术，救助标准

在１００００元的基础上调整为每例２００００
元；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重残无业人

员门急诊医疗救助，个人自负部分年补

助标准由５００元提高到１１００元；调整贫
困残疾人门诊大病、住院医疗特别救助

标准，各种医疗救助后自负和自理部分

在５０００元的基础上调整为１５０００元，受
理对象从原来的低保、低收入、贫困残疾

人家庭扩覆到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市政

府规定低保金３倍的困难残疾人家庭；
将０～７岁、８～１６岁自闭症残障儿童年
康复救助经费分别由 ３０００元调整到
１００００元、１５０００元。加大扶残助学力
度，在做好全日制普通高中和全日制普

通高校就读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

女助学工作的基础上，扩大覆盖面，对具

有宝山区常住户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或低收入困难家庭，在民办或非全日制

普通高校，包括民办大学、成人教育、电

视大学、网络学院就读的残疾人家庭子

女大学生实施助学，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２０００元，父母双残的增加补贴 ５００元。
全年为１９６名生活贫困的残疾学生和残
疾人家庭子女发放助学金共 ４８３５万
元。落实农村残疾人新农保，出台重度

残疾人交费补助政策，签订《上海市新型

农村养老保险代办协议书》，协助重度残

疾人办理《委托银行代扣农村社会保险

协议》，２１９名农村残疾人享受到“新农
保”保障政策。

■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　整合资源，提
升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年内，“宝山区

自闭症康复训练中心”在培智学校挂牌

并运作，成为全市唯一的公办自闭症儿

童康复机构，为区内０～１６岁自闭症少
儿提供专业康复训练，填补宝山区多年

来没有自闭症专业康复机构的空白。８
月１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程
凯视察宝山区自闭症康复训练中心，并

对宝山区“医教结合”工作进行调研座

谈，市残联理事长金放、副理事长王爱

芬，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宝山区委常

委、副区长丁大恒等陪同考察、调研。探

索脊髓损伤患者服务管理模式，出台“宝

山区脊髓损伤残疾人康复救助办法”，率

先建立脊髓损伤者护理用品保障机制。

４月，在上海金惠康复中心成立“中途之
家”。４月１５日，“中途之家，集善助你
轻松行”上海澳洲商会脊髓损伤者护理

用品捐赠仪式在宝山区“中途之家”举

行。市残联党组书记、福利基金会理事

长叶兴华，中国肢残人协会主席徐凤建，

宝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上海中冶

医院院长张建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名誉理事、著名作家叶辛等参加捐赠仪

式。基本建立残疾人就业培训机制，开

展岗前职业技能培训，有１０９名残疾学
员经过技能培训获国家职业资质证书；

依托区内“电视大学”，首期推出“社区

服务与管理”大专学历教育班，采取单独

组班授课方式，２３名残疾人学员通过面
授和网络等方式接受教育培训。６月，
宝山区５名残疾人选手参加第四届全国
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有４名选手获奖，
其中，获计算机程序设计、美甲和动画制

作三项第２名，获女服制作第５名；选手
林家钦代表上海代表团，受到中国残联

主席张海迪接见。９月，林家钦参加在
韩国首尔举行的第八届国际残疾人职业

技能竞赛，获计算机程序设计银牌。同

月，组织主题为“宣传就业政策、落实就

业岗位、服务残障人士、当好就业红娘”

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１９家用人单位
提供１０８个岗位，有６０名残疾人与用工
单位签订意向书，其中企业现场确定录

用１３人。制定《２０１１年康复、辅具适配
及无障碍设施进家庭实施方案》，明确自

２０１１年起无障碍设施进家庭在原有普
通型、组合适配型的基础上，引进更科

学、更具人性化的提高型产品，增加内阳

台电动晾衣架、智能电子冲水马桶盖等

设备；全年为符合配置条件的残疾人家

庭逐步实施配置，共安装电动晾衣架５８
个、智能电子马桶盖４３只，完成无障碍
进家庭３０２户。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
活。５月１４日，召开宝山区第三届残疾
人运动会，来自全区１２个街镇及工业园
区的５４０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比赛。４
月～８月，组织９６人次参加上海市残疾
人群众体育１６个项目的比赛，共获团体
３个第１名、个人１５个第１名。８月，３
名宝山特奥运动员代表上海代表队参加

全国特奥会比赛，获 ３枚金牌、１枚银
牌、１枚铜牌和１个第４名。９月，两名
肢残选手参加全国第八次残疾人运动会

肢残人飞镖比赛，获第３名。同月，举办
“唱红歌沐党恩”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暨国
庆文艺汇演活动，来自各街镇残疾人文

艺队和培智学校师生６００余人以小组唱
和大合唱形式参加汇演。协同区司法

局，在区法律救助中心成立残疾人法律

救助工作站，６月１日正式挂牌，给残疾
人提供更好的“优先、优质、优惠”法律

服务，完善残疾人法律援助体系。探索

社会化助残服务新模式，区残疾人合唱

队、劲风轮椅锣鼓队和盲人戏曲沙龙队

三支文艺队伍分别委托友谊路街道文化

站、月浦镇文化中心和淞南镇文化中心

管理运作，探索业余团体专业管理的社

会化运作模式，确保三支队伍持续、健康

发展。

■加强“阳光家园”建设　至年末，全区
有１４所“阳光家园”。年内拓展“阳光
家园”劳动产品，加强规范管理，巩固品

牌效应。全年加工品种１０６个，加工量
４０８０万件，加工收入 １１８８２万元。５
月，举办“展示成果，感恩社会，拥抱阳

光”大型广场活动，充分展示“阳光家

园”学员积极向上、自信自强精神风貌。

制作主题为《阳光·大地·家园》专题

影集１０００册，收集、整理、编印优秀共建
单位先进事迹材料。５月８日，举行“阳
光家园”扶残助残共建单位表彰暨签约

大会，有效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的良好

氛围，助推“阳光家园”建设再上新台

阶。 （范坤明）

老龄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户籍老年人

５７２

老龄事业



２１４４万，占户籍总人口的２４％，比上年
增加１２２万人，增加６０３％。其中，６０
岁至６４岁低龄老人７５万人，占老年人
总人口３４９８％；６５岁至７９岁中龄老人
１０３５万人，占老年人总人口 ４８２７％；
８０岁至９９岁高龄老人３５９万人，占老
年人总人口 １６７４％；百岁以上老年人
６０人，占老年人总人口００３％。

■老年维权　年内，全区各级老龄组织
共接待老年人来信来访７０５人，受理涉
老纠纷 ７０５件（区老龄办接待办理 ３８
件），其中涉及赡养权 １２７件，居住权
１７５件，财产权９５件，婚姻自由权６０件，
人身权 １０６件，其他纠纷 １４２件；调处
６９７件，调处率９９１％。

■老年活动室　年内新建标准化老年活
动室２０个（其中市级１３个、区级７个，
包括对已存在的老年活动室的创建），改

造陈旧标准化老年活动室１４个（均列入
市级项目）。年内，根据上海市老龄办要

求，对区内所有老年活动室进行全面调

查摸底，经排查，至年末，全区实有老年

活动室４４１个，比上年减少９个（个别停
用或往年存有重复统计现象）。其中，街

镇老年活动室１１个，总面积８１５７平方
米；村居委老年活动室 ４３０个，总面积
１１０５３３３平方米。全区老年活动室日均
活动人数１８６００人。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年内新增养老床
位４５９张，全区共有养老床位 ７８７６张，
占全区老年人口 ３６７％，高于上海市
“９０３７”养老格局的要求（９０％老年人社
区养老、７％居家养老、３％机构养老，养
老床位数量需占老年人口的３％）；新增
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４２９名，全区享受居
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数达１１６２９名；创
建综合型老年人助餐服务点１个，至年
末，全区共有老年人助餐服务点２２个，
为区内１６５３名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

■养老机构　２０１１年底，全区执业的养
老机构３７家，其中政府办１６家，社会办
２１家，核定床位 ７８７６张，比上年增加
４５９张床位；机构入住老人４２２５名，床位
入住率５３６４％。 （孙明珠）

社会组织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１年，区社会团体管理局
（以下简称区社团局）对社会团体进行

分类指导，推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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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社会组织三级服务管理网络。年内成

立登记社会团体３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１７家；变更登记社会团体１２家，民办非
企业单位 ２５家；注销登记社会团体 ２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７家；社会团体筹备
２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核名２２家。至年
末，全区有社会团体１３９家，民办非企业
单位３１３家，共计４５２家。

■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年内继
续实施全区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

检查，采用网上年检方式，基本实现无纸

化上报。同时利用电子钥匙，简化操作

流程。全年社团应检数１３７家，合格率
９９２％；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检数２８９家，
合格率９８８％。

■信息核对与宣传　年内，上海市社会
团体管理局升级办公业务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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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信息准确性、完整性。扩大对社会组

织宣传力度，全年共在上海社会组织网

站发布信息 ４４７条，其中图片信息 ３４５
条，被首页采纳２３４条。 （王昕钰）

民族与宗教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有常住少数民族
５０个、１７５００余人，其中户籍少数民族４０
个、８３００余人。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回族
占５０％以上。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全区
各镇、街道，呈散居状态。宝山区有佛教、

天主教、基督教等三大宗教，有宗教场所

２０处，宗教教职人员６８人，信教群众约
４４万余人。年内，区民族宗教事务办公
室（以下简称区民宗办）从“突出重点、凝

聚合力、注重基础、化解难题”等方面入

手，通过实施一系列举措，形成工作特色

和亮点，促进全区民族宗教工作稳定发

展。年内，区民宗办“非正常宗教活动治

理”工作获市民宗委表彰；全区有２家单
位、３名个人被推荐为市清真行业先进集
体和个人；世良法师被市民宗委推荐为上

海市统一战线先进个人。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围绕建党
９０周年，参与区委统战部“滨江统战情”
系列活动。６月２６日，组织区民族宗教
界举行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同心同德”文

艺汇演，市民宗委副主任沈国强，区委常

委、统战部长周德勋，副区长朱永泉到会

与７００余名少数民族同胞、宗教界人士
及信教群众一起观看汇演。通过制作

“团结和谐滨江情———宝山区民族宗教

工作巡礼”主题宣传片和“民族宗教滨

江情”宣传画册，宣传宝山民族宗教工作

成绩。创办《宝山区民族宗教工作》简

讯，定期下发到街镇及相关部门，及时进

行沟通交流并宣传民宗工作动态，进一

步扩大爱国主义教育影响。

■推进政策法规宣传　开展民族宗教法
制宣传活动，共设立咨询点７０个，咨询人
数３４０５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４０６７余份，
出黑板报２７４块、宣传栏２１３块、墙报３３９
块，悬挂横幅１４７条，张贴标语１２１条，举
办各类讲座、座谈会１９场次，进一步扩大
宗教法律法规的宣传面与知晓度。

■做好社区民族工作　落实２０１０年 ～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社区、镇
创建活动各项工作，主动指导全区１２个
街镇制定创建计划，推动街镇以社区为平

台，以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和服务少数

民族群众为重点，开展富有宝山特点、社

区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做到创建工

作全覆盖。加强与区内相关职能部门的

沟通与联系，加大对公共服务行业执行民

族平等政策的监督检查力度，切实保障少

数民族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

■促进清真食品供应工作规范有序　配
合开展无证经营摊店综合整治，做好来沪

少数民族无证经营清真摊店的政策宣传

和教育引导工作。会同有关街镇对申请

“清真食品”标志牌的单位开展审核

检查。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贯彻落实《中央
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关于进一步制止乱

建寺庙和露天宗教造像的通知》要求，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根据《宗教事务条例》有关规定，发

挥属地化管理机制作用，依托基层依法

治理非正常宗教活动并及时制止处理多

起事件。依法加强管理，组织开展全区

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和宗教活动场所

财务监管工作，并通过市民宗委验收。

完成对区民族联、佛教协会、基督教两会

和天主教爱国会４个团体２０１０年度社
团年检审核和各宗教活动场所年度监督

检查工作；依法对６个宗教场所进行财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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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

类目 网 点 名 称 地 址 所属街道、镇

副食品

（４家）

吴淞菜场清真专柜 淞兴路１６３号 吴淞街道

上海为民商行清真专柜 南大路１６４号 大场镇

东东伊斯兰牛羊肉经营部 淞兴西路１２１弄５２号 吴淞街道

淞南集贸市场清真专柜 淞良路菜场 淞南镇

上海为民清真饮食店 南大路１６４号 大场镇

饮　食
（８家）

清真马源斋烧烤店 聚丰园路９９号 大场镇

上海豫纪斋清真餐饮公司 同泰北路４０３弄－２ 吴淞街道

清真兰州牛肉拉面店 淞滨路５４号 吴淞街道

兰州清真牛肉拉面店 牡丹江路４５５弄４号 友谊路街道

宝山岩岩烧烤店 密山路１０１号 友谊路街道

一绝面馆 友谊支路３６号－３ 友谊路街道

福成拉面馆 顾新路１０号－２ 顾村镇

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佛教

宝山寺 罗店镇金星村 ５６８６２４１１

太平禅寺 顾村镇盛宅村 ５６１８１６５５

永福庵 大场镇联西村南陈路３５１弄２号 ５６１３９１３７

察司庙 杨行星火村 ５６４９５６１６

萧泾古寺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５０号 ５６８７３７７５

金皇讲寺 大场镇葑村村丰宝路 ３６３８６６６９

天主教

孟家堂 高境镇阳泉路１２９５号 ６６９７２２４９

北姚湾堂 大场镇南大村老宅生产队 ６２５０５５０６

基督教

吴淞堂 宝杨路７４号 ５６１０１７６６

施恩堂 泗塘一村７号 ５６９９３４６２

杨行堂 杨行镇杨泰路５１０弄５号 ５６８０３２６９

月浦堂 月浦北安路１０３弄１５号 ５６９３７９８０

罗店堂 罗店镇界泾村６３号 ５６８６２０５９

大场堂 大场沪太支路１２２５号 ５６５０２３４８

野猫弄聚会点 大场镇南大村野猫弄生产队 ６３６３７８３３

葑塘聚会点 大场锦秋路２３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３５１

宝山聚会点 宝钢十村６号地下室 ５６６９３６３７

刘行聚会点 顾村联杨路改水管理站内 ５６０２８７８９

盛桥聚会点 月浦盛桥老街原农行营业部 ５６１５３１２８

罗泾活动点 罗泾牌楼村三房宅 ５６８７０６９０

（毕烈峰）

务专项审计。完善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

障机制，落实全区所有教职人员个人社

会保障。推进佛教萧泾古寺筹建启动；

申报设立佛教金皇讲寺固定处所；基督

教谢恩堂迁建项目获批；对庙行镇产业

园和顾村公园内各一处疑似教堂建筑及

时提出整改意见，并指导整改落实工作。

■确保民族宗教领域安全稳定　主动参
与并协调区有关部门制定工作方案，完

成宝山寺开山五百年庆典活动的指导与

安全保卫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春节期间佛教场所对外开放有关安全

工作，下发工作方案和处置预案。春节

前，对各佛教寺庙以及烧香点安全工作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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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检查，排除安全隐患；除夕夜，

区民宗办人员分赴各寺院加强值班，确

保安全稳定。５月１４日，在有关部门配
合下，完成宝山区４５０余名信徒赴佘山
朝圣工作，确保５月朝圣期间各堂点安
全；开展区宗教系统深化消防安全“五

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大培训、

大练兵）活动，开展“清剿火患”战役工

作和国庆等重要节点安全工作，确保宗

教活动场所安全稳定。协助区有关部

门，排摸民族宗教领域不安全、不稳定因

素，制定工作预案，掌握动态情况，做好

反邪教、反渗透工作；妥善处理群众来信

来访问题，及时化解民族宗教方面的矛

盾和纠纷；配合区工商、城管等部门，妥

善处理相关人员乱设摊无证经营问题；

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清明扫墓维稳工作。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春节期间，区民
宗办会同各街镇开展为少数民族困难家

庭送温暖活动。共走访慰问５１４户少数
民族困难家庭，发放慰问资金 １７万
多元。

■开展民族宗教事务性工作　全年为少
数民族出具民族成分证明近５０余份，审
核办理更改民族成分２１人。做好天主
教吴淞活动点的搬迁工作；协同相关各

方，制定基督教宝山聚会点搬迁方案；在

杨行镇支持下，对基督教杨行堂危房实

行加固修缮。７月，市民宗委在美兰湖
国际会议中心召开２０１１年年中区县民
宗办（委）主任会议。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市民宗委党组书记周富长，市民宗委

主任曹斌，副主任沈国强、金梅和市民宗

委各处室领导以及各区县民宗办（委）

领导参加会议。

■开展民族宗教调研工作　５月，市人
大常委会侨民宗委员会主任应蓓仪一行

到宝山区调研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年

内，市民宗委主任曹斌、副主任沈国强等

领导分别到宝山区调研。４月，市政协
民宗委专职副主任高小兰到宝山区开展

相关调研。１０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明珠、陆豪一行到区民宗办调研贯彻

《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情况。

４月，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豪对宝山

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情况进行

调研。

■宝山寺移地重建落成　１月１１日，宝
山寺举行开山５００周年移地重建落成暨
全堂佛像开光庆典。宝山寺原名梵王宫

（玉皇宫），始建于明朝正德六年（公元

１５１１年）。为配合罗店老镇改造工程，
２００５年５月，宝山寺移地重建工程正式
奠基。新修的宝山寺寺院采用传统伽蓝

纵轴式布局，为晚唐宫殿式建筑风格，以

非洲红花梨纯木榫卯构造，结构严谨，古

朴大方。其中，宗教核心区占地１３３公
顷，建筑有天王殿、钟楼、鼓楼、大雄宝

殿、观音殿等，并配有山门、东西侧门以

及４７１米长的连廊等建筑，总建筑面积
约１２万平方米，规模居沪上佛教寺院
之首。 （毕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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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个；全区有红
十字会成人会员 ９２３５名、青少年会员
２９２４７名。社区红十字服务站有２９７所，
比上年增加７所；镇红十字服务中心 ２
所，增加１所；红十字志愿服务者 ４７８５
名；红十字救护培训站（点）１４个，红十
字冠名医疗机构３所，市级红十字达标
学校１０所；在３３个医疗机构建立红十
字会组织。全年共收到捐款６５９３７８９３
元，支 出 ７７５８２８００元，历 年 余 额
１４６８２３４９３元。

■救助关爱　年内开展“千万人帮万
家”迎春帮困送温暖活动，慰问特困家庭

７１１户，资助金额３５５５万元。“为社区
重度困难失智老人配送护理用品”作为

市政府实事项目，全年共配送护理用品

２１４７箱，总价值共计３１８７万元，受益对
象２１４７人次。日常性救助各类贫困者
１０２人次，资助金额６２５万元。会同区
教育局、团区委开展“关心、帮助大病青

少年”爱心募捐活动，帮助大病青年和孩

子６３人，资助金额１８９万元；会同金惠
康复医院开展脑瘫儿康复训练关怀项

目，资助３６万元用于帮助困难家庭脑
瘫儿接受康复治疗；向接受造血干细胞

移植手术的３名患者，资助医疗救助款８

万元；

■备灾救灾　响应中国红十字总会和上
海市红十字会号召，呼吁社会各界奉献

爱心，捐款援助云南、日本地震灾区，帮

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各红十字会共募

集社会捐款２６万元。按照市、区火灾
救助流程和标准，对区内７起火灾家庭
（共涉及１６户）进行人道关爱，资助金额
３６５万元；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年内为 １６６６２３
名学生、儿童办理参保手续，参保费

１３３２９８４０元；为４８８７人次住院或大病儿
童报销医疗费３７５５６２７９４元；受理少儿
医疗保障基金医疗费报销４７３９人次，支
付金额 ５３７４７８１６５元；资助 ５０４９名低
保家庭及残障儿童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

金，由区财政支付参保费４０３９２０元。

■志愿服务　全区２９７所社区红十字服
务站为社区居民提供租借轮椅车、拐杖

和医疗咨询服务近２６万人次。组织上
海市南丁格尔护理志愿服务队宝山分队

志愿者，慰问敬老院及社区 ８０余名老
人，并定期提供护理咨询服务。

■志愿捐献　组织上海大学、区公安分
局、法院、食品药品监督局、环保局、吴淞

街道、月浦镇的４００多名大学生、机关干
部、社区居民，参加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

活动。各红十字会全年为８９名市民办
理遗体捐献手续（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底全区
累计登记７８９人），其中有１９人实现捐
献意愿。

■红十字宣传　区红十字会网站全年共
报道红十字工作信息稿９０篇，报送中国
红十字总会网站信息稿６１篇、市红十字
网站４４篇、市红十字报６４７篇、市电视
台新闻坊１篇、宝山电视台１０篇、《宝山
报》３５篇、《宝钢报》２４篇。在《宝山报》
上编辑专版宣传红十字会工作和活动。

以“５·８”世界红十字纪念日、“世界急
救日”、“千万人帮万家”等活动为契机，

采取宣传画、标语、黑板报、版面、活页等

多种形式，宣传红十字“人道、博爱、奉

献”精神。 （李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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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与街道
■编辑　谭雪明

表１ ２０１１年杨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１年 ９９８２ ４９２９ ５０５３ １７．４ ９２６７ ７．７

表２ ２０１１年杨行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上海市天馨学校 ２８ １１１４ ８２ 水产西路２８９弄 ５６４９９６５９

杨行中心校 ２３ ９４６ ６６ 杨泰路３２１号 ５６８０１０６８

杨泰实验学校 ４０ １６５２ １３１ 杨鑫路３８８号 ５６４９７２４４

杨行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４７５ ３８ 杨泰路３５８号 ３６０２００３１

杨泰三村幼儿园 ９ ３１５ ３０ 杨泰三村东区９５号 ３３９１２８４２

四季万科幼儿园 １２ ３２６ ３０ 镇泰路１９８号 ３６０４２８５０

友谊家园幼儿园 １２ ３１２ ３８ 铁峰路１９９１号 ３３７９９０９９

康桥水都幼儿园 ７ ２２０ １２ 竹韵路８号 ５６７８０６２６

民办杨东小学 ２２ ９６６ ６６ 宝杨路２０４３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７

民办杨行小学 ２２ １０６８ ６０ 杨行西街４４１号 ５６４９７０３０

杨行镇
■概况　杨行镇位于宝山区中部，东以
泗塘河为界与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相

邻，西与顾村镇、罗店镇接壤，南隔?藻

浜与淞南镇、张庙街道相望，北依 Ｇ１５０１
与宝钢、月浦镇相邻，总面积３４７７平方
公里。辖１８个行政村、３３个居委会（另
筹建中 ４个）。至年末，全镇有户籍
２６１０８户、７５９８４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７５３６户、１９２４７人；常住人口２０８８９１人，
增加 ９３２０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８％；人口
出生 率 １１３５‰，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６７５‰，人口密度 ６４８８人／平方公里。
镇党委下辖９个党总支，１５９个党支部，
登记党员 ４２４０人。辖区内有各类法人
单位２７６８个，学校１０所，建有公共运动
场所５个，居民健身点３０个。镇政府地
址：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完成增加值７６亿元，
比上年增长１０１％；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６２５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完成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３亿元，增长５４％；完
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 ６０亿元，增长
４２９％；农民人均年收入达 １９８０５元。
北外环信息产业园区顺利开园，宝冶、二

十冶友谊路钢构等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启

动。上海荷婷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博

明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上海约堡齿轮箱

制造有限公司３个续建工业项目和钢铁
物流商务区二期、上海宝山国际汽车物

流二期等现代服务业项目加快推进。加

强节能减排，完成年度节能减排任务。

■城乡建设和管理　推进杨鑫路商业中
心规划、湄浦地区一平方公里商业商务

规划和老镇改造前期准备工作。推进 Ｂ
地块（杨泰康苑）、大黄二期５８万平方米
等动迁商品房建设。推进康桥香逸湾、

丰扬海德花园等商品房建设，实现房产

销售１０５０００平方米，销售额２３５亿元。
新开工建设４条路段，建成移交２条路
段。推进北块区委党校 Ａ—１地块土地
规划调整和挂牌准备，做好礼才集装箱

公司地块、南块 Ｅ、Ｇ地块、区气象局周
边地块土地的收储准备工作。落实扬尘

控制长效管理措施，加强建筑施工企业

监管，区域降尘量继续保持低水平，提升

镇域空气优良率。加强镇级道路养护和

桥梁日常维护，推进富杨路湄浦河桥改

建工程。开展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完善

镇域内污水管网建设。加强土地管理，

加大违法用地的整治力度，深化吴淞工

业区综合治理工作。加强市容环境长效

管理，发挥城管队伍和市民巡访团作用，

建立城管运行新机制。深化拆违控违工

作，健全和落实长效管理机制，有效遏制

新违法建筑产生，全年共拆除各类违法

建筑２０１８５平方米。集中开展农村环境

卫生整治，加强农村宅前屋后、道路、河

道的保洁工作，坚决取缔一些无证废品

收购站和停车场，改善农村环境面貌。

■平安建设　开展信访矛盾排查、化解
和重点上访人员稳控工作，落实镇领导

包案制。做好初信初访工作，落实《杨行

镇关于进一步落实信访联动机制的意

见》，加大重要信访事项的办理。加大源

头治理力度，最大限度地将各类社会矛

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开展“严打”整治

活动，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

加强村居综治警务室建设，建立综治、司

法、信访、公安等维稳工作联动新格局。

完善“实有人口、实有房屋”登记管理机

制。加大社会管理专项整治力度，推进

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重点开展

非法停车场、非法加油站点、无证废品收

购站、“群租”等场所的专项整治。对乱

设摊、夜排挡、杨行工业园区高压走廊违

９７２



表３ ２０１０年杨行镇村（居）委会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数 户籍人口

１ 东街村 杨泰路７２５号 ３３９１２３８８ ８７５ ２７６０

２ 西街村 宝杨路３２５８号 ６６７６３３８５ ７８２ ２６０６

３ 星火村 江杨北路３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０４６ ４５８ １４８７

４ 钱湾村 杨泰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０５８１８ ４２１ １９２１

５ 西浜村 泰和路１９６９号 ５６８０３５２９ ５８４ １８１９

６ 大黄村 ?川路１１８８弄４８号 ５６８００２２５ ３８７ １１２６

７ 城西一村 江杨北路１５１９号 ５６８０２８７６ ５５０ １５５８

８ 城西二村 富杨路３８８号 ３３９１１０５１ ６８７ ２６０４

９ 湄浦村 ?川路２２５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３９ ４６８ １６１８

１０ 杨北村 杨北路１８５弄３６５号 ３３８５３５２７ ３６６ １５６０

１１ 苏家村 共祥路２５５号 ５６３９１８５６ ３４５ １２５４

１２ 桂家木村 富锦路２３７９号 ５６３９１０４５ ３５６ １２１７

１３ 北宗村 杨宗路３６８号 ３３８５２７５２ ６４６ ２１８４

１４ 陈巷村 铁力路２８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３５ １４５ ５４０

１５ 泗塘村 铁力路７８５号 ５１２６７１５７ ６６０ ４１０１

１６ 杨东村 宝杨路２０２６号 ３３７９２３１１ ５４４ １５８６

１７ 八字桥村 宝杨路２０１７号 ５６１２３７９１ ３３ ８６

１８ 三汀沟村 铁山路１２８号 ３３７９４２２１ １４２ ４７３

１９ 杨泰二村一居 杨泰二村２５号 ５６８０３１１６ ２０１６ ９２３０

２０ 杨泰二村二居 杨鑫路１５２号 ５６８０２５８０ １３０１ ４８２

２１ 富锦苑居委 富锦苑９０号 ３６３００４１８ ２３２ １３４７

２２ 城西居委 富锦路１６５９号 ５６９２０１７６ ３６５ ９９８

２３ 杨泰三村一居 杨泰三村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３９１１０８５ １７５０ ２４９９

２４ 宝地绿洲居委 湄浦路２１８弄３４号１０２室 ３６２１６５６８ ２３２ ５８４

２５ ２０２１弄居委 宝杨路２０２１弄 ３３７９５０２１ ３９４ １１３７

２６ 杨泰春城居委 镇东路３８２号 ３６０４５６５８ ３０ ６９

２７ 天馨一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弄 ５６８０７８４３ ５６０ １６３７

２８ 天馨二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号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 ７７０ １５２５

２９ 宝启公寓 ?川路１６２５弄 ５６８０９６５９ ５５９ １４２０

３０ 康桥水都一居 水产西路２９００弄 ６６７６９９０５ ６６７ １３９４

３１ 宝启花园 宝杨路３２８８弄７８号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 ３４３ ７７０

３２ 友谊家园一居 铁峰路２０００号会所２楼 ３３７９７０８８ ９５ １９６

３３ 友谊家园二居 铁峰路１９９９号 ３３７９７３７８ ２０ ４３

３４ 四季花城一居 松兰路１１６９弄３９号 ３６０４５５０２ ５２９ １３５３

３５ 四季花城二居 松兰路９６０号２楼 ３６０４７９００ ２３０２ ６８２０

３６ 富杨居委 富杨路２２３号 ５１０５２０６９ ３４５ １０１２

３７ 杨泰一村一居 杨桃路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５８ ６２８ １５８５

３８ 杨泰一村二居 杨泰路３３８弄５７号 ５６４９２００８ ６６３ １６１６

３９ 梅林居委 梅林路２８号 ５６４９２６９６ ４４２ ２７１０

４０ 禄德嘉苑居委 竹韵路２５８弄２７号２楼 ５６８０７２７７ ４４６ １３３２

４１ 柏丽华庭居委 ?川路１６２３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７６０５８７ ２０３ ５１１

４２ 大黄馨苑居委 水产西路４８９弄４号 ３６３１７６１３ ０ ０

４３ 同盛家园居委 月城路２５０弄１号楼３０７室 ３６０４５９７７ ２０５ ３８４

４４ 丽景翠庭居委 盘古路２６１８弄４３号 ３３９１４２２７ １３５ ２３７

４５ 禄德华苑居委 杨鑫路９８弄３４号 ３６５１１９２５ ０ ０

４６ 福地苑一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１０号１０１室 ３３８５０８５６ ５９６ ７２０

４７ 福地苑二居 友谊路１８９９弄６８号一楼 ３３７１７５９８ ５４８ １１８８

４８ 保集绿岛居委 友谊路１９９９弄３４号会所 ３６２１１３８８ １５５ ３３８

４９ 香逸湾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二楼 ３６５０６２１１ １２８ ３８３

５０ 东方丽都居委 友谊路２８５８弄７号１０１室 ３３９１３８０９ ２９２ １１０１

５１ 宝虹水岸 梅林路８６５弄４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６６３２ ６６１ ２０５８

５２ 飘鹰 红林路５９弄１０号１楼 ５６８０６８８９ １７５ ５２０

５３ 海德花园居委 筹建中 ３６３８１２９８ ０ ０

５４ 紫辰苑 筹建中 ０ ０

５５ 杨泰康苑 筹建中 ０ ０

５６ 春江美庐 筹建中 ０ ０

（黄亚萍）

法用地、违法建筑等开展整治行动。同

时，在抓好滚动排查、综合整治的基础

上，抓好长效管理，落实无证照整治巡

查、督导等制度，巩固整治成果。层层签

订安全监管工作目标责任书，落实监管

责任。以开展“１１９消防日”活动、社区
居民火灾逃生演练为契机，开展消防安

全教育培训，建立９支消防志愿者队伍。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整治活动，

重点对危化企业、学校、居民区、建筑工

地等部位展开排查整治，安全生产工作

处于受控状态。

■就业和社会保障　新增就业岗位３１７８
人，帮助成功创业５２人，创业带动就业
１５９９人。全面推进新农保试点全覆盖
工作。坚持“三联动”（征地人员农转

非、落实保障、土地处置三联动）原则，办

理新征地项目３个，为新老征地人员落
实各类社会保障资金８１９６５６万元。加
大合作医疗、医疗救助工作力度，累计合

作医疗报销９９８１人次，报支金额４６３１７
万元，对１５８名困难对象进行医疗救助，
救助金额３３６２万元。完善帮困救助机
制，共发放各类帮困资金和实物总计

２８０万元，受益群众１０７５０人。关心优抚
对象生产生活，发放各类优待金 ９６６０
万元。

■社会事业　４月１４日，召开镇民生工
作大会，确定全年百项惠民实事项目。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全年投入资金８０２０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８５３１３万元，教育公
益性、成效性进一步显现。做好中小学

招生工作，启动东北部九年一贯制学校

选址，推进防震减灾地震馆的项目设计、

建设工作。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创

建上海市中医药特色示范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推进

居家养老，水产路和杨泰路老年人助餐

点正式启用，杨行敬老院正式投入使用。

推进一村一居等老小区综合改造，改善

群众居住环境。创新社区管理工作机

制，加强社区居民自治建设，发挥治安、

物业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妥善化解社区

矛盾。６月１１日，成功举办第四届社区
运动会，运动会以“天天运动，人人健

康”为主题，设定 １０个比赛项目，３１支
代表队、１６８９名运动员参赛。

■精神文明建设　巩固市级文明镇创建
成果，组织开展“绿色小区”、“文明小

区”等文明创建活动。成功创建上海市

０８２

镇与街道



和谐示范居委会１０家、文明小区２２家、
文明村６家、文明单位１０家。组织开展
镇第四届邻里文化节、第七届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节暨第八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

杨行年会、读书月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丰

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杨行镇志》系列丛书出版发行　（参
见“地方史志”）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２日，杨行镇敬老院投入试运营 摄影／经瑞坤

表４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１年月浦镇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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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６ ９９６９ ４８５３ ５１１６ １４．６０

２００７ １０１３８ ４８９３ ５２４５ １５．００ １６９ １．７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５７ ６２１６ ５９３１ １４．３７ ２０１９ １９．９

２００９ １２２５７ ６０８７ ６１７０ １４．３７ １００ ０．８

２０１０ １３９３４ ６２８２ ６７５２ ２０．５％ ２０６８ １７．６

２０１１ １５０５８ ７７３６ ７３２２ ２２．１６％ １１２４ ８．０７

■杨行镇敬老院投入试运营　杨行镇敬
老院位于盘古路１９１１号，于５月１２日投
入试运营。该敬老院由镇政府出资建造，

投资额逾１７亿元，是专为老年人量身建
造的设施齐全、配套完善，与宝山区新城

规划相匹配的老年人颐养天年的场所。

院内占地面积３０９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３９７万平方米，共有床位１３５０个；院
外绿化 ３３公顷，景观面积 ２３万平
方米。

■举办第七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暨第
八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闭幕式

　１０月２１日晚７时，第七届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节暨第八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

行年会在杨行中学演艺中心举行闭幕

式，国际民间艺术组织主席卡门出席。

杨行年会共举办５天，内容有杨行吹塑
版画、松江丝网版画、青浦水印版画三大

版画展览、杨行民间文艺表演等。每年

举办一次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

成为杨行镇文化事业的一张名片。

■举办第四届上海杨行“画乡邻里文化
节”　１０月１７日 ～１２月１３日，第四届
上海杨行“画乡邻里文化节”举行，内容

有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社区党

建系列活动、特色项目评选、廉政文化进

社区等活动。杨行“画乡邻里文化节”

自２００８年开始举办，为杨行居民搭建起
“相识、相知、相助”的平台，营造“互学、

互助、互爱”的氛围，并为和谐社区建设、

文化事业发展、提升社会和谐程度起到

良好引领促进作用。 （黄亚萍）

月浦镇
■概况　月浦镇地处上海北翼，东临长
江入海口，南接宝山西城区，西连罗店中

心镇，北与宝山工业园区相邻。全镇总

面积４７３４平方公里，其中宝钢等大中
型企业２２３７平方公里，镇政府行政管
辖区域２４９７平方公里，下设１４个行政
村、１９个居民区。至年末，全镇有常住

人口４３３８４户、１４５６１４人，有户籍２５５４７
户、６３３２７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７７６６６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人
口出生率 ３４４‰，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７７‰，人口密度 ５８３１人／平方公里。
镇党委下辖 ３个分党委，２３个总支部，
２０２个党支部，登记党员６０２３人。辖区
内有法人单位６８８１个，学校３１所（其中
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的学校２所），建有公
共运动场所３个，居民健身点３６个，农
民健身家园９个。２０１１年，全镇累计实
现增 加 值 ６２７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２８％；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５９１亿元，
增长１３７％；完成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
值１０６亿元，增长１６１％；完成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１４２１亿元，增长１５２％；完
成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入６１１亿元；
农民年人均收入１７５９５元，增长１１６％；
劳均年收入２５９５６元，增长６８％。年内
获全国文明村镇“两连冠”、２００８年 ～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五好乡镇党委、上海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上海市创建学习型社

区达标单位、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纪

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世博会知识和文

明观博全民宣传培训践行活动优秀团队

奖、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市优

秀基层商会、上海市社区民防建设先进

镇、上海市老年教育先进集体等称号。

镇政府地址：月罗路２００号。

■经济建设　注重发展质量，以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出发点，加强企业

管理服务，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扶持政策，

在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加大低效

益企业调整力度，启动育浦集装箱储运

公司、舜宝彩钢结构公司结构调整工作；

配合区有关部门督促殷泰纸业、潜利工

业、海豹水泥等用能大户推进节能减排，

减少能源消耗，提高发展效益。注重项

目突破，中冶祥腾宝月花园、中冶尚园、

宝华盛世花园等楼盘预售工作进展顺

利，沈巷社区１号地块动迁基本结束，３
号地块７４万平方米配套商品房破土动
工。注重招商引资，全镇新增注册企业

１８２

月浦镇



表５ ２０１１年月浦镇镇管学校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在职教工数
（人）

学生数
（人）

性质 联系电话

月浦实验学校 庆安路５号 １２３
小学９０４

初中８８６
公办 ６６９３０１６０

盛桥中心校 古莲路２７１号 ６２ ７３７ 公办 ５６１５１７３９

小红帽幼儿园 绥化路５２弄６０号 ４５ ３７６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２２０

满天星幼儿园 石太路３１弄１号 ４０ ２７０ 公办 ６６０３０１３１

博爱幼儿园 绥化路２８８号 ５４ ４７２ 民办公助 ３６３０１０５４

合　计 ３２４ ３６４５

表６ ２０１１年月浦镇村、居民区

村（居）委会名称 户籍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长春村 ３１３ １０９１ 月浦镇月春路 ５６６４２９９９

茂盛村 ３９７ １３４２ 月浦镇新镇车站南首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沈巷村 ２２５ ６２３ 月罗路３０９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段泾村 ３２３ １０１６ 月浦镇月新北路３８１号 ５６６４６８２２

勤丰村 ３５３ １２７０ 月罗路８８８号 ５６９２８８７０

新丰村 ２８４ ９０１ 石太路９８号 ５６９２８８７２

海陆村 ４３６ １３５６ 月浦镇合和路９号 ５６１５１５００

盛星村 ４６５ １４２０ 石太路６６５号 ５６１５１５２０

沈家桥村 ３５８ １１１９ 石太路４８９号 ６６６８３３６０

聚源桥村 ２７６ ８０６ 月浦镇聚发路到底 ５６１５３３６５

月狮村 ２４６ ７８２ ?川路５４７９号 ５６１５２１０７

友谊村 １９２ ５８４ 钱潘路张家宅２２号 ５６１９６００４

钱潘村 ２６８ ８０３ 月浦镇钱陆路４２５号 ５６６４１３９９

第一居民区 １８８１ ４７２５ 绥化路５２弄６３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４

第二居民区 １８０９ ５５３５ 绥化路２６０弄２２号 ３６３０１０３０

第三居民区 ５７７ １０５８ 德都路２８弄２５号 ３６３０２５１２

第四居民区 ６９０ １５４６ 绥化 路 ２０１弄 ２０号
１０２室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第五居民区 １８８９ ４８８１ 春雷路３３１弄８号 ５６９３４６１４

第六居民区 ９８２ ２６７３ 春雷路３５４弄３号 ５６６４３５１４

第七居民区 １１６９ ３０５３ 德都路２６９弄３７号 ５６１９８９６１

第八居民区 ２２４８ ４１２３ 月浦八村８４号 ５６９３５５４０

第九居民区 ２４７８ ５００２ 德都路２１８弄５号 ６６９３００３８

第十居民区 ２４７６ ４４８８ 宝泉路６５号二楼 ５６６４７４７１

第十一居民区 ２６４０ ３９６７ 月浦七村３５号１０３室 ５６６４２４１３

第十二居民区 ２６７１ ３８７５ 德都 路 ３９９弄 ６号
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３３０８

第十三居民区 １１４９ ２８６７ 马泾桥二村１５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５

第十四居民区 ６２１ ５６０ 盛桥四村５８号 ６６０３６６１８

第十五居民区 １２８８ ２８６４ 盛桥一村３８号二楼 ５６１５４０１０

第十六居民区 １６５８ １３３６ 塔源路２５８弄５８号 ６６０３２０７８

第十七居民区 １９６ ４０４ 塔源路５８弄７８号 ５６１５８０８１

第十八居民区 ２２３ ５３１ 鹤林路５８弄８９号 ６６０３６９８８

（俞颂文）

１４１４户，新增注册资金２５３８亿元；把握
部市属企业下放契机，协调宝钢新日铁

公司、石洞口煤气厂等企业下放月浦，并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为新一轮发展争取

资源。注重村级发展，通过贷款担保、贴

息等方式鼓励各村建设标准厂房，引导

各村加强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提高经济

效益，年村级可支配财力平均值达到

５００万元，其中２个村可支配财力进入千
万元行列。

■城乡建设　推进工业园区及老工业基
地污水纳管工程，完成段泾村、友谊村

１２０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置改造工程和马
泾桥１～４村、沈巷新村３００弄截污纳管
改造工程，启动沈巷新村（２６９弄、３０７
弄）截污纳管工程。完成盛星村７８户高
压线下居农民动迁，友谊五队动迁方案

基本形成。新增绿化面积 ２２６７公顷，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３８４％，人均绿化
面积达到１８８平方米。

■平安建设　聚焦重点抓社会管理创新，
积极构筑社会管理“大联动”、“大防控”、

“大调解”工作格局，加大社会不稳定因

素排摸力度，提高信访处理和信访事项矛

盾化解率。开展突出社会问题专项整治，

深化警民警企联动，落实“两个实有”（实

有人口、实有房屋）管理机制，减少各类

案件发生。对集装箱住人情况开展专项

整治，在没有实施强制措施情况下，一个

半月内有３５户２０９只集装箱居住人全部
整改完毕。年内辖区盗窃案比上年下

降１０％。

■就业和社会保障　推进宝山区首家创
业“一门式”综合服务站工作，全年共新

增就业岗位 ２９９５个，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１０％；成功扶持创业组织５４户，完成年
计划的１０８％，带动就业６８６人；全部落
实３个征地项目１２７人的社会保障。全
年发放各类帮困资金 １３０５２９４３元。确
保新农保试点工作平稳推进，参保人数

５９６人。督促、协助４５０家企业建立工资
集体协商机制，建制率达 ９５％，覆盖职
工１０１２８人，工资集体协商完成年计划
的１１２８％。全年调处各类劳资纠纷
１４９件，调解率 ９２３７％，共为劳动者挽
回各类经济损失近２００万元。

■宝山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启用　１１
月２５日，月浦人民法庭正式启用。市高
院副院长陈立斌与宝山区副区长钟杰为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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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人民法庭揭牌。月浦人民法庭坐落

于?川路４３０１号，内设立案窗口、法庭、
调解工作室、协助执行室等，实现“一站

式”服务，可为月浦、罗店、罗泾、顾村等

地区的居民提供更为便利的诉讼条件。

■获全国文明村镇创建“两连冠”　年
内，上海市有９个村镇被继续保留全国
文明村镇称号，月浦镇是其中之一。自

２００９年初获评第二批全国文明村镇称
号，月浦镇根据创建工作要求，突出“五

个更加”，即思想在创建中更加统一，环

境在创建中更加美化，百姓在创建中更

加得“惠”，社区在创建中更加和谐，机

制在创建中更加完善，坚持开展文明创

建活动，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协

调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举办第十一届月浦锣鼓年会　１０月
１８日，“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第十一届月浦锣鼓年会”在月浦镇举

行。来自五大洲６个国家的民间艺术家
与来自上海、山西、江苏的２２支本土民
间艺术团队一起，进行中外民间艺术街

头表演。整个行进表演，分为“欢乐的节

日”、“艺术的盛会”、“美好的向往”３个
乐章；行进队伍中有本土锣鼓团队 １４
支、锣鼓彩车６辆，其中月浦镇参加的有
月浦四幼“幼儿摇鼓队”、月浦实验学校

“少儿对鼓队”、月浦“女子劲鼓队”、月

浦“单皮鼓舞蹈队”等。作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奉贤滚”、“罗店龙”，

首次在年会上亮相。

■获市容环境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优
秀”　上、下半年，月浦镇在市容环境社
会公众满意度测评中连获“优秀”。此

测评由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委托第三

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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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世博为契机，推进城乡环境建设。

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围绕镇第三次党代会和
四届一次人代会提出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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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面貌得到进一步改观。

表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罗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９７６３ ３９７６ ５７８７ ２１ １１０ １．１４

２００４ １０６０２ ４３７９ ６２２３ １９．２ ８３９ ８．５９

２００５ １０１３４ ４２１１ ５９２３ １９．１７ －４６８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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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６

２０１０ １２９１６ ６００４ ６９１２ ２５．０９ ８２７ ６．８４

２０１１ １３５９４ ６４０５ ７１８９ ２６．０８ ６７８ ５．２３

表８ ２０１１年罗店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罗南中学 １７ ６０３ ７１ 富南路１９８号 ６６０１３１８３

陈伯吹中学 １６ ５３３ ６３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５８６７

罗店中心校 １９ ７６５ ６４ 市一路１６２号 ６６８６６８３０

罗南中心校 ２７ １０２１ ９０ 富锦路５８５５号 ３６１３３２２７

申花幼儿园 ９ ３１６ ２４ 祁南一村３号甲 ３６１３０５７１

小天鹅幼儿园 １５ ４６２ ３８ 南东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１９００

罗店中学 ３３ １１６０ １３０ 罗新路７０７号 ５６８６１１５７

罗阳小学 ２０ ７９０ ６８ 东西巷街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５６３

罗店镇幼儿园 １１ ３８５ ２８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３号 ３６１３０３０１

罗希小学 １９ ８９３ ５０ 十年村张家桥 ５６８６１１１０

中国福利会美兰湖
幼儿园

１０ ３３０ ２２ 美诺路５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０１

金锣号幼儿园 １０ ３１８ ２２ 集贤路７０１号 ６６７１１８０１

罗店成人中学 １９ ９４２ ２６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５号 ５６８６４４４３

■开展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　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之际，月浦镇机关、
村、居、企事业等基层单位开展一系列

爱党、爱祖国主题活动。６月 ２４日，举
办“讴歌光辉历程、共筑和谐月浦”红歌

会比赛，来自月浦地区的企事业单位和

社区市民代表共１８支队伍、１０００多名
党员群众参赛；７月 １日，召开纪念建
党９０周年暨镇“三优一先”表彰大会，
表彰镇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志愿

者；７月上旬，召开“相聚在党旗下”系
列座谈会上，来自社区、农村和企业的

青年党员结合自身实际谈党史、谈理

想、谈发展。各基层单位同时开展特

色纪念活动，通过歌唱、舞蹈、朗诵、绘

画等活动体现对祖国、对党、对生活的

热爱。

■参加市农运会获佳绩　月浦镇把上海
市第七届农民运动会看作是展示月浦镇

精神文明风貌的机会，选取在月浦有着

良好群众基础和传统优势的４个大项共
６０余人组队参赛。经过４个月的比赛，
月浦镇健身气功代表队获八段锦项目金

奖和六字诀项目银奖、足球队获亚军、女

子打击乐队获“一镇一品”比赛二等奖；

月浦镇获比赛“道德风尚奖”。

（俞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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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１９平方公
里。下辖２１个行政村，１个捕捞大队，１４
个居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１７６９５户、

３８２

罗店镇



５２０２１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３２５户、５４３
人；列入管理的外来流动人口６３２４１人，
增加 ９１２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７％，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６９９％，
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经费投入比上年增

长２５％；户籍人口出生率６４５‰，户籍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７６‰，户籍人口密
度１１７７人／平方公里。辖区内有法人单
位１８２３个，学校１３所，建有公共运动场
所３个，居民健身点４１个，农民健身园
２０个。镇党委下辖６个党总支，１４８个
党支部，登记党员３７００人。年内举行宝
山寺重建落成暨全堂佛像开光庆典活

动，举办第八届罗店龙船文化节暨第五

届罗店灯彩年会、“十二五”城镇化发展

高层论坛及美兰湖高尔夫中国名人赛

等。“北欧航标”落户罗店北欧新镇，世

纪联华罗店店开业迎客。新创上海市平

安小区５个、平安单位９家，新创宝山区
平安小区８个、平安单位１５家，申报市
级文明村１５个、小区７个、单位３家，区
级文明村 ５个、小区 １３个、单位 ６家。
年内，罗店镇被命名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
上海市文明镇、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平安社
区、上海市双拥模范镇、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
年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魅力新农村乡镇、

全国人口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

（居）、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上海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上海市法制宣
传教育先进集体，四方村被评为全国人

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罗店镇政

府拆迁安置办公室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
重大工程立功竞赛优秀集体称号，小天

鹅幼儿园被评为上海市示范性幼儿园，

“围绕世博抓和谐，关注民生促发展”研

究文章获上海世博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

果奖，天平村被评为“上海市科普惠农基

地”。镇政府地址：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新农村建设　全镇有１８个集体合作
农场，吸纳本地农民就业１１６７人，人均
收入１６８９０元。落实农业生产最低保有
量任务，小麦种植 ２４９７亩，水稻种植
２１０７亩，蔬菜种植６５５４亩，上市蔬菜３
万吨，生猪出栏２万头，地产农产品检测
合格率达１００％。完成光明村蔬菜配送
基地、天平村食用菌出口加工基地建设，

启动宝山区１８万吨农产品配送中心等
项目建设，超大食用菌基地二期即将投

产，精品绿叶菜基地初步形成。完成土

地二轮延包工作，并通过市区二级验收。

完成３７０户农村村宅改造。

■经济建设　完成豪恒大厦现代服务业
载体的招商，大润发项目于６月１日开
工建设。引进上海康臣特种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上海京乾实业有限公司等超亿

元项目，河北邢台钢铁公司上海分公司、

宝腾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等注册型企

业７家。企德货展、汉康、济福项目竣工
投产，美兰湖生物项目完成基础施工，顺

能模具项目开展施工前期准备工作，飞

凯项目竞拍取得土地，政鸣、延中、强益

电气、菱大项目办理土地农转用手续，京

乾、康臣、罗诚、亚龙、五冶装备制造项目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实质性启动富锦

工业小区结构调整，解放工业小区企业

用地问题得到逐步解决。全年实现增加

值５３８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１％；地方
财政收入５４５亿元，增长１９９％；经营
性固定资产投资９５亿元，增长１６１％；
２０００万元以上产值能耗００９６７吨标煤／
万元，减少６１２％，５００万元以上产值能
耗００９７７吨标煤／万元，减少３９８％；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９６亿元，增长２３１％；
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１９∶６１８∶３６３。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幅均达到１０％。

■城乡建设和管理　完成罗店工业园区
污水纳管，完成解放工业园区及市一路、

罗新路和祁北路、罗溪路南段污水管网

建设，完成祁南一村雨污水管网分离及

纳管工程；塘西街延伸段（祁北路—罗新

路）市政工程全面完工，完成毛家路南段

抢修和联杨路、长联路等路段的修补。

完成区２０１１年创建国家绿化模范城区
４３８公顷苗木的种植目标，完成毛家
路、集贤路及罗新路两侧等绿化补种。

完成罗太路、罗升路、祁南一村约４００户
居民煤气改造工程。Ｂ７地块 ５８７５１平
方米住宅主体及富辰三期１９万平方米
商品房主体基本完工，罗店大型居住社

区配套商品房 Ａ１—Ａ４地块建设进展顺
利。以“三级联动”为抓手，加强对罗店

大型居住社区、罗店新镇和罗店老镇区

等重点区域的违法建筑整治，全年拆除

各类违法建筑１１４７１平方米，制止新的
违法搭建５０余起，义品村、张士村等１９
个行政村和向阳、罗南等１３个居委完成
拆违、控违达标验收，行政村达标率

９０５％，居委达标率９２９％。做好农村
建房审批工作，全年共审批农房４３２户，
翻建总面积７６５０１５平方米。注重市容
环境管理与执法并重，改善市容市貌，百

姓对罗店市容卫生环境满意度测评位于

全市郊区 ９４个街镇第 １８名，宝山区
第３名。

■就业和社会保障　完成罗店大型居住
社区罗店基地３５５８人的征地保障签约，
新增就业岗位 ２６００个，完成职业指导
７７３９人次，为４２００余名城镇居民提供就
业岗位，实现非农就业１４５０人，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１１９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１１４８人。落实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
家庭１１９人、补贴资金近 ２０００万元，投
入２３００万元完成１２００名老年农民养老
金增长及２６００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领
取养老金人员增加养老金工作，投入

２３０万元受理征地养老人员医药费报销
３７９６人次。全年发放各类救助金８００余
万元；２５０名残疾人参加免费体检；做好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申请、审核、选房工

作。受理劳动争议调解２２５起，调解成
功２０６起，帮助追讨拖欠工资、社会保险
费、经济补偿金等约５１０万元。

■社会事业　实现义务教育经费“三个
增长”（三个增长：指各级政府教育财政

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

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

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平均

公用经费逐步增长）目标，全年投入

１０９２７４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２％。完成
罗阳小学校舍明清风貌的改建并投入使

用，罗店中心校迁建工程进展顺利；建立

非沪籍学生招生入学的统筹机制，妥善

解决外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开展创建

国家卫生镇工作，推进道路整治、河道治

理、小区环境整治、绿化整修、病媒体生

物防治、公共健康生活等各项工作，完成

祁南二村、富辰花苑等小区环境整治。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完成罗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市一路社区卫生综合服

务站的信息化建设；完成健康档案电脑

化管理 ９８９１９人，计划接种门诊 １５４７６
人次，实现合作医疗参保人数１６１５８人，
参保率达１００％；对５６１名精神病患者落
实管理。对８３００余名６０岁以上老人实
施免费体检，１１８８名老人纳入居家养老
服务，走访慰问 ９０岁以上老人 ９２０人
次、困难老人７８５人次，改造３个老年活
动中心，建立３２个老年文体团队。受理
和发放计划生育各类奖励补助４３３４人，
投入３４９９２万元落实计划生育各项政
策，落实率达１００％。

■平安建设　加快创建“平安罗店”，制

４８２

镇与街道



定《罗店镇平安建设实事项目“规范各

类保安服务和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以

“综治工作中心”建设为平台，加强村

（居）委“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指在村

（居）委会建立综治、警务、治保、信访和

人民调解、社区保安和治安防范志愿者、

来沪人员服务管理“六位一体”的综治

警务室］规范化建设和管理，开展“综治

进企业”和“平安单位”创建活动。以富

辰居委作为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单位，推

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总结发扬世博

“红袖章”工程成功经验，提高社会面的

巡防管控能力，推进“两个实有”（实有

人口、实有房屋），落实长效管理机制。

深化来沪人员居住证制度管理，加强地

区人口总量调控。坚持落实领导包案、

接访和下访等制度，有效化解一批社会

矛盾。深化“大调解”工作格局，开展法

制宣传和法律援助，发挥人民调解作用。

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努力预防

和减少重新犯罪。开展建筑市场整治和

建设工程质量专项检查，成立专项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拟定和下发《罗

店镇开展建筑市场整顿及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大检查专项行动方案》。加强食品

经营整治，对镇域内食品生产、加工、销

售等环节实施全方位排查，确保镇内食

品安全总体可控。取缔“三小行业”８
家、无证地下食品加工点２处、无证废品
收购点７４处、非法行医２１处、无证游戏
机房１家、黑网吧４家、无证棋牌室 １５
家、非法劳动中介１家、非法液化气调换
点７处。完成重点整治单位２０３家，实
现整改 ５６７％。全年 １１０报警数为
１３９５起，比上年上升 １０２％；刑事案件
３８６起，下降０５％；八类案件 ２６起，下
降３７％；盗窃案件 ２５１起，下降 ７％。
接待群众来访１５０批４５５人次，比上年
分别增加３％和３４％；收到信访信件４３２
件，减少１１％；收到领导批办件３８件，增
加３％；接听信访电话５８件，增加１２％；
镇领导接待群众来访４８批１０３人次，分
别增加３３％和３４％。司法调处各类矛
盾纠纷９８６件，调处成功９８％。

表９ ２０１１年罗店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东南弄村 ６９９ ２０４２ 永顺路７１号 ５６８６５１９８

金星村 ７７９ ２５２２ 罗溪路３７１弄１２号 ５６８６３５７１

罗溪村 ８０８ ２３５９ 罗太路３３１号 ５６８６０３２５

四方村 ５０２ １６５１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５６８６９５３８

天平村 ５３７ １９０６ 石太路２０１８号 ５６８６０１７４

光明村 ５５７ １７７６ 罗东路３２５号 ５６８６１２３９

束里桥村 ４６９ １５７９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６１１２９

毛家弄村 ３２９ １１００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１４６２

义品村 ２７７ ９０８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５６８６２７１５

王家村 ６１５ １８９０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５６０１４９２０

朱家店村 ５７５ １７６３ 东太东路６３弄５号 ６６８６０９８５

十年村 ５５３ １７７１ 罗店杨南路 ５６８６０９１２

蔡家弄村 ５９７ １８０２ 沪太路６０１８号 ５６０１２３４８

西埝村 ７８４ ２３３６ 罗店杨南路２０７３号 ３６１３３３８６

繁荣村 ６２５ １９２４ 月罗路２１９８号 ５６８６１３６０

北金村 ６０８ １９５３ 沪太路６４８６弄１６号 ５６０１０９２８

南周村 ６８５ ２２１７ 长联路７０１号 ５６０１０９３７

张士村 ６２７ １９８９ 联杨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５６０１１１４９

富强村 ７３０ ２４２０ 沪太路６６６６弄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０２２５

远景村 ６６７ ２１１２ 沪太路７０００弄４８０号 ５６０１０３２１

联合村 ５０６ １４７６ 联杨路４５６８号 ５６０１０３０８

捕捞大队 １７９ ５０９ 月罗路２４６８号 ５６８６０２１１

古镇居委 ７８３ １８７７ 市一路２５６弄１１－１３号 ５６８６３８２９

罗南居委 １７２ ３９９ 南东路２５号２０３室 ５６０１０７８６

新桥居委 ７７４ １９５３ 市河街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２

向阳居委 ７１０ １７１７ 向阳新村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６３８１３

祁南居委 ４２６ ８３４ 祁南二村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７

富丽居委 ８８２ ２０９３ 富南路１９９弄５５号 ５６０１０９９６

富南居委 ６０ １３２ 南长路１０８弄１１１号 ６６０１０３４０

金星居委 １５６ ３７１ 集贤路５００弄３４号 ６６８６６２６９

富辰居委 ８１ １７６ 南东路１０８弄１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１２７５５

罗溪居委 ２２０ ４６３ 罗溪路６７１弄１６号２０１室 ６６８６６６５１

罗新居委 ３３ ５４ 集贤路８００弄２６号 ６６７１２０８０

金星二居委 １４４ ２８７ 集贤路５０１弄１３０号 ５６８６６５０８

顺驰美兰湖居委 １０３ ２０４ 罗迎路５５８弄１００号 ５６５９０５４２

颐景园居委 ２４７ ３１６ 美艾路１９８弄１９２－１９６号 ３６５０９９１８

（周　祺）

■精神文明建设　以东方讲坛、《金罗
店》报、罗店党政网为平台，开展创建国

家卫生镇、上海市文明镇和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宣传工作，居民知晓率实现广覆

盖。全年举办宣讲活动３９次，发行《金
罗店》报１３期１９５万份，罗店党政网点
击率名列宝山街镇网站第一，上报市级

媒体新闻６７１条、区级媒体２０８条，获上

海市东方讲坛优秀举办点称号。组建各

种群众性文体团队６１支，组织文化下乡
演出４１场，农村“２１３１”数字电影放映
１０４０场次、公益场电影放映１５场次。完
成２１个村农村有线电视“户户通”工程、
２０个新农村农民“健身家园”工程、２０个
村“农家书屋”建设，新建 １个文化分
中心。

■罗店新镇开发　加快推进新镇美兰湖
妇产科医院建设，完成１７００余套桩基的

工程施工，完成交通枢纽四楼品牌招商，

完成皇冠假日酒店改造。推进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美兰湖文化中

心和卫生中心建设进展顺利。

■罗店老镇改造　全面启动罗店老镇亭
前街房屋、屋面、立面整治，确定梗浦桥

重建方案并完成施工设计。完成沪太

路、罗升路牌楼工程及周边环境改造，完

成稻香堂、敦友堂等历史遗迹内居民户

的情况调摸，启动市河２８公里“创模”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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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整治工程。

■宝山区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建设　
年内完成民房动迁签约 １７６４户（总数
１８４０户），签约率为９５８７％；１９３户动迁
企业签约１７５家，签约率为９０６７％。在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开工建设区属动迁安置房
一期３５万平方米和市属保障性住房一
期６０万平方米基础上，于１１月开工建
设市属保障性住房二期１１０万平方米。

■政府信息公开　罗店镇全年在宝山区
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动态信息５４条，在宝
山区办公业务网发布信息１５１条，在罗
店镇党政网发布动态信息３４４条。产生
政府信息２８２条，其中主动公开政府信
息１８条；完成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督办事
项３５件。

表１０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罗泾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４１６７ １９６２ ２２０５ １９．９０ ６２７ —

２００４ ４５３８ １８７７ ２６６１ ２１．３０ ３７１ ８．９０

２００５ ５７４９ ２４６８ ３２８１ ２０．８０ １２１１ ２６．６９

２００６ ６４０２ ２８８８ ３５１４ ２３．００ ６５３ １１．３６

２００７ ６５５２ ３００８ ３５４４ ２３．００ １５０ ２．３４

２００８ ７０９６ ３３１２ ３７８４ ２５．００ ５２７ ８．０４

２００９ ７３８３ ３４３８ ３９４５ ２６．３１ ２８７ ４．０４

２０１０ ７５９９ ３５６４ ４０３５ ２７．００ ２１６ ２．９３

２０１１ ８１３０ ３８０６ ４３２４ ２８．７２ ５３１ ６．９９

表１１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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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７９０ ８０ 东朱路８号 ６６８７０１０５

罗泾中心校 ２１ ８５５ ６８ 陈东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７１８６４

罗泾中心幼儿园 １５ ５３３ ５９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号 ５６８７１９８１

民办肖泾小学 ２５ １２８７ ６１ 沪太路９１０３号 ６６８７８２０８

宝宝乐幼儿园 ８ ３６６ ２１ 新陆村 ５６８７４０４１

■基层组织建设　推进基层党组织和村
（居）委换届，完成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间
１３０余个基层党组织的换届选举工作。
推进农村党建“三级联创”（指导区、镇、

村三级党组织分别争创基层组织建设工

作先进区，以及“六好”镇党委，“五好”

村党支部）活动，评选出市级“五好”（领

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发

展业绩好、群众反映好）村级党组织 ４
家，区级“五好”村级党组织１７家。推进
社区物业党建联建工作，构建社区大党

建格局。增强社区民主自治意识，落实

“三会”（听证会、评议会、协调会）制度。

扩大“两新”组织覆盖面，规模以上“两

新”组织党组织覆盖率为３７６％。坚持
开展基层党政干部家属廉政教育活动，

坚持廉政指导员例会制度，严格规范“三

重一大”工作规程。认真执行基层、机关

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坚持政务、村

务、企务公开制度，罗店镇被评为上海市

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镇，２０个村被
评为上海市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

■“北欧航标”落户罗店北欧新镇　３月
２８日，在上海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北欧航标”落户罗店北欧新镇项目签

约仪式暨揭牌仪式。区委常委、副区长

夏雨，丹麦王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

何丽兰女士出席。“北欧航标”是丹麦

驻沪领事馆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举办的一

个多功能、充满趣味性及启发性的实体

商务平台，以不同方式展现北欧的文化

与设计，同时打造一个开放、友好、参与

度较高的良好环境，促进北欧企业与中

国企业的合作。上海世博会期间，冰岛

总统、丹麦王储、丹麦亲王殿下及外交部

部长等到访北欧航标馆。

■举办２０１１上海美兰湖音乐节　（参见
“商业与旅游”）

■举办２０１１年上海美兰湖高尔夫名人
赛　１０月２７日，为期４天的２０１１年上
海美兰湖高尔夫名人赛开杆。世界排名

第二的李·维斯特伍德、美国名人赛冠

军肖尔·舒瓦泽尔、美国 ＰＧＡ锦标赛冠
军基根·布拉德利、多次在中国获冠军

的保罗·卡西以及“中国一哥”张连伟

等来自世界各地的３０名世界顶级球手
被分成１０组参加比赛，比赛总奖金５００
万美元，冠军奖金２００万美元。国家体
育总局小球管理中心主任、中国高尔夫

球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小宁，国家体

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

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王立伟，市体育局

局长李毓毅、副局长陈一平，宝山区领导

沈秋余、康大华、李原等出席启动仪式。

■举办２０１１环球时尚超级模特大赛全
球总决赛　（参见“旅游”）

■宝山工业园区农民动迁安置房建设启
动　作为宝山“十二五”开局之年的一
项重大民生工程，宝山工业园区农民动

迁安置房于１２月１５日在罗店大型居住

区启动建设。宝山工业园区农民动迁安

置房建设基地在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Ｄ１－Ｄ４地块，其范围西至陆翔路、北至
月罗公路、东至沪太路、南至年吉路，总

占地面积１７２６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
约４２８０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约３４７３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
８１０万平方米，可安置１２００户农民。

■宝山罗店医院改扩建工程启动　１２
月１５日，宝山区罗店医院改扩建工程项
目举行启动仪式。作为宝山北部区域医

疗中心，改扩建后的罗店医院占地面积

达３３５公顷，总建筑面积约４２０００平方
米。其中，新建项目主要为门急诊楼、医

技楼、病房楼和地下应急救护中心等；改

建项目主要为２００张康复床位、中医门
诊、体检、培训和办公后勤区域。

（周　祺）

罗泾镇
■概况　罗泾镇位于宝山区西北部，东
临长江，南连月浦、罗店镇，西邻嘉定区

徐行、华亭镇，北接江苏省太仓市浏河

镇，总面积５０平方公里，其中宝山工业
园区规划用地 ２１平方公里，浦钢用地
３３０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１２６４１０公
顷，比上年减少３５０％。下辖２１个行政
村，１８１个村民小组，４个居委会。至年
末，全镇有户籍８７０１户、２８５３２人，分别
比上年增加７１户、减少６２人，其中非农

６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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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口１８７１１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３７３２７人，减少３６５９人。常住人口出生
率５４０‰，人口自然增长率－２９４‰，计
划生育率９９８０％，来沪人员计划生育率
９２５０％，人口密度 １３１７人／平方公里。
镇党委下辖 ３个党委，６个党总支，１３０
个党支部（含２１个老龄党支部、６４个两
新组织党支部），有中共党员２３７３人，其
中老龄党员９６７人。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５１４５家（含大公司下设的分支机构、分
厂），个体法人１００８个，学校５所。建有
市民健身中心３所，居民健身点９３个，
农民健身运动场１４座，游泳池１座。全
年工作以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

以“发展、转型、提升”为主线，把罗泾建

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文

明”的现代化滨江新镇，巩固“国家卫生

镇”、“上海市文明镇”创建成果。年内

获“上海市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

镇”、“上海市平安农机示范镇”、“上海

市民间艺术之乡”、“全国全民健身先进

单位”等称号。镇政府地址：飞达路

８５号。

■经济建设　夯实经济发展基础，依托
罗泾港区，优先发展现代物流、港口贸易

和服务业。启动罗泾配套产业园市政道

路建设，厦门象屿、华辉物流、中国五矿

华东物流总部基地、上海国际酒类贸易

中心等项目注册落地。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以宝山经济发展区、民营科技园、资

产公司等为主体的招商引资工作呈良好

态势，新增注册企业４５０户，全镇税务户
管企业５４００余户，工业固定性资产投资
２４２亿元，注册型经济总量保持稳中有
增。盘活盘优存量资产，启动跃龙厂、海

南春等地块产业结构调整，培育齐合天

地、木材交易中心、上海金属结构创意设

计产业园等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搭建

村级经济统筹管理服务平台，探索村级

经济发展新模式，年内２１个村共完成区
级地方财政收入１３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８３０％。全年完成增加值 ３２３８亿元，
增长１２４０％；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
２７８亿元，增长 １２２０％；税收收入
１０１８亿元，增长 ２３５０％；规模以上企
业共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４２６０亿元，增
长２６９０％，工业利润 ２３２亿元，增长
７０５０％；完成外贸出口额１２７亿美元，
增长 ２４８０％，实际利用外资 ７４３万美
元。销售商品房１３２０套、１２３６万平方
米，销售金额２６９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３９５亿元，增长１２１０％。实现农

业总产值 ２４３亿元，农产品配送产值
４２００万元，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社会事业　推进学校设施建设，提升
教育硬件水平。建筑面积为 ３３５０平方
米的罗泾中学二期工程、占地面积为

６１２７平方米的罗泾第二幼儿园建设工
程在年底结构封顶。加强行知中学和罗

泾中学教育联建体建设，促进教育、科

研、师资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以及在教育

设施、设备等各类资源上的支援与共享。

年内，罗泾中学有２７名学生考取市、区
重点高中，录取率３０％，小学、初中毕业
率１００％，取缔非法办学点１个；镇社区
学校全年各类办班共２４５个，参加学习
培训２１４３９人次。上海市健康镇试点工
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覆盖全镇，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近

１００％，农村居民门急诊报支比例提升至
６５％；开展控制病媒体生物、控烟、禁烟、
爱国卫生等活动，“四害”密度控制达

标，完成无偿献血任务。社区文化活动

丰富多彩，全年共举办文艺巡演７０场，
放映数码电影 １１３４场，观众 ５０８万人
次。“婉娥之乡”沪剧社挂牌成立，成功

创建“上海市民间艺术之乡”，完成“第

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罗泾区

域内的各项活动。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举办镇中国象棋、钓鱼、乒乓、游泳等比

赛。组队参加市农民工定点投蓝比赛获

冠军，获市农运会男篮亚军、全国百城千

村健身气功比赛宝山赛区二等奖。被评

为“全国全民健身先进单位”、“上海市

国民体质监测先进单位”。巩固科普阵

地，完成全镇各村电子画廊建设；开展

“科学生活环保先行”教育活动，相关知

识面授培训７５０人，网络培训５０３人；全
镇１９个科普村、居复审验收合格。

■就业和社会保障　健全社会保障机
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年内新增就业岗

位１２４９人，落实青年见习５１人，均完成
目标数 １０２％；认定就业困难对象 １０８
人，安置率１００％。扶持个体创业３０人，
登记失业人数控制为４７６人。完成农保
务工人员转城保工作，新农保扩覆率

７８％。办理新征地应保手续 ２１２人，保
障率１００％。首轮经济适应房有１２户受
益家庭，申请流程公平、公正、公开。受

理劳动争议案件 ６４起，调解成功率
７０％，追发职工被拖欠、克扣的工资 ４４
人、近６０万元。农保退休人员退休金月
均５５０元，比上年增加２６％；老年农民生

活补贴月均３７０元，增加３２％。全年办
理敬老卡 １１５１人，城镇居民社会保险
１０１３人，医保农民７２６３人。完善“助困、
助医、助老、助学、助残”体系，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阳光职业康福

援助基地正常运行，全年发放城镇低保、

农村低保、大病医疗、重残无业、临时物

价补贴、节日送温暖、支内回沪人员生活

补助、综合帮扶等救助金共计 ５２３３人
次、５１９万 元，分 别 增 加 ３２２％ 和
３１８％。落实供应老年人中午就餐实事
工程，建立１支６０人助老服务队伍，居
家助老服务对象４４１人，为４名百岁老
人发放特殊生活补助每月３００元。至年
末，镇２所敬老院共有养老床位２１０张，
入住老人１５７人。

■村镇建设与管理　坚持把新市镇建设
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载体和支

撑，完成镇域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方案编制。完善新镇控制性、核心

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开展新市镇风貌研

究。推进土地收储出让工作，宝平苑东

侧、宝悦家园西侧、罗泾公园西侧等３处
地块列入收储计划，共计 ２９１４公顷。
宝祥新苑动迁安置小区、Ｂ１－４地块商
品房住宅小区工程，分别于６月和９月
启动建设。北郊１号商品房实现销售１１
万平方米，并完成内部河道整治和周边

景观绿化工程。完成肖泾区域、飞云路

沿线、老镇区的污水纳管工程，实现建成

区污水管网全覆盖。启动老镇区天燃气

改造工程，开户数共５０４户。编制《建筑
市场整治及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大检查专

项行动实施意见》，查出未履行建设审批

程序的工程项目 ７个，并作停工处理。
落实环境长效管理机制，优化村容村貌，

抓好拆违整治，年内共拆除违法建筑

５０６７平方米（含历史遗留存量 ３７５７平
方米），２１个村、居通过区级拆违达标
验收。

■新农村建设　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全
镇１０５４４７公顷（含苗木 １６５４７公顷、
果林２４９３公顷、水产养殖４６９３公顷）
农田全面实行集体合作农场规模化经

营，共建１８个集体合作农场。粮食生产
实现全程机械化，小麦和水稻亩产分别

达到３２１公斤和５４９公斤，分别比上年
增加 ７公斤和 ３４公斤，粮食总产量
９２６２８０吨，增加 ２９２％。“洋桥牌”宝
农３４大米获上海市优质稻米金奖“三连
冠”，优质稻米产业化基地建设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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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１年罗泾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海红村 ４６２ １４７２ 金石路东首西南 ５６８７１０７０

川沙村 ４７３ １４７０ 东升路１号 ５６８７１８４５

宝丰村 １６５ １４５８ 潘川路２７１号 ５６８７１５２５

牌楼村 ２７４ ９１７ 青三路二房宅５８号 ５６８７５２９５

合建村 ４２０ １４２１ 罗宁路１９９６号 ５６８７１０８９

潘桥村 ４８８ １６５９ 潘川路２５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８５６

陈行村 ４４０ １４１５ 陈镇路２８５号 ５６８７２０８９

海星村 ５５８ １９６４ 新川沙路２５１号 ５６８７００２７

花红村 ３９１ １２８７ 跃龙桥东北堍 ５６８７０３１３

新陆村 ３５６ １０６５ 东升路６号 ５６８７００１３

王家楼 ３０７ １１７２ 罗北路１５５８号 ５６８６１４２２

新苗村 ４８４ １６００ 沪太路集宁路口 ５６８７１７６９

塘湾村 ３８２ １２９３ 沪太路９６０５号 ５６８７７１６５

洋桥村 ３６４ １１４６ 沪太路９８９８号 ５６８７８７９５

合众村 ２６６ ８４４ 潘金路９８８６号 ５６８７０２１４

高椿树村 ４０２ １２３４ 潘川路９９９号南首 ５６８７４１２０

三桥村 ４１１ １３９１ 金石路富长路口 ５６８７０２０３

肖泾村 ４２５ １４２１ 沪太路８８５８号三楼 ５６８７０１２２

民众村 ２６４ ８８１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５６８６０１３０

解放村 ３３４ １１９６ 沪太路８２３７号 ５６８６７８５１

和平村 ３０１ ９７２ 罗北路 ５６８６２５９４

一居委 １０６４ ２５３２ 陈东路７９弄陈东新苑１５号 ５６８７８６５１

宝虹家园 ２５８４ ６６８８ 陈川路５５５弄１１号 ５１２８３０２５

宝通家园 １４５３ ３７８３ 潘新路１１８弄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悦家园 １２３８ ３３０６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 ３６３８００２５

　注：４个居委会户籍人口数和部分村有重复 （汤其明）

初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和“农场 ＋公
司＋市场”的农业产业体系，农场职工人
均年 收 入 １８６万 元，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１３８％。农副产品种类丰富，全年共上
市蔬菜 ２２０８吨，增长 ４５３％；水产品
２６５吨，增长 ３５５％；瓜果 ６００吨，增长
２０％；生猪出栏 ７２００头，减少 １８４６％。
完成镇村河道综合整治 １１条，共 ５１５７
米，疏浚泥土４９４万立方米；创建生态
河道１条，长１１４６米；翻建农桥１座，维
修１１座；实现农村公路“村村通”；完成
农村自然村宅改造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工程，累计改造农户３２７９户。实行农作
物秸杆和生活垃圾禁烧，道路、河道保洁

实现全覆盖，种植护坡绿地１０２万平方
米，水生植物７７３２平方米，水域景观初
步显现。建成合建村陶家宅、陈行村蔡

家宅、徐家宅、潘桥村何家宅、花红村袁

家宅、洋桥村方何宅等一批农村自然生

态亮点。

■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　按照“突出主
线、立足创新、强化整治、夯实基础”，完

善“大调解”和“大防控”机制建设，及时

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安平稳受控。坚

持领导挂牌接待、部门轮流接访、负责同

志包案等信访工作制度，年内共发生群

访镇政府９１批２１０１人次，分别比上年
增加 １％和 ４８２０％；集访区政府 １批
２００人次，分别减少１００％和１０１％；集访
市政府４批１３０人次，京访１批６人次，
全年未发生影响全局的群体性事件。初

信访化解率８０％以上，重要交办件办结
率１００％。法院巡回审判站接待来访
１５４人次，调解 ２１起，开庭审理案件 ７
起；调解矛盾纠纷１０５起，成功率１００％。
做好严控网络和严打整治，推进“红袖

章”工程，注重人防、物防、技防协调发

展。年内１１０报警数９６８起，减少８％；
发案８３６起，减少７％；发生偷盗“三车”
案件１３４起，减少６％；侦破刑案９３起，
查处黄赌毒人员３２人，治安拘留９３人，

起诉６２人，劳动教养１２人。扩大技防
覆盖面，新增监控探头２２个，ＣＫ报警装
置１１套。深化居住证制度管理，引导来
沪人员有序流动，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３７３２７人，减少８８１％，办证率９８％；房
屋租赁户 ３７３８户、１０３５２间，分别增加
１１５５％和４８９％。创新社会管理，对合
建村马北、马南２个村民小组试点实行
封闭式管理，建立２个综治警务点，实施
亮灯工程，安装监控器，纳入镇区监控系

统。强化“以人为本”意识，层层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年内无较大安全生产、火

灾、交通、环保等事故发生。

■公共卫生　制定“巩固国家卫生镇成
果，落实常态长效管理实施意见”，结合

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镇创建工作，

组织“迎新春”、“迎五一”、“迎国庆”等

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每月“环境清洁

日”、“星期四爱国卫生义务劳动”等活

动，共清除卫生死角１８５处，乱张贴８３６
处，垃圾４２９吨，蚊蝇孳生地１２４７处，参
与活动１６５万人次。新建居民健康自
我管理小组７个，开展１周２课健康讲
座，发放问卷调查 １２００份。新增萧月
路、花红村袁村宅健康步道２条。开展
卫生监督执法检查，查处非法行医８０户
次，收缴药品２２箱，器械３２９件，取缔窝
点８户次，拔除钉子户３家，行政立案３
件，共处罚金１７５万元。推行公共卫生
均等化，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５３９５１份，免
费体检老人 ４７２２人、妇女 ３８５１人。普
及社区健康教育，开展相关宣传活动４０
次，发放宣传资料２４０万份，开设讲座
５５次。落实防控措施，储备急救物资，
全年无甲类传染病报告。镇红十字会按

照“政府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社团

运作、依托社区、综合帮扶”的工作要求，

开展个案帮扶２９人，项目帮扶２１人，合
计金额１２６５万元，使３０名困难失智老
人享有护理用品。年内，新陆、塘湾、合

建、海星４个村被评为“上海市健康村”。

■完成编制镇十二五规划　年内，“罗泾
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

划纲要”正式出台并开始实施。“十二

五”发展目标为：发展新产业，“实力罗

泾”全面提升；打造新市镇，“活力罗泾”

形态初显；建设新农村，“生态罗泾”基

本形成，到２０１５年，基本实现城乡一体
化，把罗泾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滨江

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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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镇第五次党代会　９月 ８日，中
共宝山区罗泾镇第五次代表大会在飞士

会议中心举行，共有正式代表 １３０人。
大会听取、审议并通过镇党委书记常积

林所作的题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抓

住机遇、加快发展，为基本实现城乡一体

化而努力奋斗”的党委工作报告以及镇

纪检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党

委领导班子和镇纪检委领导班子。

表１３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顾村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８８０３ ３９９８ ４８０５ １７．９０ — —

２００４ ８９７３ ４０５３ ４９２０ １７．７９ １７０ １．９３

２００５ ９３２５ ４１８３ ５１４２ １７．００ ３５２ ３．９２

２００６ １００３５ ４５６７ ５４６８ １７．２９ ７１０ ７．６１

２００７ １１４４７ ５２４９ ６１９８ １８．６９ １４１２ １４．０７

２００８ １３３３９ ６３１９ ７０２０ ２０．５１ １８９２ １６．５３

２００９ １５８３３ ７５７６ ８２５７ ２２．０７ ２４９４ １８．７０

２０１０ １７０９９ ８１２６ ８９７３ ２２．５０ １２６６ ８．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２１ ９８３３ １０３８８ ２２．８１ ３１２２ １８．２６

表１４ ２０１１年顾村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顾村中学 ４１ １４５８ １５２ 电台路９３号 ５６０４２５７２

刘行新华中学 １９ ７１３ ６３ 菊太路１０５８号 ３３９１２９５８

宝虹小学 １４ ４５０ ３９ 菊盛路１５０号 ６６０２５３１０

顾村中心校 ２７ １１６１ ７６ 顾北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４２４２８

泰和新城小学 ２１ ８３８ ６４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１８８号 ５６０４５５２０

共富新村小学 １８ ７４６ ５３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９７８

菊泉学校 ２２ ８４５ ５８ 菊太路３２１号 ６６０２８２８９

共富实验学校 ３６ １９１７ １２０ 共富路５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０３２

顾村中心幼儿园 １２ ４８９ ３１ 顾北东路９９号 ３３８５５６１７

刘行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５００ ３５ 菊太路１０７７号 ５６０２２８１４

泰和新城幼儿园 １０ ３７５ ２３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３５号 ５６０４８４４７

依云湾幼儿园 １２ ４９６ ３３ 顾荻路１５０号 ３６０７０８６２

荷露幼儿园 １２ ４２８ ２９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０４８９２５

贝贝佳幼儿园 ２２ ７４２ ９０ 共富四村３２１号 ３３７０１５６８

杨波幼儿园 １２ ４００ ２９ 菊太路４５６号 ６６０２６１８１

菲贝尔幼儿园 １０ ４０２ ４２ 共富二村３０１号 ３３７０３２５６

立志小学 １１ ５６１ ３７ 宝安公路８５３号 ３６０４１２１５

海兰小学 １９ １１１８ ３７ 陈广路５５５号 ５６０２０１４８

蓝天小学 ２３ １１６５ ４５ 宝安公路２２４６号 ６６０２１７２８

沈宅小学 １１ ４９９ ２４ 联杨路２２２８弄１号 ６６０２７０３８

顾教小学 ４２ ２１５９ ６８ 刘行菊泉街５２８号 ５６０２６７７０

小雨点幼儿园 ６ ２２０ １５ 教育路５６７号 ５６０４０７９９

彩虹幼儿园 １０ ３２０ ２８ 宝菊路８５８号 ３３８５１７６１

沙浦路幼儿园 ４ ９２ １２ 沙浦路３７７号 ６６９７５５２６

■召开镇第六届人代会　１２月５日，罗
泾镇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在飞士会议中

心举行，共有正式代表 ６２人。大会听
取、审议并通过镇长黄振德所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人大主席林明所作的人大工

作报告，副镇长马敏佳所作的政府财政

预决算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镇政府领

导班子和镇人大主席。

■完成党支部换届　全镇基层党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于 ２月启动，６月底结束。
本次进行换届选举的党支部共有８０个，
其中村、居２５个，企业单位５个，机关事
业单位１２个，“两新”组织３８个。换届
选举采用“公推直选”（党组织、党员、群

众推荐确定候选人，直接等额选举）、

“两推一选”（党组织、党员推荐候选人，

差额选举）两种方式。整个过程发扬民

主、公开透明、坚持原则、有序推进，基本

实现选举一次成功。新一届基层党支部

结构相对合理，年龄、文化、专业、男女比

例等得到优化，支委会一般由 ３～５人
组成。

■组织国际民间艺术节活动　１０月１９
日，参加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节活动的奥地利克拉根福雪绒艺术团一

行２０余人到访罗泾，为地区居民表演具
有异国风情的民间歌舞。艺术团成员参

观“罗泾十字挑花”、书画、手工艺等当

地民间艺术，双方进行艺术交流。１０月
２１日，在罗泾北公园举行国际民间艺术
节广场演出，韩国、以色列、巴西、斯洛伐

克等４个国家的近百名民间艺术家，表
演各具特色的民间歌舞。１０月２２日，以
色列民间艺术团一行２３人，走进罗泾街
坊农宅，与８户居民、农民联欢互动，学
烧中国菜、下田劳作等，交流两国民间文

化和民俗风情。

■婉娥之乡沪剧社成立　７月１日，“婉
娥之乡沪剧社”成立暨“丁婉娥陈列室”

开馆仪式，在罗泾文化活动分中心举行，

旨在纪念沪剧界一代宗师丁婉娥，传承

弘扬地方戏曲文化。丁婉娥原名金小

妹，１９０５年生于小川沙金家宅，９岁进上
海宝成纱厂当童工，后拜申曲名家施兰

亭为师，跟施的大弟子丁少兰学戏，取艺

名丁宛娥。数年后，丁自创“婉娥儿童申

曲班”，培养了丁是娥、杨飞飞、汪秀英、

筱爱琴等一大批优秀演员和沪剧名家。

解放后，丁婉娥加入上海人民沪剧团，并

受聘于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丁婉娥是中

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于１９８６年
病逝。婉娥之乡沪剧社特邀宝山沪剧团

团长华雯为艺术顾问，成员以本镇居民

为主，吸收部分街镇沪剧爱好者加盟。

（汤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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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个行
政村，４４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有户
籍３２０４８户，比上年增加 １７４３户；户籍
人口８０３０４人，其中城镇居民６７７７２人，

９８２

顾村镇



表１５ ２０１１年顾村镇村委会

村民委员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白杨村 ４６６ １３６０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９２

顾村村 ５４２ １６６４ 顾北路８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２１

朱家弄村 ４２９ １４４７ 佳龙路２００号 ５６０４２６２７

羌家村 ７３３ ２２４１ 宝安公路１４３５号 ５６０４２５１７

谭杨村 ５８７ １９１９ 潘泾路８１５号 ３６０４２９７８

盛宅村 ７５０ ２３８６ 泰和西路３３５８号 ５６１８２５７３

星星村 ４６８ １４６１ 富长路跃进路 ５６０４３０６７

杨木桥村 ２８６ ９７２ 潘泾路６号 ５６０４２５０２

长浜村 ４５ １０６ 新顾村大家园 Ａ区 １０８号
１０２室 ５６０４０２５１

胡庄村 ５１７ １６３９ 共富路６０１号 ３３７１１１５３

老安村 １２１２ ３３１７ 沪太路潘广路１１１１号 ５６０２２６５１

沈宅村 ５７０ １７７１ 联杨路２２１１弄５号 ５６０２８８４６

归王村 ６５９ １９４８ 陆陈路３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２５０

毅翔村 ７２６ ２１４７ 宝安公路１６５７号 ５６０２４７５５

广福村 ６７０ １９５６ 宝安公路２１８５号 ５６０２０７０４

陈行村 ８６３ ２２６８ 陈广路５５６号 ５６０２９００３

正义村 ５２０ １４７０ 菊联路８９弄５６号 ３６３１２３２４

沈杨村 ５５３ １６３７ 顾陈路８０５号 ５６１８９０８１

王宅村 ７３６ １９４２ 陈富路１３２５号 ５６０２３１４７

大陆村 ６５７ ２０１９ 沪太公路４８３７号 ５６０２３５１３

分别增加３７６２人、４７２８人；列入管理的
外来人口１３６７０４人，增加９９５９人；户籍
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６６％，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 率 ９７７８％，户 籍 人 口 出 生 率
９１４‰，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９６‰。
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２９５１个，学校２４所。
镇党委下辖９个党总支、１５６个党支部，
登记党员 ５７８７人。建有农民健身工程
１５个，居民健身点５０个。２０１１年，全镇
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３７２亿元，农业总产
值０５５亿元，工业销售产值 １３７８亿
元；实现增加值５５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０９％；完成合同外资 １０５０万美元，增
长２％，外资实际到位数１０６６万美元；完
成国家税金２０６２亿元，增长２０６％；区
级地方财政收入７０２亿元，增长９９％；
完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１６９２亿元；
劳均收入２９１２２元，增长１１２％；人均收
入１９６５７元，增长１１２％；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１８５４亿元，增长 １７４％。
粮食总产量 ９８９吨，上市蔬菜 ４８６７吨。
年内，顾村镇获“上海市法制宣传教育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谭杨村被评为“上海

市先进调解委员会”，老安村、星星村、大

陆村、陈行村、盛宅村被评为“上海市民

主法治村”；共富二村第四居委、共富二

村第三居委、天极花园居委被评为“上海

市民主法治小区”。镇政府地址：泰和西

路３４３１号。

■经济建设　在工业生产上，以?川路、
联谊路和工业园区等区域为重点，加大

对沿线沿轴劣势企业的调整力度，对上

海交运巴士拆车有限公司、上海纯新羊

毛衫厂、上海黑马货运服务有限公司等

企业实施关停转型，对宝刘化工储运和

盖斯工业气体等一批危化企业实施调整

迁移，对上海特申特建筑装潢工程有限

公司等低效企业实施转型。加大先进制

造业扶持力度，以高科技和新能源产业

为导向，以产业能级提升为目标，扶持发

那科机器人、法维莱轨交设备等先进制

造业优势企业。在服务业发展上，加快

上海国际网购生活广场（一期）项目建

设；上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海宝示范

园、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富园等一

批生产性服务业项目招商情况良好。在

商业发展上，加快区级商业组团式发展，

绿地北郊广场一期、二期基本建成，商办

部分对外销售；绿地公园广场与正大集团

签订合作协议，正大缤纷城项目建设进展

顺利。年内，全镇新引进外资项目５个，
外资增资项目３个；顾村、刘行两个经济
发展公司全年完成企业招商１９８家，注册
资本近３４５亿元。在农业发展上，做好
农业规模经营，保持农业可持续性发展，

对部分合作社人员作适当调整，并进行合

作社财务检查，对操作不规范的现象进行

整改。提高“五园七社”（“五园”指广福、

羌家优质稻米园，沈宅、羌家苗木林果园，

谭杨千亩绿色蔬菜园，星星花卉苗木展示

园，胡庄生态草鸡园；“七社”指宝良苗木

花卉、星泰杨蔬菜园、星昊花卉、宝佳林

业、新振生林业专业合作社及胡庄家禽养

殖场、振农园艺场）经营管理水平和运营

质量。“稻米园”在种植宝农３４优质米
的基础上，推广“秋优金丰”优质杂交稻

的种植，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种

植收益；加快“农家乐”二期工程建设，配

合上海景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

区级龙头企业和申报蔬菜加工二期建设

项目。

■城镇建设与管理　完善市政道路建
设，顾陈路大中修工程开工建设，杨泾两

侧企业综合整治、区域污水管网建设及

截污纳管工作启动实施。推进动迁工

作，顾村公园（二期）动迁年内完成民房

签约４１５户，签约率８１２％；全部完成顾
村公园捆绑基地企业动迁，民房签约率

８１６％；宝安公路拓宽完成企业签约７８
家，签约率８０６％；潘泾路三期、康宁路
拓宽、秦家塘安置基地的民房动迁工作

进入收尾阶段；中远川崎钢结构公司完

成搬迁腾地工作。推进拆违工作，重点

加强对整治后地区和城市主要道路周边

的监管，遏制违法搭建的返潮现象。推

进新农村建设，加强对沈宅、谭杨、星星

等村的村宅环境长效管理；实施村宅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

入力度，完成老安、羌家１０２９户农宅的
村宅改造工程建设。加强环境卫生工

作，推进重点网格环境整治，完成联谊混

泥土有限公司和上海交运巴士拆车有限

公司的搬迁任务。“全国环境优美镇”

更名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谭杨、星

星、沈宅、老安等４个行政村完成“区级
生态村”创建工作。开展“绿色小区”创

建活动，社区居民环保意识得到提高，新

天地荻泾、绿洲花园２家居委成功创建
区“绿色小区”。

■社会事业　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顾村中心校完成扩建正式投入使用，沙

浦路幼儿园装潢工程进入施工阶段，位

于宝安公路以北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

项目有序推进，共富实验学校扩建工程

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加强食品安全卫生

监管，成立顾村镇食品安全委员会，推进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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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专项整治，取缔无证地下食品生产

加工２４户、无证地下食品销售４０户、无
证餐饮８９户，镇域内３８个地沟油地下
加工点被彻底清除。加强社区软、硬件

建设，在完善原有３４个老年活动室配套
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新建设６个老年活
动室。提高社区居民健康素质，新建居

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１６个，为每个小组
配备血压计、磅秤、皮尺、铜牌、宣传版面

以及相关慢性病宣传品等仪器设备，并

对年终考核情况优良的小组进行奖励，

共计投入１５万元。新组建新天地荻泾
等６家居委，馨佳园六街坊、馨佳园十街
坊、新天地荻泾二居委等３家筹建居委
挂牌成立。成立馨佳园居委会联合服务

中心，提高大型居住区服务管理水平。

择优录用３０名新进居委干部，通过定期
举办居委干部培训班，提高社区干部队

伍素质和能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成功举办宝山·嘉定读书月“诗乡顾村

杯”少儿诗歌比赛、纪念建党９０周年“顾
村杯”诗歌征文大赛、诗乡顾村年会等系

列活动。

■就业与社会保障　实施就业促进工
作，共举办１１场“月月招聘会”，全年新
增就业岗位 ２１４３个，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０４％；全年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１５１
人，帮助４户“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成
功扶持创业 ５３人，实现带动就业 ３１４
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２０１５人以
内。做好工资集体协商和劳资纠纷的调

处工作，成功调解各类劳动争议１０５起，
超额完成在已建工会企业建立集体协商

机制任务。全面实施农保转镇保工作，

全部完成实体企业的镇保参保工作，落

实医疗统筹基金 １２００余万元。做好征
地保障落实工作，全年落实征地保障资

金１６亿元，惠及被征地人员８７５人次。
按照“保基本，广覆盖”的要求，开展形

式多样的帮困救助活动，累计发放各类

救助资金 ６０００万元。完善居家养老服
务，实现居家养老指标４０名，为３２６０名
老人办理“银发无忧”保险，共组织１２６０
名志愿者与４４２名独居、２３３４名纯老家
庭老年人开展结对关爱活动。推进刘行

敬老院新增１００张床位项目。

表１６ ２０１１年顾村镇居委会
居委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泰和一居 ７８７ １７２７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４７号１０３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６

泰和二居 ８１５ １７８０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６３号２０２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０

泰和三居 １０４４ ２３４９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１９

荻泾居委 ３２４ ９８８ 泰和西路３５２７弄３０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１

大唐居委 ７４９ １７７５ 大唐花园３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４９５０４

天极居委 ４６９ ９４７ 富联路２５弄４８号 ５６１８２７７４

顾村居委 ３８５ １７２９ 顾新路３２号 ５６０４３３４９

菊泉居委 ７８０ １６８０ 菊泉街６００弄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０９７９

共富一居 ８０９ １６７４ 共富路９９弄１８号 ３３７１０９４２

共富二居 ９０６ ２０７５ 共富一村８８９号 ３３７０２２７３

共富三居 ６５８ １５６１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２室 ３３７１２５５３

共富四居 １０３８ ２５４２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４室 ３３７１２３０５

共富五居 ３７４ ８５６ 联谊路５０１弄３７号３楼 ３３７０７３１６

共富六居 ７２０ １８４３ 共富二路１２０号 ３３７００３８７

共富七居 ９４７ ２７０６ 共富路３５１弄８８号 ３３７０８３４２

新顾村大家园一居 ４９０ １２３０ 顾北东路５０１弄１３１号 ３３７１９２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二居 ５３０ １４５５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２９号甲 ３６０４１０３５

新顾村大家园三居 ２２９ ５６７ 顾北东路１５５弄１８３号 ３３７１９０３１

丰水宝邸 １０４１ ２１８７ 教育路５５５弄５１２号２０２室 ５６１８６７０２

成亿宝盛 ５７２ ８７３ 水产西路８５８弄３５号 ３６０４４２９６

菊泉新城一居 ３８９ ７３９ 菊泉街３９弄１６号 ６６０２９０８５

菊泉新城二居 ３８９ ８５６ 菊盛路５０弄１０号 ６６０２５０９２

菊泉新城三居 ３０７ ６１２ 陆翔路３５８弄９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２９７６８

菊泉新城四居 ４４０ ８７０ 陆翔路６９８弄１７号 ６６０２９０８６

菊泉新城六居 ２８５ ５３６ 菊联路６８弄３２号 ３６３１５０８１

盛宅一村 ４０５ ９４１ 富联路１２８弄１８号２０１室 ３３８５４５８６

绿洲花园居委 ２６８ ６４０ 沙浦路１２８弄３９号 ３６３１３３６３

铂庭居委 １９１ ３１５ 沙浦路５１８弄１号一楼 ３６３１３４００

好日子大家园一居 １４８ ３２１ 菊太路７７７弄１１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９７３６

好日子大家园二居 ２０４ ４１３ 宝菊路６５５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００２

新天地荻泾一居 ２３１ ５０５ 沙浦路３１１弄３８号 ３６３１４０３８

好日子大家园Ｃ（筹） １６ ３９ 菊太路１２２１弄８２号 ３６３８３０２９

好日子大家园Ｄ（筹） ３ ６ 菊太路１３９９弄１９号 ６６０２８１９５

菊泉新城五居（筹） ２８７ ５６２ 菊联路１５７号５楼 ６６０２８２５６

菊泉新城七居（筹） ４８１ ８４４ 菊联路２３３弄６８号 ３６３１５２８３

世纪长江苑（筹） ３１８ ６６８ 电台路５６８弄１７号 ３６３１０１３２

檀乡湾（筹） ２０８ ４５６ 水产西路７２９弄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３８５５６４７

依云湾（筹） １０３ ２２０ 顾北路６６６弄２号２楼 ３６３１０５４９

东方帕堤欧（筹） ２３ ５２ 顾北路７３９号 ３３７１５２２０

保利叶一居（筹） １１７ ２９６ 菊太路１１９８弄１０－１大会所二楼 ５６１８０２６５

自然居（筹） ５３ １１５ 水产西路１００７号三楼３１１ ３６３８１５８０

馨佳园一街坊（筹） ２６４ ４９１ 韶山路４１９弄２８号 ６６０２７５６８

馨佳园二街坊（筹） ５０ ７３ 韶山路４１８弄３９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８１３６３

馨佳园十二街坊（筹） ９ １４ 菊泉街１２８０弄１９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４６２９８

（姜迪霞）

■平安建设　全年未发生影响重大的群
体性事件，基本完成敏感时期各项稳控

任务。规范信访工作程序，落实“联系信

访人”制度，形成“一案一档”工作特色，

全力推进案件化解。探索来沪人员居住

地管理模式，以星星村沈行社区为试点，

突出智能信息化和自主管理相结合，对

来沪人员较为集中、治安环境较为复杂

的３个半生产队实行社区化管理模式，
并取得良好成效。完成社会管理智能化

指挥平台建设，组建综合执法队伍，完成

新顾村大家园 Ａ、Ｂ、Ｃ等７个居民小区
的远程视频设备安装，并实现与中心的

联网对接，有效提高社区治安防控能力。

强化综治工作的群众性基础，发挥“红袖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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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队伍和村居治安巡逻队的作用。开

展无证无照经营场所整治工作，共排摸

出无证无照经营场所８４７家，完成整治
５５１家，完成年度整治任务。提升“平安
顾村”创建水平，成功创建“上海市平安

社区”，创建市级平安小区１个、市级平
安单位３家、区级平安小区２６家、区级
平安单位１７家，创建宝山区“六无”达标
村居委 １８家、宝山区“无刑案小区”
６家。

表１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１年大场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２０４９４ ９８８７ １０６３７ １２．６４

２００４ ２０８９７ １０００９ １０８８８ １２．７１ ４０３ １．９７

２００５ ２１００１ １０１１５ １０８８６ １１．６３ １０４ 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８５１６ １３６６９ １４８４７ １７．０３ ７５１５ ３５．７８

２００７ ２６１３７ １２５６２ １３５７５ １７．４１ －２３７９ －８．３

２００８ ２８５４１ １３４１５ １５１２６ １８．０５ ２４０４ ９．２

２００９ ２８１６２ １６４１４ １１７４８ １９．９８ －３７９ －１．３３

２０１０ ２９９４１ １５５２７ １４４１４ １９．８６ １７７９ ６．３２

２０１１ ３１００８ １６２１２ １４７９６ ２１．１２ １０６７ １．０４

表１８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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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小学 ２０ ７６２ ５９ 华灵路６２３号 ６６３７４４２７

大华二小 １９ ６４１ ６１ 大华路８６３号 ６６３５３３００

行知小学 ２５ ９７１ ７２ 行知路３８９弄１号 ６６３９８９９５

大场中心校 ２３ ８４０ ６９ 南大路１６弄６号 ５６５０４３２６

祁连中心校 ２１ ８８７ ６２ 祁连二村１１８号 ５６１３２２１６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２８ １２４９ ７６ 丰宝路１３５号 ５６１３３３６０

２３ ８７８ ７６ 上大路１２６５号 ６６７４００２４

大华中学 １５ ５１２ ４８ 华灵路１３９１号 ６６３４０７０７

嘉华小学 ５ １４０ １８ 大华一路１５１号 ５６３５４６９６

山海幼儿园 １２ ４２８ ２５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４６号 ６６３５７６４１

大华一幼 １０ ３６１ ２０ 华灵路５３９号 ５６３５８４５１

行知实验幼儿园 １８ ６３７ ４２ 真金路１０３９弄４１号 ６６３７０９９７

乾溪二幼 ９ ３０５ ２２ 环镇北路４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５００２９２

联建幼儿园 ８ ２４０ １６ 南大路１３８弄５号 ５６６８１９０３

祁连幼儿园 １４ ４９１ ３０ 锦秋路１２８２号 ６６１６１３３９

经纬幼儿园 １２ ３９０ ２７ 纬地路８８弄１０５号 ６１０７３０１８

真华幼儿园 ９ ３３３ ２３ 真华路１３９８号 ６６４０７１７８

小精灵幼儿园 ９ ３３１ １７ 瑞丰路８８号 ６６１２１０７０

青苹果幼儿园 ６ １８１ １４ 真大路３３３弄３６号 ６５０８８９９８

慧华幼儿园 ６ １９９ １４ 南陈路２８０号 ６６６８０２８８

学府涵青幼儿园 ３ ９６ １１ 涵青路３９８弄８０号 ６１４８９３８１

锦秋幼儿园 ３ ７５ ９ 锦秋路６９９弄１１２号 ５６６９８１９６

■市长韩正察看绿地公元１８６０石库门
住宅小区　３月２３日，市长韩正在市政
府秘书长姜平、区领导吕民元、夏雨、连

正华陪同下，实地察看顾村地区传承老

上海建筑文脉的绿地公元１８６０石库门
住宅小区。韩正一行参观样板房、样板

段和售楼处，听取有关设计理念、工程进

度、绿色节能技术应用等情况汇报。绿

地公元１８６０石库门住宅小区位于顾村
镇富长路水产西路路口，总建筑面积１９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集石库门联排别墅、

办公、商业于一体的高档社区。项目获

“迎世博海派传统民居示范基地”、“上

海市迎世博优秀创意贡献奖”等称号。

■举办２０１１年上海樱花节　（参见“中
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重要活动”）

■市社会工作党委调研社会建设工作　
５月６日，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市社会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施南昌，

市社会工作党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袁

建国一行到顾村镇调研社会建设工作。

施南昌一行实地察看四高小区菊泉新城

第三居委、馨佳园一街坊，并与镇干部、

居委干部和居民群众进行交流。

■市人大副主任胡延照调研馨佳园建设
情况　５月２６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胡延照在区领导吕民元、沈秋余、杨卫

国、连正华等陪同下，实地调研顾村大型

居住区馨佳园建设情况，察看基地建设

和有关配套项目进展情况，并听取市房

管局、市建交委、市交通港口有关市保障

房建设以及宝山区政府、顾村镇有关地

方大型居住区建设及配套工作的进展情

况汇报。馨家园建设项目作为上海示范

性保障房基地，规划占地 １５２平方公
里，规划住宅建筑面积约１３９４万平方
米，建成后可安居１万４千余户居民、４
万余人口，兼具商业、教育、医疗、交通枢

纽等功能。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调研农民生
产、生活情况　７月２７日，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云耕到羌家村小北店和周江巷

调研农民生产生活情况，并专程到特困

户朱妹娣和须金兴家中进行慰问并送上

慰问金。

■市总工会调研“租住地工会”组建工
作　９月１５日，市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
李学兵等在区总工会有关人员陪同下，

到顾村镇调研租住地工会组建工作，并

参观顾村镇总工会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副市长张学兵视察星星村村宅社区化
管理试点工作　１０月２８日，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张学兵率市公安局党委成

员，到星星村沈行社区视察村宅社区化

管理试点工作，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常

委、区公安分局局长杨杰等陪同视察。

张学兵一行视察星星村沈行社区综合中

心，参观社区监控室和岗亭，听取顾村镇

关于试点工作做法和进展情况的汇报，

并与部分社区工委会代表及群众进行面

对面交流。 （姜迪霞）

大场镇
■概况　大场镇位于宝山区西南部，东
与闸北区彭浦镇和大场机场为邻，南与

普陀区交界，西与普陀区桃浦镇及宝山

城市工业园区接壤，北以?藻浜为界与

顾村镇相望，总面积 ２７２２平方公里。
辖１０个行政村、６７个居委会（包括筹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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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至年末，有户籍 ５２７６３户、１４０９１６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１５２２户、１４１４９人，
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３８％，人口出生
率８２０‰，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３４‰；列
入管理的外来流动人口１６６１万人，比
上年减少０３８万人。镇域内有４７所学
校，其中镇管学校２１所。镇党委下辖９
个党总支、１５８个党支部，登记党员
１０５７０人。年内获上海市红十字会工作
先进集体、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先进集体、上海市基层侨情调查先进集

体称号，获上海市广播操比赛社区市民

组一等奖；镇社区团总支获上海市五四

红旗团支部称号。大场动漫衍生产业园

获“上海市文化产业园区”和“上海品牌

建设优秀园区”称号。镇政府地址：大华

路１４６９号。

■经济建设　继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全镇二、三产业比重为 ２∶８，以商业、商
务业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

重达４２％。推进商业、商务业项目载体
建设，大华虎城嘉年华广场、家乐福（大

场店）建成并对外营业；真大园一期结构

封顶；真大园二期、红木文化公园项目开

工；宜家家居项目正式奠基。立足经济

发展公司和宝山科技园两大招商引资平

台，围绕“动漫大场、科技大场、文化大

场”招商主题，成功引进淘米、中青宝等

知名企业，一批总部型、科技型、服务型

企业逐渐成为全镇科技、文化产业发展

的新亮点，招商引资实现区级地方财政

收入占全镇比重达 ３２５％。全年完成
地方财政收入 ７０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５４％；完成增加值 ７７３７亿元，增长
１０２％；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８１亿
元，增长 １２５％；完成经营性固定资产
投资１２１亿元，减少３２％。

表１９ ２０１１年大场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场南村 ７３６ ２５５０ 汶水路１５８８弄龙珠苑２００号 ５６６８１８２８
东方红村 １１１５ ３５２０ 华灵路１９１８号 ６６３６４１６９
场中村 ６２７ ２０９３ 沪太支路１０９０弄１２５号 ５６６８１６９４
联东村 ３５１ １３２４ 上大路１８５号 ５６５１３６０４
联西村 ６０９ １９８６ 文海路３３３号 ５６１３６７６２
南大村 １２２０ ４２１０ 南大路３９５号 ６２５０２４１３
红光村 ７３２ ２３１５ 沪太路３６５１弄１８８号 ５６５１４２９９
丰明村 ３０１ １１１０ 上大路１５８８号 ６６７４００３３
丰收村 ４２８ １３６０ 祁连山路２３９６号 ６６１６００２３
葑村村 ５９６ ２０５０ 丰宝路３８８号 ６６１２９５６７
大华一村一居 １３４６ ２１４８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２８号甲 ６６３４００５３
大华一村二居 ８２６ １４３２ 华灵路５９１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９３１３
大华一村三居 １９７０ ３９５１ 华灵路５１０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７６６５
大华一村四居 １４８８ ２１６１ 华灵路８６０号 ６６３４７７４７
大华一村五居 １２０７ １１０９ 华灵路８２弄６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４８７３
大华一村七居 １１５２ １２０４ 华灵路１３５１弄５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７９９３
新华居委会 １１１７ ３３６８ 华灵路１２２５弄４１８号 ６６４０８８３２
大华二村一居 ２１１８ ５５４３ 大华路４５５弄３８号旁 ６６３４３４６８
大华二村二居 １２０２ １６２０ 新沪路５５５号 ６６３４０５２４
大华二村四居 １７６２ ２６２６ 大华路７８１弄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２０７５
大华二村五居 １７７４ ２０４３ 新沪路１０６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４９５０４
大华二村六居 ９９５ １０５６ 新沪路１０５９弄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９７８６０
大华二村七居 １８６４ ２０２５ 华灵路１１８０弄４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１９０７
大华二村八居 １７１０ １９７６ 新沪路１０９９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５５２５
嘉华苑 １２７６ １１２４ 新村路７８９弄４６号１０２室 ５６３５２３７１
大华三村一居 ８１６ ７８５ 沪太路１７７１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５０５７
大华三村二居 １０４８ ９７３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５２
大华三村三居 １０２６ １５４８ 行知路２５１弄６３号 ６６３４２９５０
大华三村四居 １０５０ １１６５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３３号 ６６３５３２３７
大华三村五居 １５７９ １７２５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６２
大华三村六居 １１２８ １１４９ 行知路５７２弄８２号 ６６３４２２３２
大华三村七居 ６４０ ８５１ 行知路６３５弄１号 ６６３４９１３３
大华四村一居 １３８７ １６８４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４９７１
大华四村二居 １９７３ ２３１２ 华灵路１８９５弄４２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９１３４３
大华四村三居 １１７０ １１９２ 真金路１２５０弄３１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６８５９３
大华四村四居 １５１９ １９３９ 行知路６３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６０８７０
大华四村五居 ２５０３ ３１９９ 华灵路１７８１弄７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９５６７
大华四村六居 １２６７ １２０９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３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４０８１２２
乾溪一居 １９２２ ３０７４ 乾溪路１５０弄１３号 ５６６８９９４０
乾溪二居 １５９６ ２８８１ 乾溪路２５０弄２６号 ５６６８８９６２
乾溪四居 ２０７９ ２９６２ 环镇北路５００弄３８号 ５６５０４２８５
乾溪五居 １５６４ １９３５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６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５５
乾溪六居 １６４５ ２９２６ 环镇北路４１７弄３４号 ５６５０１８５６
乾溪七居 １２６０ １１４１ 环镇北路６５５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４８２５
乾溪八居 １３３６ １１９５ 上大路１２８弄１２号２楼 ５６５１０６５４
东街居委 １１３２ ２３４４ 场中路３６５８弄２８号２楼 ５６５０００２４
西街居委 １２７３ ３５４６ 南大路６弄６号１０３室 ５６６８０８０４
联建居委 １７５４ ３５８３ 南大路１２６弄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１０７１
联合居委 １９０２ １６６０ 南大路１５８弄２９号 ５６６８１０３７
联乾居委 １２６９ １３９１ 南大路１９０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０７２３８
祁连一村一居 １２７０ １８５０ 祁连一村５号 ５６１３２３３５
祁连一村二居 １４３９ １９５０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４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３１４７７
祁连二村一居 １３３６ １８４７ 祁连山路２８２８弄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２５３
祁连二村二居 １６５８ ２１３０ 锦秋路１４５６弄３３号２楼 ５６１３２６３４
祁连三村一居 １５０５ １８７６ 祁连三村１７０号 ５６１３３７３４
祁连三村二居 １１２８ ９７４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４９号２０３ ６６１２２７７２
祁连三村三居 １５３５ ９５４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 ６６１２２２１２
祁连四村 ２６３８ ２６８７ 聚丰园路１０５弄会所２楼 ６６１２２５９８
锦秋一居 １６１７ １４４１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８２７８

　注：筹建居委未列入。 （潘晓丽）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启动南大地区
（南大地区范围：东至南陈路，南至规划

路—罗港巷路—祁连山路—沪嘉高速公

路，西至环西二大道，北至丰翔路，区域

总用地面积６２９８公顷）综合整治改造
工作，关停２家部属国有企业，关停动迁
３１家集体企业，腾出土地５７０７公顷，完
成年计划收储地块收储。启动南大地区

２０家高风险、高污染企业关停工作，展
开Ａ地块３０公顷绿地建设和４条市政
道路建设的前期程序工作。

■城镇建设与管理　年内拆除各类违法
建筑约１７６万平方米，实现８０％的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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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的小区拆违控违达标；完成１７家住
宅小区和７８家企业的截污纳管工作；完
成２５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加强
市容环境管理，开展针对全镇主要道路

环境、商业街两侧道路以及“六乱六摊”

（“六乱”是指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

乱涂写、乱晾晒、乱堆放；“六摊”是指早

点摊、百货摊、水果摊、洗车摊、修配摊、

夜排档）为重点的综合整治，加大渣土偷

倒、道路垃圾清理、非机动车停放、占道

经营等管理力度。加强绿化建设和水环

境治理，全镇绿化覆盖率 ２８％，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２０平方米。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落实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责任制，全镇“１１０”万人报警数、
刑案案发数保持下降趋势，居民安全感

得到提高。开展无证无照经营整治，整

治率达７１％；以落实户籍人员居住地服
务管理为契机，完善来沪人员公共服务

网络，强化实有人口综合管理和服务。

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和重信重访专项治理

工作，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构建“大调

解”工作体系。探索镇管社区“四位一

体”（指由社区党委牵头，居委会、业委

会、物业公司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镇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形成工作合力，联动

推进社区问题化解的一项工作制度）和

“４＋８”［即“４大区域（大华、老街、乾
溪、祁连）＋８个自然片（大华一村片、大
华二村片、大华三村片、大华四五村片、

老街片、乾溪片、祁连一片、祁连二片）］

工作模式。推广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

“三会”制度，推进物业服务综合考评工

作，落实社区大调解工作责任制，维护大

场社区的和谐平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监管体系，加大对公共安全的监管力度，

坚持全面开展以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无

证无照经营、项目建设工地安全、非法行

医等为重点的地毯式、全覆盖专项检查

整治行动。

表２０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庙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５ ４５４０ ２０８５ ２４５５ ２０．４０ ３０ ０．６

２００６ ４５９６ ２１７０ ２４２６ ２０．２０ ５６ １．２

２００７ ４６５１ ２１７７ ２４７４ ２０．３０ ５５ １．２

２００８ ５２１６ ２４７３ ２７４３ ２０．４６ ５６５ １２．１

２００９ ５８３５ ２８０３ ３０３２ ２１．００ ６１９ １１．９

２０１０ ６９５１ ３３８３ ３５６８ ２３．３７ １１１６ １９．１

２０１１ ７６０８ ３６７４ ３９３４ ２５．１４ ６５７ ９．５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３６５１个，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２２５人，为失
业、无业人员进行职业指导和推荐岗位

２３００人次，推荐成功上岗 １２００人。为
９８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公共职介服务，举
办招聘会１６场，推荐青年职业见习１１６
人，见习后就业９６人，就业率为８２７％，
登记失业人员 ３６３１人。全年共发放社
会救助款 ３３７９６５万元，受益 １０２６万
人（次）。

■社会事业　年内，大场体育中心实现
对外试运营，镇文化中心主体结构封顶，

镇科技中心开工建设。完成７个村的换
届选举和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新开办学府涵青幼儿园和锦秋幼儿园。

农村合作医疗应保尽保率保持 １００％。
成功创建市有害生物防治“２Ａ”级除
害站。

■获“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经上海市文化影视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大

场镇申报的书画进行评审，于７月１１日
授予大场镇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度“上海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宜家家居上海宝山商场项目奠基　
７月２５日，宜家家居上海宝山商场项
目奠基仪式在大场镇举行。该项目位

于汶水路（中环线）与沪太路交汇处，项

目（一期）占地面积 ３５３公顷，总建筑
面积１０８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１３７亿
美元，是上海第三家大型宜家家居

商场。

■上海首个 ４Ｄ动漫体验中心建成　
“４Ｄ动漫体验中心”坐落于汶水路动漫
街（汶水路、大华路口），是宝山科技园

打造的一座由三维立体电影和一维环

境效果结合而成的四维动漫影院，可容

纳观众 ３２人。影片放映时，影院内的
环境情景效果，如洒水、喷水、吹风、烟

雾以及六向座椅等功能随电影故事情

节而变化，使观众感受到下雨、海水溅

起、跌落深谷、小蛇绕腿等现象，完全让

观众与电影溶为一体，从视觉、听觉、嗅

觉和触觉上得到全方位的互动体验。

“４Ｄ动漫体验中心”的影片以“动漫科
普”为主要题材，让观众在愉快的身心

体验中，了解神秘的科学世界。体验中

心于 ３月正式对外开放，票价 ３０元
左右。 （潘晓丽）

庙行镇
■概况　庙行镇位于宝山区南部，东以
共和新路为界，与张庙街道和高境镇毗

邻；南以共康路高压线走廊为界，与闸北

区彭浦街道接壤；西以西弥浦河为界，与

大场镇相邻；北隔?藻浜，和顾村镇、杨

行镇相望；镇域面积５８９平方公里。下
辖康家、场北、野桥３个行政村，３个村
级公司，５个镇级公司，１４个居委会。至
年末，共有户籍居民１２４３０户、３０４７３人，
分别比上年增加４３６户、１００１人；列入管
理的来沪人员３５２６４人，比上年减少６８０
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１００％，常住人
口计划生育率 １００％，人口出生率
９９８‰，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２４‰。辖区
内有法人单位１３５０个，学校８所，建有
公共运动场所３个，居民健身点２６个。
镇党委下辖１个二级党委和２０个一级
党（总）支部。镇政府地址：长江西路

２６９９号。

■换届选举　９月７日～８日，中共宝山
区庙行镇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庙行镇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召开。会议总结庙行镇第

四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研究和部署今

后五年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选举产

生中共庙行镇第五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

委员会。１２月５日 ～６日，庙行镇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庙行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召开。会议审议通过镇

政府工作报告、镇人大工作报告和镇

２０１１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２年财
政预算草案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镇政

府领导班子。１２月１３日，庙行镇总工会
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召开，来自全镇各行业的１０６名职工代
表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庙行镇总

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经费审

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庙行镇总

工会第二届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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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 ２０１１年庙行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泗塘二中 ２６ ８８４ ８８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５６７４５９６９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１９ ７１９ ６２ 长临路１０００号 ５６４０４４５２

虎林路第三小学 １５ ５４２ ４４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通河新村第四小学 ２４ ８８５ ６８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６６２２３８６８

小鸽子幼稚园 １１ ３５３ ４３ 共康五村９６号 ５６４１５９１１

康苑幼儿园 ９ ２７８ ３７ 共康公寓８１号 ５６４０９８８８

泗塘五村幼儿园 ７ ２２２ ３１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陈伯吹幼儿园（南园） １３ ４２６ ２４ 长临路１２３６号 ３３８７９１４７

陈伯吹幼儿园（北园） ６ １８１ ２４ 长临路１４６５号 ３６３６０７６９

表２２ ２０１１年庙行镇村（居）委会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康家村 ６３５ ２１０６ 共康路６０１号 ５６４１０９５７

野桥村 ４１０ １２４０ 三泉路１６７６号 ５６４０３６８９

场北村 ６７０ ２３９３ 场北路８１５号 ５６４０３１６７

共康二村 ３５９ ８５２ 共康路４００弄２３号乙 ５６４１２０６９

共康五村 ２３６８ ５８２９ 共康五村２３５号 ５６４２０５２４

共康六村一居 ６９０ １６８９ 三泉路１６００号共康六村１０号乙 ５６４１６２８８

共康六村二居 ９２１ ２１０２ 三泉路１３３８号共康六村１０９号旁 ５６４１８１００

共康七村 １０４３ ２５０９ 长江西路２３２２号共康七村１６３号旁 ５６４２８９３６

共康八村 １５６９ ３５８２ 长临路８８０弄５３号 ５６４１３１３２

共康公寓 ５４９ １３２９ 三泉路１４９５弄共康公寓１９号 ５６４０９３１１

屹立家园 ５３８ １３１２ 长临路１１１８弄屹立家园５０号 ５６４０７７２７

馨康苑 ３０４ ６４８ 共康路１６９弄４３号 ５６４７１５３８

共和家园 ５９７ １２１６ 三泉路１８５８弄共和家园２号 ３３８７３０１２

九英里 ５１９ １１６０ 长临路１３１８弄３０号１０１－１０２ ３３８７３０２８

和欣国际 ４９３ １００４ 场北路３９弄３号 ３３８７３００６

新梅绿岛苑 ３７８ ７６０ 场北路３９９弄２号 ３３８７３４５４

怡景苑 ３８７ ７４２ 三泉路１８５９弄３１号二楼 ３６３５３００５

（徐丽娟）

■经济建设　２０１１年，全镇实现增加值
３４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２％；完成区
级地方财政收入２５亿元，增长１４１％；
完成工业销售产值（不含松川电子有限

公司）２１９亿元，减少８４％；完成社会
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５３３亿 元，增 长
２３３％。年销售产值５００万元以上规模
企业万元能耗同比下降 １７６％。农村
户籍人均收入１９２０９元。提高招商引资
工作成效，围绕电子商务、服务外包和总

部经济等主导产业，加大落地型、注册型

企业招商力度，全年完成招商３４０户，增
长１７２％，其中引进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企业３家。电子商务企业共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２２亿元，其中易迅网零
售额１７亿元，成为全国 Ｂ２Ｃ的领军企
业。上海易迅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获

评“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上海智力产业

园一期全面建成使用，入驻率达１００％；
上海婚礼中心项目Ｂ楼整体竣工并试营
业；推进风尚天地广场、世纪互联等项

目。探索创新金融服务载体，庙行小额

贷款公司６月开业运营。落实中央和上
海市房产调控政策，加强对房产企业的

沟通服务，确保房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上海庙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获第十五

届“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庙行镇商会

连续两届获“上海市优秀基层商会”

称号。

■城乡建设与管理　以提升城市形象为
重点，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

水平建设和高质量管理，使城市建设与

社会发展相协调，提升居民的生活环境。

基本完成康宁路长江西路至?藻浜段企

业和农民的动拆迁。推进场北地块房地

产项目建设，１０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一期工程全面竣工并实现交房，二期工

程开工建设；场北配套商品房一期竣工，

二期开工。启动场北地块大市政建设，

花园宅路竣工通车，大康路、场北路前期

手续办理完毕，场北第一幼儿园、场北便

民服务中心等公建设施开工建设。加快

推进东茭泾以东地区城市配套设施建

设，５６００平方米的五街坊幼儿园于９月
开园；五街坊小学完成方案设计。优化

镇域４条公交线路的走向和停站设置；
三泉绿地竣工。开展农村集体土地违法

搭建专项整治，全年累计拆除集体土地

上违法建筑、非改居１７５０平方米。实施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改善镇域环境质量。

对三泉路沿街店铺实施店招店牌整治，

重点对三泉路、长临路沿街１８家餐饮店
实施油烟气改造，有效降低对周边居民

的影响；综合整治场北路、南?藻路，平

整破损路面；完成共康五、六、七、八村小

区共８个消火栓补建工程。

■社会事业　聚焦内涵发展，创新铸造
品牌，镇名师工作室运作良好，建立镇教

育系统中层后备人才库，推动学校教育

水平上新台阶。小鸽子幼稚园连续第三

次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陈伯吹实验

幼儿园、泗塘五幼被聘为“上海市学前教

育１～５年职初教师岗位技能培训项目”
基地，第二中心小学被评为上海市语言

文字示范校，泗塘二中被评为上海市少

先队工作示范单位。镇社区教育特色品

牌———社区“爱心故事”创作表演活动

在上海市第六届全民学习活动周中获

“最佳活动奖”，特色课程《和谐婚姻家

庭》获上海市一等奖，镇社区学校获“上

海市社区教育观摩点”称号；镇被评为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社区教育实验街道（乡
镇）。打造文化品牌，开展群众文化系列

活动。举办２０１１“魅力庙行”文化节、陈
伯吹儿童文学奖３０周年系列活动暨第
２４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会；承办上
海市第七届农运会健身秧歌比赛，庙行

秧歌队获规定动作第二名、自选动作第

一名；开展对外民间文化交流，“庙行秧

歌”走出国门，代表上海宝山参加匈牙利

德布勒森第４２届花卉嘉年华活动；完成
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庙行镇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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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的展览、团队日、节中节和家庭接待

等活动，获上海市第七届农运会秧歌比

赛特色文化节中节品牌活动奖和第七届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主题性中外文

化交流活动优秀组织奖。建立社区科普

教育实践基地庙行镇环保体验馆，成为

上海市科普示范项目之一。出资１５０多
万元，对共康卫生服务站进行综合改造；

新建共和卫生服务站，建成１５个标准化
红十字服务站，成功创建“上海市食品安

全示范镇”。

■就业和社会保障　完善就业促进平
台，成立“庙行镇电子商务创业园”；举

办三期就业培训班，培训学员９０人，帮
助创业５５人，创业带动就业４０２人，青
年职业见习 ３９人，见习后实现就业 ３９
人。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１３３２个，完成年
度目标的１２１％；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５５
人，认定零就业家庭 ９户，安置 １０户。
至年末，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８７３人以
下。工资集体协商 ７５７９人，完成率达
１００％。落实农保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转
为镇保及城保的实施方案，为３２６名农
业人员办理转保手续。将２３６名征地养
老人员纳入区镇两级集中管理范围，为

４名原征地人员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外
劳力综合保险月均参保 ４８００份。推进
社会救助工作，成功创建上海市综合帮

扶规范达标单位。全年累计发放低保金

８４７７人次，金额２６２８１万元；累计发放
医疗救助 ４２人次，金额 １８２５万元；发
放廉租房补贴 ４０户，金额 ２５９３万元；
发放粮油帮困卡３０１６张；社区市民帮扶
７３人，金额１９４万元，启用镇扶贫帮困
资金７９４万元；为视障者提供固话服务
１０人，发放体检后续医疗券２５张；累计
发放残疾人实物帮困卡５４１张，办理残
疾人证５３张，送康复上门３２１人次，完
成无障碍建设１０处。发放残疾军人、烈
士遗属等各类抚恤金共２１８８万元。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被评为上海市文

明班组，服务大厅被评为全国巾帼文明

岗；镇社会救助事务所被评为全国民政

系统行风建设示范单位、上海市民政系

统行风建设示范单位。

■平安建设　以“化解、整治、联动”为
工作目标，开展“控刑案、促平安”专项

整治，完善群防群治网络，保持社会面稳

定可控。全年刑案总量比上年下降

０３６％，万人发案率下降０１３％，低于全
市平均水平２２２１％；报警类“１１０”下降

２５４％，八类案件下降４５８％，抢劫案件
下降 ５０％，公众安全感指数为 ８３６２。
推进信访代理、律师参与的矛盾化解新

机制。年初，成立庙行镇信访代理工作

站，制定出台《庙行镇关于推进信访代理

工作的实施意见》，编制《信访代理工作

手册》等一批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加

大群体性信访矛盾的化解和稳控力度，

重点做好原段浦村、新一村、前进村撤制

村队集体资产处置信访工作。全年共受

理上级信访转交办件１４３件，比上年下
降２４３％；受理各类网上信访件６０件，
下降 ４５９％；全 年 信 访 总 量 下 降
１２９％。推进上海市户籍人户分离人员
居住地服务和管理试点工作，全年办理

登记对象４９７７人，登记率在全市试点街
镇中居首。集中开展无证无照综合整

治，取缔非法加油摊点 ３处，非法倒灌
液化气窝点２处；取缔无证废品收购站
１８家，规范有证废品收购站２３家次；取
缔无证网吧、游戏机房２１家。推进“清
剿火患”战役，出动 １３２０人次，检查单
位１１２６家次，排查隐患６２８处，现场整
改和限期整改５６７处，处罚隐患单位４７
家，查封８９家，责令“三停”（停止施工、
停止使用、停产停业）３７家。全年共检
查各类企业 ２９５６家次，排查安全隐患
２２８１个，全面整改 ２０５３家。成功创建
“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共康六村一居

委成功创建“上海市平安示范小区”。

全镇有１４个村（居）被命名为市、区平
安小区，５家企事业单位被命名为市、区
平安单位。

■电子商务创业园投入运作　２月 １６
日，宝山区首个区级创业园———庙行镇

电子商务创业园揭牌，标志着宝山区第

一个区级创业场地顺利完成试运营并正

式挂牌运作。上海电子商务创新服务示

范基地创业园、实训中心、一门式创业服

务站、劳动保障服务站、ＹＢＣ服务站五大
功能站点同时入驻创业园，为有志于电

子商务的创业者提供全方位服务。创业

园位于电子商务聚集中心上海智力产业

园内，面积４３５平方米，拥有“咨询指导、
创业培训、创业实训、创业成果孵化”四

大功能，实现“一个园区培育一批创业带

头人、带动一群就业人员”的建设目标。

庙行镇投资逾１００万元打造这个多功能
的青年创业扶持平台，至年底，成功举办

培训班５期，培训学员１５０人，帮助创业
５５人，创业带动就业４０２人；吸引２８家
企业入驻，入住率５６％。

■庙行镇商会获“上海市优秀基层商
会”称号　２月，宝山区工商联庙行镇商
会被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授予“上海市

优秀基层商会”称号，连续两届获得这一

称号。庙行镇商会成立于 １９９８年 １２
月，有８４家会员企业。十多年来，商会
以“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商会会员服务”

的工作方针，以“创新、创优、创先”为工

作目标，以助推企业发展为工作抓手，获

商会会员企业的好评。

■主办庙行杯“光辉永照我心”演讲比
赛决赛暨２０１１宝山·嘉定读书月闭幕
式　５月２４日，庙行杯“光辉永照我心”
演讲比赛决赛暨２０１１宝山·嘉定读书
月闭幕式在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

行。本次活动由庙行镇政府与宝山区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嘉定区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宝山区文化广

播影视管理局、嘉定区文化广播影视管

理局等单位联合主办。庙行镇选手顾峻

崎获演讲比赛二等奖。

■举办２０１１“魅力庙行”文化节　５月
３１日至１２月２８日，２０１１“魅力庙行”文
化节举行，历时８个月。文化节围绕建
党９０周年这一主题，先后举办第七届上
海市农运会健身秧歌比赛、读书系列活

动、科普系列活动、优秀群文节目巡演、

庆祝建党９０周年唱红歌活动、街镇文化
资源配送演出、艺术大讲坛、艺术培训班

等一系列活动。文化节规模大、活动多、

参与面广，以“农家秧歌”为特色的系列

节目展演丰富地区广大居民的文化

生活。

■熊黎鸣获上海市十佳“语文教学之
星”称号　５月，华师大宝山实验学校教
师熊黎鸣在“信宏杯”第四届上海市语

文大讲堂决赛中获上海市十佳“语文教

学之星”称号。本次语文大讲堂决赛活

动历时近半年，经各区县层层选拔推荐，

共有１９名选手入围市级决赛，青年骨干
教师熊黎鸣代表宝山区参加比赛并

获奖。

■共青团宝山区庙行镇综合委员会成立
　６月２日，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庙行
镇综合委员会（以下简称庙行镇综合团

委）正式揭牌。为推动庙行地区非公企

业共青团工作的开展，有效提升非公企

业团建的整体水平，根据团区委相关试

点工作要求，庙行镇在全区率先成立共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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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团综合委员会，至年底，共吸纳辖区内

５８个“两新”组织团支部加入，有共青团
员５６０余人。庙行镇综合团委通过开展
青年联谊、文艺娱乐、维权服务等多种形

式的活动，吸引“两新”组织的团员青年

扎根于庙行，服务于庙行，为庙行发展商

贸重镇贡献力量。

■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北园）开园　９
月，由镇政府投入３２８０万元新建的陈伯
吹实验幼儿园（北园）正式开学。北园

位于长临路 １４６５号，占地面积 ０８公
顷，建筑面积 ５５００平方米，可设 １５个
班，首批开设６个班。陈伯吹实验幼儿
园建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６月被评为一级
一类幼儿园，以“让文学赋予孩子大胸

襟、大关怀、大境界”为办学理念，努力传

承陈伯吹先生“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为孩

子创作大文学”的思想。

表２３ ２０１１年淞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１１ １８６６４ ８８８５ ９７７９ ２７ ２３５３ １４．４

表２４ ２０１１年淞南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
（个）

学生数
（人）

教职员工
（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备注

长江二中 ２７ ９５５ ９２ 通南路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９４５ 镇管

淞南中心校 ２０ ７７８ ５８ 华浜新村１６８号 ５６４５０２５２ 镇管

淞南二小 ２０ ７４９ ５６ 新二路１１９９号 ５６１４９７３３ 镇管

中心幼儿园 １５ ４９９ ４６ 淞南三村６２号 ６６１８８１９０ 镇管

星星幼儿园 ８ ２９５ ２１ 淞南十村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２０４０ 镇管

大昌幼儿园 ８ ２８４ ２３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６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３７ 镇管

实验幼儿园 ４ １２８ １２ 淞塘路１３８号 ６０７１６２７８ 镇管

依乐新天地幼儿园 １１ ３４０ ４７ 华浜新村１４２号 ５６４４８７５６ 民办

东方剑桥幼儿园 １４ ４５２ ５３ 长逸路４１８号 ５６４６１８２０ 民办

好时光小拇指幼
儿园

１０ ２５８ ４０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８３号 ６６１８８８１９ 民办

民办益钢小学 ４１ ６７１ ３７ 淞南新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１６２８ 民工子弟
学校

天安幼儿园 ９ ３６５ ３１ 长江南路９６８号 ６６２２６１０８ 民工
幼儿园

■承办上海市第七届农民运动会健身秧
歌比赛　１０月２０日，庙行镇人民政府
与宝山区文广局、宝山区体育局共同承

办“魅力庙行”艺术节暨上海市第七届

农民运动会健身秧歌比赛。本次比赛在

庙行镇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共吸引全市

９个区县 ２２支队伍近 ４００名运动员参
加，庙行镇健身秧歌队参加所有赛事比

赛并获规定套路第二名和自选套路第

一名。 （徐丽娟）

淞南镇
■概况　淞南镇位于宝山区东南部，东
与杨浦区接壤，西至泗塘河与张庙街道

为邻，南到一二八纪念路与高境镇毗连，

北至?藻浜与杨行镇相望，区域面积

１３６５平方公里，规划面积４２５平方公
里。全镇辖２２个居委会和１个筹建居
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２９５７４户、７０１１９
人，比上年增加４４户、３３７人；列入管理
的来沪人员３０４２５人，增加１５６３人。户
籍人口年计划生育率９９７％，人口出生
率４８２‰，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９８‰，人
口密度５１３７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
１７个党总支，９４个党支部，登记党员
４６７２人。辖区内有法人企业 １９４１家
（工商登记），学校１４所（镇管１２所），
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２个，居民健身点５２
个。全年实现增加值 ３１９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８１％；实际完成区级财政收入
２５５亿元，增长１８０９％；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３８０９亿元，增长３５％。实现
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３５亿元。年内，

获国家卫生镇、全国文明镇、上海市文明

镇、上海市科普示范镇、上海市社区学校

观摩点、上海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

进集体、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

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反邪教优

秀社区”、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司法行政系
统先进集体等称号。镇政府地址：淞南

路５００号。

■经济建设　实施“东西联动、南北开
发”战略措施，以结构调整和土地开发为

突破口，以复旦软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为龙头，以深化区域经济联动为平台，

按照“符合都市型特征，集聚发展现代服

务业”的总体思路和“两带一圈”的发展

布局，加快现代服务业项目的引进、培育

和集聚发展。“复旦软件园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一期招商顺利完成，共引进企业

２００余户，完成销售３８亿元，完成税收
８２０万元。汽车梦工场建设正式启动，
引进上海首家汽车电影院，与众多知名

品牌签订入驻园区协议。沿江杨路、长

江路一带相继引进宝诚中环、捷豹路虎

等１２家知名汽车销售公司，完成销售近
３０亿元。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引进融道
网、海王创意世界等企业５０余户。上海
玻璃博物馆一期建成开馆，接待观众

１７万人次。华滋奔腾广场完成结构封

顶。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节能诊断中心

招商工作启动，加快进行整体规划调整。

大昌海伦生活广场招商工作有序推进。

抓紧推进拟建项目，复旦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二期准备动工，三期、四期进行规划

论证。中远化工汽车４Ｓ店总部基地建
设前期筹备和玻璃博物馆二期筹备工作

稳步推进。推进镇域产业结构调整、优

化，镇区级财政收入构成中，对房产开发

依存度明显下降，所占比重从２００６年的
３０２２％下降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０６１％，仓储
业所占比重从９９５％下降到３３３％；第
三产业占增加值的比重从 ６２％上升到
６９％。以一园一区招商平台为主、个税
办为辅，优化、整合招商资源，完善招商

功能，提升服务水平和招商能级，提高招

商引资工作成效。年内新增注册企业

２０４户，实现税收５１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５１２３％。做好协税办引税工作，确保
“颗粒归仓”，年内实现税收１４１５１９万
元，增长１６９９％。

■城镇建设与管理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和改造，逐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开通１２１１路城市穿梭巴士，长江路８４８
弄旧房拆落地改造工程实现结构封顶，

完成２０２万平方米雨污水分流截污纳管
工程建设。完善绿化网络体系，推进百

７９２

淞南镇



表２５ ２０１１年淞南镇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张华浜居委会 ８３２ ２３９８ 长江路２０弄５号 ５６４５１２３３

新梅淞南苑居委（筹） ４６８ ９４７ 长逸路３０１弄２４号二楼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新城尚景居委（筹） ５３６ １２３３ 新城尚景１５号单元二楼 ６６１８５８５６

淞南一村第一居委会 １６５０ ３８６５ 淞南二村５０号 ５６８２５８９４

淞南五村第一居委会 ２３５６ ５３４３ 淞肇路８８号 ５６１４３４９０

淞南五村第二居委会 ２１０６ ４３１９ 新新五村５００号 ５６８２８５０３

淞南四村第一居委会 ２５０５ ４５５５ 淞南四村７３号甲 ５６８２２２３０

淞南十村居委会 ２２７３ ５１９２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 ６６１４８９０９

淞南三村第一居委会 ２３５４ ４４５４ 淞南三村１２８号 ５６８２２２１７

淞南七村第一居委会 ２８００ ５９５７ 淞南七村８７号 ３６１４０３６４

淞南六村居委会 ２２２９ ６３０４ 淞南六村８９号 ６６１８５９３９

淞南九村第一居委会 ６９９ １７０４ 淞南九村７３号 ５６８２５８７９

淞南九村第二居委会 １４３０ ３５４０ 淞南九村１９２号 ６６１５６３３８

淞南八村居委会 ４０６０ ４８１２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号 ６６１８６０２５

盛达家园居委 ５１９ １１９４ １２８纪念路５５弄４５号 ６６１５５５６５

嘉骏香山苑居委会（筹）

嘉骏花苑居委 ４４４ ９８０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２５号 ５１０５０００２

华浜新村居委会 １４６５ ３４３６ 华浜新村１９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３

华浜二村居委会 １２８５ ２７７１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２２号 ５６４４５１２８

长江第一居委会 １９６０ ４８３８ 长江路８４８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１４３８５５

长江第五居委会 １２５２ ３０２９ 长江路４０６弄６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２

长宏新苑居委会 ７６１ １７０３ 淞南路２０９号 ５６４５０８２３

（何新艳）

万绿化工程，建成淞南八村苗圃等一批

重点绿化项目，镇域绿化面积２４８７万
平方米，绿化率达 ３５％。新建郁江巷
路，完成淞发路西延伸段、淞肇路北延伸

段、淞良路、淞塘路南延伸段辟通工程，

完成淞发路地面道路向逸仙路左转弯工

程。全镇基本形成南北畅通、东西连贯

的道路交通体系。坚持建管并举，制定

并完善城市管理六项工作机制（淞南镇

城市管理快速反应机制、淞南镇违法建

筑监管和长效管理机制、淞南镇道路立

面保洁长效管理机制、淞南镇集贸市场

标准化管理考评机制、淞南镇物业管理

自查互评工作机制、淞南镇物业与社区

协同管理机制），发挥社会管理资源优

势，形成齐抓共管局面。精心组织、实施

巩固国家卫生镇各项措施，开展环保专

项整治行动，完成１０个区级绿色小区创
建，完成１２家扬尘污染企业综合整治，
关闭２家重点污染企业，月平均降尘同
期下降５２％。开展点污染源改造和黑
臭水质治理，镇域河道水质明显改善。

探索实践疏堵结合的管理模式，重点整

治城市管理顽症和脏乱差现象，加强道

路清扫保洁和立面招牌标志规范设置，

强化物业“四保”（保安、保洁、保绿、保

修）行业指导与监管。加大控违拆违力

度，完成小区拆违任务。完善并落实防

汛防台预案，确保汛期安全。

■就业与社会保障　基本形成自主就
业、扶持创业和就业援助相结合的促进

就业工作体系，新增就业岗位１５３６个，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指标数 ３０３０
人以内，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安

置率１００％；扶持创业 ５２家，带动就业
４７４人，成功推荐６８名社区青年参加岗
位职业见习活动。深化劳动关系协调机

制建设，完善劳动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

机制，逐步完善“助困、助医、助学、助残、

助老”社会救助体系，开展各类困难家庭

救助累计 ４４３万人次，发放救助金
１５３３２万元，完成“居保”（指从２０１１年
开始，６５岁以上的没有收入来源的城镇
居民纳入社会保障）纳保３３８０人；支疆
支内人员医疗互助帮困 ４２２５人。落实
安居保障，为城镇困难群众发放廉租住

房补贴１２３２万元；做好经适房受理工
作，有２９１户家庭受益。加强“阳光之
家”建设，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为

１００７个老年人家庭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为老助餐服务２２６人，落实１７５０名志愿
者与独居、纯老家庭结对关爱，改造社区

老年活动室４个。推进第五轮“重民生、
促和谐百项实事工程”，完成１１５项实事
工程。

■社会事业　以“名师工作室”为抓手，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育质量。新

开办淞南实验幼儿园，完成２所镇属小
学操场改造以及３所镇属幼儿园园舍修
建，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民

工子弟学校管理，将益钢小学纳入镇属

民办管理体系。开展社区教育，获上海

市社区教育示范镇二连冠，创建成为上

海市学习型社区。开展科普“六进”（进

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

进部队）活动，连续五年被评为上海市科

普示范镇。严控“两案率”（未成年人非

正常死亡率和未成年人犯罪率），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获评“上海市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关心下一

代工作连续两次获评“上海市先进集

体”。加大投入，加强社区公共卫生建

设，落实医疗改革各项措施，开展健康进

社区、进家庭系列活动，建成３８个居民
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实施万人糖尿病普

查和筛查后期治疗工作。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深化国家卫生镇创建成果，确保社

区环境卫生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加强

食品安全监管与宣传，创建成“宝山区食

品安全示范镇”。开展红十字会工作，建

成２２个社区红十字服务站。健全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加强文化阵地建设，建成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东方信息苑，创建成

上海市一级图书馆。拓展群众文艺“四

季歌”的外延和内涵，两次成功举办宝山

区国际民间艺术节淞南广场演出和外国

友人进家庭活动。坚持文化的公益性和

均等性，开展公共文化资源配送３５场，
完成文化大篷车、来沪女性关爱等项目。

坚持淞南摄影特色，成立淞南摄影创作

基地，承办上海市“风从乡间来”新农村

摄影展等活动。

■平安建设　加强基础防控资料收集，
建立健全辖区防控基本情况综合数据

库。推进“两个实有”（实有人口、实有

房屋）全覆盖和来沪人员管理，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组建综治社保队，建成“六

位一体”（指综治、警务、治保、信访和人

民调解、社区保安和治安防范志愿者、来

沪人员服务管理“六位一体”）综治警务

８９２

镇与街道



室，建立?藻南路周边大型企业治安联

防体系。加强技防、人防和物防建设，共

安装老式小区电控门１０７１扇，“看家网”
社区巡逻队发展为由２０００人组成的“平
安志愿者服务队”，刑案年平均降幅

０３％。成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
析评估领导小组，加强社会前端管理。

建立以社区“六位一体”警务室为支点、

派出所民警为骨干、辅警力量和群防群

治组织为基础的社区防范网，确保治安

巡防不留死角。以“两个排查”（排查调

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混乱地区）长

效管理为抓手，完善社会矛盾滚动排查

和专项排查预警机制，组织开展无证废

品收购、易燃易爆和危化物品排查等阶

段性定向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信访处理

和矛盾化解工作，成立处理重点信访问

题和群体性事件领导小组，坚持疑难信

访矛盾领导包案和领导下访等制度，加

强信访网络建设，在每个居委建立信访

信息员队伍，实行信访矛盾代理制，做到

信访矛盾“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理得

了”。全年共接待群众来访 ２２９批 ９２８
人次，群众来信８２件，来信来访的办结
率、化解率分别达到１００％、８０％。妥善
处理撤村转制中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多

个因撤村引发的集访矛盾总体处于缓

解、可控状态，没有发生一起影响全局的

恶性群体事件。成立淞南镇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服务中心，整合部门资源，加强部

门联动，初步形成矛盾联调、治安联防、

工作联动、问题联治、平安联创的工作机

制和工作格局。健全“大综治”、“大调

解”工作网络，建立人民调解工作站，化

解各类民间纠纷７５４件，制作调解协议
书１１８份。成立全区首个人民调解委员
会驻派出所调解工作室，受委托调解轻

伤害案件１０件、治安案件６０件、成功制
作调解协议书 ６４份，化解成功率
９１４３％；受理调处“１１０～１４８”案件９４４
件，未发生因调处不当而引发民转刑案

件。加强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管理，开

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共组织生产

管理人员培训１０５７人次，完成农民工安
全生产培训１２００人，安全生产检查２５２０
次，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３６５份，发出整
改建议２３２７条，整改率达到９５％。建立
全区首个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短信平台，

对４４户独居老人上门进行消防“一帮
一”安全结对服务。

■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完成居委换届选
举工作，在镇域内招聘２０余名大学生，

充实社区干部队伍。对在职居委干部，

通过分层次和集中培训方式，加强业务

培训，建立社区干部队伍档案和梯队人

才库，设置居委主任助理岗位培养后备

干部，改善社区干部队伍结构，提升工作

能力。加强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连续

四年开展志愿者星级评比，以典型事迹

激励人、典型人物鼓舞人。镇志愿者队

伍发展到１２支，人数 ９０００余名。抓住
文明创建这一主线，以文明单位、文明小

区创建为基础，成功创建“全国创建精神

文明工作先进村镇”，实现“上海市文明

镇”四连冠，全力争创“全国文明镇”、

“上海市双拥模范镇”，共有１３个小区被
评为上海市文明小区，２０个小区被评为
宝山区文明小区，４家单位被评为上海
市文明单位，１０家单位被评为宝山区文
明单位，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被

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完成新一届区、镇人大代表选举工作
　成立淞南镇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组、
镇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

班子，统筹落实各项选举工作任务，完成

宣传动员、调查摸底、教育培训、选民登

记、选区划分、代表名额分配、提名推荐

和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候选人与选民

见面、投票选举和整理归档等工作，于

１１月１６日选举产生１８名区人大代表和
７５名镇人大代表。全镇登记选民４１８３９
人，选民登记率为 ６７％，划分区选区 ９
个，镇选区４０个。参加区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投票选举的选民３８９９０人，
参加镇第六届人民大表大会代表投票选

举的选民３５４９６人，参选率均达到９３％。

■举办淞南镇“七一”红歌会　在中国
共产党９０岁生日之际，淞南镇举办“我
爱唱红歌”比赛活动，推广红色经典文

化。镇域内３３家单位党支部和５家驻
地部队参加合唱类别的比赛，２３家单位
选送歌手参加独唱类别的比赛，总参赛

人数８００余人。７月１日，在国际工业设
计中心举行淞南镇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红
歌会决赛，１１支队伍参赛，淞南一村、淞
南四村和由淞南中心幼儿园推荐的朱颖

华分别获小合唱组、大合唱组和独唱组

第一名。

■参加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活动　１０月１６日，第七届上海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节开幕式上，派出《新潮老外

婆》皮影舞蹈节目参加开幕式暖场表演。

在１０月１６日 ～１０月２２日为期一周的
展演活动中，举办哥斯达黎加马坦步民

间艺术团主题日活动，围绕“共享、创新、

交流”的艺术节主题，以反映“民族、民

间、民俗”的文艺节目《变脸》、《茶艺》和

情景剧《娶亲》等，博得哥斯达黎加演员

的笑声。接待以色列、匈牙利和巴西民

间艺术团到淞南进行广场演出。组织

“家庭一日”接待活动，挑选８户各具文
化特色的家庭，接待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民间艺术团成员，共享丰盛午餐，互动游

戏，互赠纪念品等。

■举行意大利国际玻璃艺术品牌ＶＥＮＩＮＩ
巡回展　１１月１８日，意大利国际玻璃艺
术品牌ＶＥＮＩＮＩ９０周年庆全球巡展在上
海玻璃博物馆举行中国站巡展开幕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出席。２０１１
年，ＶＥＮＩＮＩ在众多世界著名城市举办巡
回展览，以庆祝品牌创办９０周年，展览
涉及当今主流的设计师、艺术家和建

筑师。 （何新艳）

高境镇
■概况　高境镇位于宝山区南部，南与
虹口、闸北区接壤，东与杨浦区相邻，西

与区内的庙行镇相伴，北与淞南镇及张

庙街道相接，镇域面积 ７１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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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个居委会
（其中３个筹建中）。至年末，有常住户
籍２７９１０户、６３９２４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６７９户、６１６人；列入管理的外来流动人
口３６１６９人，比上年减少３７２２人。户籍
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率９９５６％；出生缺陷一级预防重点对
象随防率９９％，０～３岁优生优育指导服
务率 ９９５％；人口出生率 ３８７‰，人口
自然增长率 －１２‰。辖区内有法人单
位２４５２个，学校 １６所，有线电视用户
４３５２５万户，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２个，居
民健身点２６个。镇党委下辖３个党总
支、８４个党支部，党员人数 ４８９９名。
２０１１年，实现增加值２３７６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１９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０５９亿元，增长 ６３％；地方财政收入
２３５亿元（不包括土地增值税），增长
１２８％；固定资产投资１８０１亿元，增长
１１７％；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７９８％；人
均收入 ２７０７５元，劳均收入 ３５７２５元。

９９２

高境镇



年内，被评为市级文明小区１０个，市级
文明单位１个；市级文明示范标志区域１
个、市文明交通路口１个；市社区建设示
范居委２个，市平安小区１７个，市平安
单位１０个；获市燃气安全示范社区称
号；连续二年获市“平安社区”称号；获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反邪教优秀社区”称
号。镇政府地址：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８日，高境镇现代服务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高境镇／提供

表２６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１年高境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单位：人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　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６ １１４７１ ５４４４ ６０２７ ２０．０９ ９ ０．０８

２００７ １２２３５ ５７４９ ６４８６ １９．３２ ７６４ ６．６６

２００８ １３１８８ ６２２０ ６９６８ ２０．７４ ９５３ ７．７９

２００９ １４１５８ ６８０９ ７３４９ ２２．５１ ９７０ ７．３６

２０１０ １４７４１ ７０２３ ７７１８ ２２．５７ ５８３ ４．１２

２０１１ １６０６０ ７７６９ ８２９１ ２５．４２ １３１９ ８．９５■经济建设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
加大产业项目建设力度，盘活镇域内存

量土地资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入达

１８０１亿元。年内，长江国际商贸中心
三期、景鸿商务楼、生恒大厦等现代服务

业项目集中开工；面积达３０万平方米的
宝山万达商业广场于９月２０日全面结
构封顶。全年新引进企业５２８家，其中
有２６０家企业当年实现产出。

■城镇建设与管理　结合小区综合改
造、道路新建、拓宽工程等，全面调整镇

域内点、线、面绿化系统；创建市容环境

卫生责任达标路段，新二路、逸仙路、江

杨南路等通过验收，成为达标道路。完

成殷高西路综合改造，由水泥路面改成

沥青路面，重新整体布局沿街绿化、围

墙、店招店牌、小区门楼等。区镇两级人

大代表呼吁多年的殷高路拓宽改造工程

被列为市政府年度重大市政建设项目进

入实质性启动，并完成 ８０％的企业动
迁。基本完成镇域内居住区的截污纳管

和高境工业园区的污水管网建设；推进

“扬尘污染控制镇”和“绿化社区”创建

工作，１１个小区获区“绿色小区”称号。
整治、整顿、规范镇域内建筑市场和建设

工程质量，以建设工地建设项目为单位，

对１１个工地、６个建设项目进行清理、
整顿和检查、复查。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１２８６人，完成指标的 １０００８％；城镇登
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２４６５人的指标内；吸
收青年见习学员１３６人，完成年度指标
的２０９％；职业指导２４９２人次，开展集体
指导２１次，协助企业举办招聘会９场；
扶持创业成功５５家，完成指标１１０％；带
动就业３３４人，开业指导日常咨询 ３２２
人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１３４人，安置
零就业家庭２家。完成全镇１５８名农保
退休人员增发养老金工作，共发放养老

金１５３４５万元。办理居民医保登记
３０９７人，缴费３０８７人。社会救助３９３４６
人次，其中低保救助２６０１７人次，救助金
额１３３１５万元；完成社会保障卡申领及

发放２６０８张，学籍卡申领及发放 ２２０５
张。对失业协保人员提供政策咨询３３２３
次，成功安置和推荐失业人员上岗 ５２７
人，帮助失业人员维权３７人次，劳动力
资源调查４８９６人次。发放白玉兰卡的
企业１１０２家、３８１７人。完成首轮经济适
用房咨询和选房工作，有１３１户家庭选
房成功。

■平安建设　推进平安街镇创建工作，
加强人防、物防、技防设施建设，协调居

民区防盗门维修规范化管理，完成 ３００
扇防盗门维修保养，对相关小区大门口

（门卫）安装６０台警用闪光灯，建立电
子巡更点 ７５处；健全社区群防群治队
伍管理长效机制，依托“平安志愿者”平

台，调整充实平安志愿者 １２００名并为
之购买人身保险。加强对信访突出矛

盾的掌控和管理，明确落实化解矛盾的

工作职责，依据信访有关规定，对镇内

个别老信访户实施案件核查终结。开

００３

镇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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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７ ２０１１年高境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江湾中心校 ２５ ８４５ ７７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号 ５５０３５１１３

江湾中心校辅读班 ２

高境镇第二小学 １６ ５６５ ４８ 高境一村８２号 ３６１４０１８７

高境二小托管班 ２ ８６ １０

高境镇第三小学 １１ ２４２ ３３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８８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同洲模范学校
公办 ６ １６３ １０５ 岭南路１０５０弄１号 ３６１２０４５９

民办 ２５ １１４７

高境镇第三中学 １７ ５８３ ５７ 国权北路４６８号 ３５０５３５０８

高境三中托管班 ５ ２０３ １２

高境镇第四中学 １１ ３１９ ３９ 岭南路１２４９弄２８８号 ６６９８６６２６

高境四中托管班 ３ ９６

高境镇第二幼儿园（总园） ８ ２７０ ２４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
５０号 ５５０３８６２８

高境镇第二幼儿园（分园） ２０１０年９月停止招生，２０１２年校舍大修。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０３号 ６５９１６４３７

高境镇第三幼儿园 ９ ３０４ ２２ 高境二村９８号 ５６１４１５８３

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１２ ３６５ ２６ 高境一村１１２号 ６６１５６１２８

徐悲鸿第二艺术幼儿园 １１ ３２９ ２６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７号 ５５０３８３４９

高境镇第六幼儿园 ６ ２０４ １８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４３号 ３３６２２０２５

高境镇第七幼儿园 ８ ２４５ ２０ 岭南路共和四村２６号 ５６８１４９９５

高境镇三花幼儿园 ７ ２１０ １８ 高跃路６６号 ３６３３７８００

高境镇四季绿城幼儿园 已建造，未开设 新二路９９９弄２３号 —

七色花第二艺术幼儿园 １２ ３１０ ３２ 阳曲路１３８８弄９９号 ５６８１６３９７

合　计 １９４ ６４８８ ５６７ —

高境镇宝贝“小叮当”项目 高境镇／提供

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全年共举办法制

讲座３８场，受益群众 ３２２５人次；加强
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成功中标上

海市社区公益性招投标项目—“高境镇

帮教人员安置服务项目”，主要为社区

４１０户刑释解教人员和单亲家庭提供
各类培训讲座、公益性活动、心理疏

导、健康服务。

■社会事业发展　开展清理整治影响环
境卫生死角，各类整治活动累计出动

８２３０人次，有５３家单位成为区“爱国卫
生合格单位”；加强食品安全制度建设，

加大监督整治力度，重点对租赁的厂房、

食品生产加工经营点、企事业单位及建

设工地食堂等进行专项检查和复查。为

符合条件的白内障贫困患者免费实施复

明手术，免费为退休和贫困妇女提供妇

科病和乳腺病筛查。加快推进人口计生

公共服务转型，率先创建“高境镇人口和

家庭发展服务中心”，发放计生宣传资料

１０５８０份，对已婚育龄群众展开避孕节
育措施调查测评满意度达 ９９％。落实
“坚持教育优先，打造教育强镇”的发展

目标，投入专项资金，优化学校硬件、校

舍、设备等；农民工子女全部进入公办学

校就 读，农 民 工 子 女 就 读 比 率 占

２４５％。开展“金兔迎春、红五月书画
展、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演出、欢乐在社区
文艺汇演、全民健身节、镇第七届农民运

动会”等系列活动；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

普查工作。

■完成编制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二五”规划　经过调研、分析、论证，编制
完成高境镇“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规划围绕上海实现“四个率

先”、建设“四个中心”的全市总体目标

和“滨江宝山”建设的战略部署，以科学

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为主线，抓住上海构建服务经济为主和

发展重心外扩化的历史性机遇，以“一带

三区二园”为载体，实施现代服务业替代

战略和品牌发展战略，强化城市功能，保

障和改善民生，强化社会建设与管理，提

升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推进资源节约

和环境保护，落实依法行政方略，把高境

镇建设成为“上海中心城区一个商业商

务集聚，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功能完

善，社会和谐，环境优良，居民生活质量

持续改善，高度融入中心城区的现代化

新型城市社区”。

■创立高境镇人口和家庭发展服务中心
　７月１１日，在全市率先创立高境镇人
口和家庭发展服务中心。服务中心通过

整合社区资源，打造特色品牌，扩大常住

人口家庭发展公共服务覆盖面，常年开

展四大活动项目：以常住０～３岁婴幼儿
为服务对象的突出早期发展服务的宝贝

“小叮当”项目，以孕前、孕期为服务对

象的突出优生优育指导“好孕俱乐部”

项目，以中老年人群、人口计生特殊困难

家庭等为服务对象的“午后阳光”项目，

以来沪人员为服务对象的突出提供优生

优育、生殖健康、政策法规讲座等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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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广场营销中心启幕 高境镇／提供

“依水缘”项目。

■六大现代服务业项目集中开工　９月
２８日，长江国际商贸中心商业商务大
厦、生恒大厦、景鸿商务楼、中设集团上

海中心、北上海科技金融中心、高境文化

广场（丝绸第二机械厂综合改造等）六

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总建筑面积达１６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约１０亿元。

表２８ ２０１１年高境镇村（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户籍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逸仙一村一居委会 １２０８ ２６３５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３号 ５５０３０２３４

逸仙一村二居委会 ９８４ ２２３６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２号 ５５０３１１２０

逸仙一村三居委会 １０００ １８０２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１号 ５５０４４２２８

逸仙一村四居委会（筹） ５８４ １４３３ 三门路５５５弄１６幢２号 ５５０３３６９０

逸仙一村五居委会 ８６８ １９６１ 逸仙路１５１１弄２２号 ６５４４５１７５

逸仙二村一居委会 １１５２ ２６４３ 三门路４８９弄４号甲 ５５０３４４２９

逸仙二村二居委会 １５５３ ３４９１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９号 ５５０３２５７１

逸仙二村三居委会 ２２００ ４９７１ 吉浦路６１５弄８９号甲 ５５０３５４８２

逸仙二村五居委会 ７８８ １８５４ 三门路４８５弄８３号 ５５０４１７６４

逸仙三村一居委会 １０８９ ２８５０ 殷高路２１弄５号 ５１０５７１６７

逸仙四村居委会（筹） ７８７ １５６８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３９号 ３３６２２１９３

高境一村一居委会 １７０９ ３４６２ 高境一村１４２号 ５６８２６５８１

高境一村二居委会 １１５２ ２３７７ 高境一村１６０号 ５６１４０６００

高境二村一居委会 ２２５０ ４５９０ 高境二村２０４号 ５６８２６５７９

高境三村居委会 ８１２ １５６０ 新二路９９９弄１５６号 ６６１８６６５７

高境四村居委会 ４０５ ７２０ 逸仙路１２３８弄１７号 ６５６０１６４２

高境五村居委会 ３２１ ６１０ 新二路１８３弄５７号 ３６３８５２２１

高境六村居委会（筹） ５４７ １１０８ 云西路２１９弄１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５２４７３

共和一二村居委会 １５３７ ３５２７ 共和一村３５号 ６６９８５７０４

共和三村居委会 ８８３ １８７７ 共和三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６６８３７３９５

共和五村居委会 １２６８ ２８３２ 共和五村１４号 ６６９８６３３０

共和六村居委会 ９９５ ２２９０ 岭南路１２８８弄１０号 ５６９１７６１０

共和八村居委会 １０７８ ２５６６ 共和八村７４号 ６６８３８０３５

共和九村居委会 ３３６ ８３９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２０２号 ５６８３６５４１

共和十村居委会 ６８２ １５３８ 共和新路４７０３弄９９号 ６６８３３４７２

共和十一村居委会 １７１２ ３７９１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６１号 ６６８３５７３２

（夏　倩）

■启动高境经济适用房基地建设　由上
海胜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开发权的

高境经济适用房基地建设全面启动，基

地计划开发建设面积２６万平方米，年内
开工面积１２２万平方米，结构封项５８
万平方米。

■完成侨情调查工作　年内启动高境镇
基本侨情调查工作，成立侨情调查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调查工作负责人、指导

员、联络员３支工作队伍。广泛宣传发
动，做到家喻户晓，赢得居民群众的积极

参与配合和支持；组织各居民区党支部

书记、调查员等１２０人参加侨情调查工
作培训，深入居民区实地走访，入户调

查，保证排摸质量，确保信息完整。调查

历时３个多月，共涉及１２１１户，包括归
侨、侨眷、港澳居民眷属、归国留学人员、

留学生眷属、华侨、外籍华人等多种

成分。

■高境庙纪念村牌坊迁址　高境庙纪念
村牌坊原址在殷高西路和逸仙路的西南

侧，周边是居民小区和一菜场。为更好

保护历史建筑，８月，高境镇邀请市文物
局携建筑施工及文物保护专家对登记保

护建筑高境庙纪念村牌坊整体迁移和局

部修缮工程进行专项指导与审查，并实

地进行考察与研究，

召开专家研讨会，确

定整体迁移牌坊。１１
月，牌坊迁移工程正

式启动，并迁移至高

境源广场（殷高西路

和逸仙路西北侧）。

据史料记载，高境庙

纪念村牌坊建于民国

２１年（１９３２年），“一
二八”淞沪战争爆
发之后，为供劫后余

生的灾民居住，建立

纪念村，并建造钢筋

水泥结构三间四柱重

檐式纪念牌坊，由著名人士黄炎培题“高

境庙纪念村”。

■建立家庭医生工作室　高境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在开展全科团队服务的基础

上，推行家庭医生工作室服务，年内成立

４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坚持主动服务、上
门服务，为居民及其家庭提供全程的健

康管理。全年共签约居民２９０１户，受惠

居民６４７８人；及时更新已建居民健康档
案信息，进行动态管理，共为辖区内居民

建立并完善家庭健康档案８０１０７份，做
到应建尽建；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纳入专案管理，并对社区疾病进行有效

预防和干预。 （夏　倩）

友谊路街道
■概况　友谊路街道位于宝山区东北
部，东临长江，西至泗塘河与杨行镇毗

连，南至双城路与吴淞街道接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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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４２０户、９１３６３人，比上年增加 ９１户、
２４５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４８７６６人；
户籍人口出生率 ６‰，计划生育率
９８６９％，外来流动人口出生率６５‰，计
划生育率 １００％，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０１５‰，人口密度 ８７４３人／平方公里。
社区（街道）党工委下辖党委１个，党总
支２１个，党支部 １３９个，党员 ６９２２名。
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２７７０余家，学校 １５
所，有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１个，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１个，社区卫生服务点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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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有社区公共运动场所１个，居民健
身点（苑）５９个，有文艺团队１４３个。年
内，街道围绕把街道建设成为“三高一

低”（高集聚服务业、高效率社会管理、

高品质人民生活和低碳化城市环境）融

滨江景观于一体的现代化示范城区的总

体目标，推进街道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

展。完成７８项社区实事惠民工程，完成
盘古路通道整治工作；推进消防隐患排

查整治，宝钢二村、三村、十一村等小区

的消防通道得到改造，更新和完善宝山

三村、炮台村等小区的消防设施。加强

平安志愿者队伍和技防设施建设，组建

２３６３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推进小区图
像监控系统建设，全年累计为各小区安

装视频监控探头４００余个，安装门禁系
统４５个，安装电子围栏３个；推进专项
整治工作，开展无证无照、马路设摊等综

合整治２３次，整治各类经营户５０多家，
收缴各类违法经营物品４５０余件，超额
完成区下达的３８家整治基数任务；开展
大调解工作，初步建立矛盾化解的大联

动大调解工作格局，全年调解处理民间

矛盾 纠 纷 １０００余 件，调 解 成 功 率
９９７３％。全年街道辖区共立刑事案件
５６７起，比上年下降 １４％，发生八类案
件２２起，下降２４１％，社区居民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巩固市区两级文

明小区创建成果，年内成功创建市级文

明小区４１个、区级文明小区１１个；推进
基层“一居一特”创建工作，形成宝林五

村“先锋楼组”、宝林二村“知音驿站”等

一批优秀品牌特色项目。街道获“全国

文明单位”、“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工

作先进集体”、上海市市容环境综合管理

示范街道（镇）等称号。街道办事处地

址：牡丹江路１２９９弄１号。

表２９ ２０１１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宝林一村 １４７５ ３４３７ 宝林一村１２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４

宝林二村 １５００ ３６５１ 宝林二村９３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７

宝林三村 １０３３ ２４０２ 宝林三村２６号 ３６１００３５５

宝林四村 ８７６ ２００８ 宝林四村６６号１楼 ３６１００２０５

宝林五村 ９４３ ２０９８ 宝林五村４４号２楼 ３６１００２９５

宝林六村 １１６０ ２５７７ 宝林六村８４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９

宝林七村 ７３５ １６６２ 宝林七村５６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３０９

宝林八村 １０４９ ２４２３ 宝林八村５３号１０３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６

宝林九村 ７８９ １８３７ 宝林九村２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８

宝钢一村 １０９６ ２８２６ 宝钢一村１１４号 ３６０７１４７２

宝钢二村 １４２９ ３７４７ 宝钢二村３２号乙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８０

宝钢三村 １６４１ ３８９４ 宝钢三村１０号甲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３

宝钢四村 １１３２ ２７１４ 宝钢四村１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４

宝钢五村 ６１１ １５４７ 宝钢五村１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５

宝钢六村 ８４３ １８９０ 宝钢六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６

宝钢七村 ５７３ １３３６ 宝钢七村４２号－１临 ３６０７１５２３

宝钢八村 １１４４ ２６５３ 宝钢八村６３号１０４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７

宝钢九村 ５７７ １３００ 宝钢九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８

宝钢十村 ７１４ １６８８ 宝钢十村６号１０７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５

宝钢十一村 ８４７ １９２９ 宝钢十一村２５号２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４

宝山一村 １２４９ ２９４６ 塘后路３００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２

宝山二村 ９８２ ２３４６ 宝山二村３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３

宝山三村 １５６１ ３７７０ 宝山三村１２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４

宝山五村 ４５１ １０９８ 住友宝莲１０号楼东面２楼 ３６１００１４１

宝山六村 ５７５ １３５９ 宝山六村６９号１０１－１０２室 ５６１２００５７

宝山七村 ８５８ １９７１ 宝山七村３１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６

宝山八村 １７３７ ４９３６ 宝山八村８２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５

宝山九村 １０１３ ２６０１ 宝山九村５５号 ３６０１０８３１

宝山十村 １３６９ ３６８４ 宝山十村９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２

密山二居 ９７６ ２３７６ 密山二村５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５９９

临江新村 １３８０ ３５４３ 临江三村２１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８

临江公园 １１４３ ２９５９ 宝城三村１号乙 ３６０７１４６７

宝城新村 １８６０ ４６０２ 宝城一村４５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９

白玉兰花园 ５８７ １４３６ 海江路６６７弄４５号２楼 ３６０１１２４２

华能城市花园 ７４６ １７８６ 华能城市花园５５号２０８室 ５６１１０５２５

同济公寓 ３１９ ７４９ 同济公寓２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住友宝莲 ３８４ ９８３ 住友宝莲小区１０号东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集体户口 ６３ ５９９

（唐　玮）

■街道经济　围绕街道“十二五”规划
提出的“一带两区三街”（一带：滨江发

展带；两区：上海钢铁金融产业园生产性

服务业功能区、同济路综合商务服务区；

三街：牡丹江路商业街、友谊路生活服务

街、宝杨路邮轮商务街）发展格局，结合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重点项目建设，推

进重点地区、重大项目开发，推进经济结

构调整，实现街道经济新发展。加大项

目推进力度，参与上港十四区和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宝山体育中心等区重点项

目建设，做好配套项目规划与建设；协调

推进宝钢综合大楼等重大项目建设，确

保有关税收落地；启动双庆路地块动迁，

协调推动宝杨路菜市场改建；推进宝钢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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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东癉杰地块等项目建设。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完善产业发展财政专

项资金扶持政策，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利

用上海钢铁金融产业园平台，开展外出

招商，通过与大企业合作，拓展新的招商

引资渠道，推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做

好宝山体育中心等重大项目运营管理公

司落地和配套招商工作，全年共招商引

入企业３７６户，实现新增注册资本２１５
亿元。加强集体资产管理，理顺街道集

体企业产权关系，制定下发《友谊路街道

所属企业重大事项管理暂行办法》等文

件，规范企业资产经营管理行为，加强对

企业负责人的管理，确保国有集体资产

保值增值。街道全年实现区级地方财政

收入３６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９４％，增
幅列全区首位；实现增加值２５１亿元，
增长１４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６１９亿元，增长１６１％。

■民生和社会保障　挖掘各种资源，为
３００余名老人提供午间助餐服务。组建
社区流动生活服务队，轮流到各居民区

开展便民服务，为居民提供零距离服务。

启用阳光之家等一批新的助残服务项

目。加强居委会老年活动室建设，新建

和完善４个老年活动室。完善社会保障
体系，加大对帮扶政策边缘人群的救助

力度，全年发放低保金额２８０５万元，受
益８６１人；发放粮油帮困卡 ４２１３张，金
额２１９１万元；医疗救助 ２０人，金额
５４８万元；支内回沪 １２５０人，金额
２３７３４万元；重残无业 １６３人，金额
１０７７３万元；大学生困难补助４０人，金
额１２万元；廉租房７６户，金额１２６８万
元；元旦、春节、国庆、临时性补助 ２１１３
人，金额１１３６万元；第一轮经济适用房
集中咨询６５８户，符合条件１５３户；第二
轮经适房咨询量６８户，申请表格发放６５
户。组织开展春节、“八一”系列拥军优

属活动，全年共为２８１名优抚对象发放
各类优抚金１６８４万元，为５６名义务兵
发放光荣卡１７２万元。

■社区文化建设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９０周年为契机，组织开展第七届“阳
光·大地”优秀歌曲展演暨宝山区“百

团百歌百姓”红歌大赛。完成“红色华

诞，党旗飘扬”———庆祝建党９０周年文
艺专场演出及“欢乐在社区”广场文化

活动１８场。选拔４支队伍参加建党９０
周年宝山区优秀群文节目组合汇演。举

办友谊路街道群众文化艺术节，组织 ６

个版块的活动（开幕式，舞蹈，声乐，戏曲

展演，全民健身节活动，书法、绘画作品

展，摄影作品展及闭幕式活动）。举办红

色收藏展，共展出千余件展品，千余名社

区群众和青少年参观展览。以“文化，让

生活更和谐”为主题，承办第七届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暨宝山十村第三届群

众文化节、特色文化展示、展览、外团家

庭访问活动，组织代表队参加民间艺术

节开幕式演出和联欢、外国团队活动日

等其他相关活动。加强社区文化团队建

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专业

机构，加强对文化团队管理。完善社区

文化中心的功能设置和运作机制，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全年举办团队活动、文艺

演出、评弹书场、放映电影、展示展览

２３３１场，参加１４５１７７人次。

■开展地区宣传思想工作　加强基层理
论宣讲团工作，开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

会精神宣讲１１场、“十二五”规划宣讲７
场、纪念建党９０周年学党史宣讲６０场、
学习胡锦涛“七一”讲话精神宣讲４０场、
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宣讲３８场、社区
党风廉政建设宣讲２场，全年共开展宣
讲活动１５８场，受众超过２万人次。街
道宣讲团事迹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网、上海

电视台等媒体得到宣传。加强典型宣传

培育，开展“一居一特”优秀品牌和“感

动友谊好市民”评选活动，表彰５个“一
居一特”单位和５０名助人为乐、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热心公益好市

民，树立“好阿婆”袁双凤典型。组织

“吹响先锋号———我身边的好党员”先

进事迹演讲活动和先进事迹图片展，宣

传以郭长春、葛芬、杨建忠为代表的身边

优秀党员先进事迹，社区党员群众２０００
余人次参与活动。每月举办１场“东方
讲坛”专题讲座，受教育居民２０００余人
次。以“建设国际航运中心，推动海洋事

业发展”为宣传主题，组织２００余名居民
参观“雪龙号”。组织２０００余居民参观
“辉煌十一五”、“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等

专题图片展。完成１４个小区的宣传栏
建设项目，拆除原小区各类宣传牌 ３００
多块，全面提升小区宣传阵地水平。

■推进垃圾分类减量试点　作为全区首
家垃圾分类减量试点单位，街道在市容

联席会议机构基础上，成立以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为组长，市政卫生

科、环卫所、文明办、妇联以及工商、房

办、城管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的垃圾

分类专项工作小组。在各居民小区成立

志愿者和分拣员两支队伍，建立监督考

核工作机制，对责任单位、作业公司工作

情况进行监督考核。５月，首批试点 ６
个小区；６月开始分５批在全街道３６个
居委、８１个小区中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年内８０％以上小区实现干湿垃圾分
类收运。

■市容环境顽症整治　加大对辖区内脏
乱差环境的整治力度，在宝城新村整治

取得实效基础上，制定《盘古路市场通道

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方案》、《永清路商

业街环境综合整治方案》，牵头工商、城

管、公安、食药监、消防等职能部门共同

参与，组织联合执法行动，对盘古路市

场、永清路进行综合整治，消除长期存在

的安全隐患，恢复整洁的市容市貌，维护

并规范市场秩序。街道安排专人定时定

点在宝城新村通道、盘古路市场及永清

路商业街进行固守，防止脏乱差现象回

潮，确保整治效果。

■推进宝林六村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
　７月，启动宝林六村社会管理创新试
点工作。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源头找

方向”的原则，认真查找宝林六村小区问

题，确定以“加强人口服务管理、提升治

安防范能力、解决民生问题”的试点内

容，并有序开展试点工作。在实有人口

服务管理方面，按照“以房管人”的思

路，组织开展小区现有房屋和人口再排

摸、再登记，并将房屋出租情况上墙公

布，实行分色管理，督促房东主动承担房

屋管理责任。在提升治安防范能力方

面，通过引导机动车主规范停车、增设小

区停车位等措施，降低“三车”盗窃案件

发案率；采取加装门禁系统、增加探头数

量、实行封闭管理等措施，逐步实现小区

监控全覆盖。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针

对因房屋漏水引发邻里纠纷较多的情

况，加强与物业公司沟通协调，及时修复

部分漏水严重的房屋。强化试点保障，

成立宝林六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通过

外口协管员驻点服务，拓展综治警务室

管理功能；逐步将综合素质高、热心公益

事业的外来人员吸纳到综治警务室或联

防队伍，共同做好社区管理工作；组建由

居委会干部、综治社保队、社区志愿者等

组成的联防队，落实日常巡逻、管理考核

等制度，确保试点工作效果。利用小区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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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学校、医院等单位资源开展共建活

动，组织开展“外来媳妇沙龙”等活动，

加强来沪人员服务工作。

表３０ ２０１１年吴淞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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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２ １９５３ 西朱新村６４号 ５６６７８１４８

海滨新村 ２９６９ ６８９４ 海滨新村６７号乙一楼 ５６５６２１８３

海滨二村⑴ １３９７ ３３７３ 同泰北路２２７弄２号一楼 ５６５６００５３

海滨二村⑵ １１９８ ２９６０ 海滨二村９５号西侧 ６６６５０７２２

海滨三村 １５４６ ３８１５ 海滨三村４５号 ５６５６０６４８

海滨四村 １３１１ ３２２５ 海滨四村３５号 ５６５６０９５０

牡丹江路 ２０７２ ５１５１ 海滨六村１３号２楼 ５６５６９８７２

海滨八村 １８１３ ４５００ 海滨八村５０号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三 营 房 １５０５ ３８３８ 前三营房８８号 ５６１７２３２８

永清新村 ２０６５ ５０１６ 永清新村１１８号 ５６５６７０１０

永清二村 １４９８ ３５４６ 永清二村１１６号 ５６５６５２４９

海江二村 ２３２１ ５４１４ 海江二村１５３号 ５６５７８０３３

海江新村 ８６５ ２０７４ 塘后路２０３弄２２号 ５６５６３９４８

吴淞新城 ４４１ １０１９ 班溪路５５弄８２号 ５６８４０２６５

吴淞三村 ４４０ １０１５ 吴淞三村３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４８０１

淞新 ８５１ ２１４５ 淞滨路１６５弄１号 ５６８４９７２４

和丰 １２７８ ３６１４ 淞滨路７０弄８号 ５６６７００５６

桃园新村 １２８６ ３２８５ 桃园新村２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４７０２３

长征新村 ６７８ １８４２ 长征新村８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３２７０

一纺 ５４８ １５６４ 淞滨西路８１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５６１７

二纺 ８７８ ２５４７ 宝林雅园５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８４５１

李金 １３７１ ３６９１ 淞滨支路４０弄２号１０３室 ５６８４９３５８

泗东 ７７８ １８９６ 泗东新村２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７９２５６

淞西 ５４２ １４２３ 同济路６０弄４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３７１６

（金　明）

■推进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街道
在绘制“为民地图”工作基础上，每个居

民区（村）建立服务和走访２个团队，分
别侧重于解决问题和走访联系群众。服

务团队由居民区（村）“两委”主要负责

人、机关干部、物业公司负责人、业委会

主任、社区民警以及可为小区发挥作用

的党代表、共建单位负责人等人员组成，

定期商议解决本居民区（村）走访团队

梳理反映的问题；走访团队主要由“两

委”干部、党小组长、楼组长和党员志愿

者组成，主要负责走访居民，了解情况，

并将居民反映的意见、建议和求助类问

题及时反馈给服务团队，按照“地域集

中、便于分工、利于管理”的原则，对小区

群众进行分片、划块，形成走访服务网

络。明确每个责任区必须不少于３个走
访人，其中 １名走访责任人必须是“两
委”人员或居委会工作人员，并配备２个
以上楼组长或党员志愿者骨干，促进居

民区（村）干部沉下身子，迈开步子，真

正与群众面对面，掌握社情民意，了解居

民家庭情况、主要困难和对居民区（村）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街道建立居民区

（村）服务团队３８支，走访团队３８支，走
访责任区 ２９５个，走访队伍 １３５０余人，
对辖区内５４７３７户常住户做到走访全覆
盖；建立“居民区（村）—机关职能科

室—领导班子—两代表”四级群众诉求

解决机制。年内共收集居民群众建议

１４０８条，反映的困难、问题２７８２件，问题
解决率达８３８％。 （唐　玮）

吴淞街道
■概况　吴淞社区（街道）位于宝山区
东部，东临长江、黄浦江，西沿泗塘河与

杨行镇毗连，南起长江路延伸至东海船

厂南围墙与淞南镇接壤，北到双城路与

友谊路街道相邻，面积７５２平方公里，
下辖２４个居民委员会。至年末，有户籍
人口３０４７４户、７７００２人，比上年分别减
少１户、１５０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１００％，人口出生率５６２‰，人口自然增
长率－４０２‰，人口密度１０２３９人／平方
公里。社区（街道）党工委下辖行政党

组、居民区党委、综合党委、２５个党总
支、９５个党支部，在册党员５５２８人。辖
区内有各类法人单位１０００余家、学校２６
所、团级以上部队１８家；有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１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１
个、图书馆１座、为老服务中心１个、敬
老院２所；建有２座社区公共运动场、１
个社区健身苑、３６个居民区健身点及１
个“东方信息苑”。李金居民区被评为

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街道办事处地

址：淞滨路３８５号。

■街道经济　健全联动长效机制，探索
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促进会有效运作模

式，与区滨江办、吴淞口开发公司共同搭

建联合招商平台，推进“五区”（都市经

济区、文化创意区、滨江商务区、餐饮娱

乐区、旅游观光区）联动产业发展布局的

规划研究。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完成星

月国际商务广场工程建设和三水国际商

务楼主体结构建设，江南造船厂８家辅
业企业落地。全年实现区级财政收入

２０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１％；实现增加
值１９０９亿元，增长１２６％；完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２４３３亿元，增长１１３％；

完成合同利用外资９０７万美元，同比增
长２７倍；完成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
３０９亿元。

■旧区改造　完成海滨新村６幢居民楼
成套改造，惠及居民１８７户。自２００６年
启动旧区改造工作，累计完成３２幢居民
楼成套改造，惠及居民１１００户。同济路
６０弄和同济路 １９１弄 ２号单元改造竣
工，完成同济路１９１弄５号单元签约过
渡，桃园新村成套改造完成签约２６０户，
签约率７９５％。３月，启动吴淞西块动
迁签约，至年末完成４１２证签约，签约率
６７９％，完成已签约居民外出过渡 ３７５
证，占已签约证数的 ９１％，完成八棉二
纺旧住房拆落地改造方案第一轮书面意

见征询。

■步云临时菜场开业　８月，拆除位于
永清路水产路路口前三营房居民小区南

侧的３４间门面房，面积２１８０平方米。９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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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该地块启动步云临时菜场建设，１１
月完成钢结构大棚搭建，１２月 ２８日对
外营业。步云临时菜场由长江口集团公

司经营管理，主体建筑面积 １５６０平方
米，设摊位 １５０个，并配有约 １５００平方
米的停车场。

■就业与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２１８１个（目标 ２０４１个），城镇登记失业
人数控制在３７２８人（目标在３７４０人以
内），扶持成功创业５８人（目标５０人），
带动就业１５６人，非正规就业组织转制
１２个（目标５个），参加职业见习的青年
６５人，专家指导服务２５４人次（目标５０
人次）。低保救助 ３２７９６人，发放资金
１１８３５９万元，分别比上年增加 １３８％
和４４７７％；享受廉租房１７０９户，发放资
金２７７３７万元；医疗救助 １１３人，发放
资金３４３５万元；节日补助 ８１２８人次，
发放资金１６９０９万元；发放助学券５７１
人，开学补助 ３２８人，资金 ９２９６万元；
重残无业 ２５９７人，发放资金 １６５８９万
元；发放粮油帮困卡１０７２２人，发放资金
５５７５万元；支内回沪补助９２０６人，发放
资金 ４６７８８万元。制作就医记录册
６１３８本，门诊大病登记１１３５人次，住院
家庭病床登记５８人次，市民互助医疗帮
困缴费１１７１人次，金额２０５３万元。居
保缴费３４３８人次，金额６６８３万元。受
理第一批经济适用房申请４７５户，４２２户
家庭符合申请条件参加选房看房，其中

２９户家庭放弃本轮选房；受理第二批经
济适用房申请１３５户，１２５户家庭符合申
请条件。

■开展为老服务　至年末，街道有６０周
岁以上老人１９６１３人，占户籍人口总数
的２５４％，其中 ８０岁以上高龄老人
３８２１人，孤老１４９人。投资５５万元，完
成７家居委老年活动室标准化改造，街
道共有居委老年活动室２５个，建筑面积
６０４９平方米，每天活动人数约 ３９００人
次。新建淞青路为老助餐点，面积 １１２
平方米；利用五钢闲置资源新建海滨新

村老年食堂，面积２５０平方米，为老助餐
服务对象增至 １９１名。为 １３３１名社区
老人开展居家养老，年内新增１００名，落
实志愿者与１８５１名社区独居老人开展
结对关爱活动。

■“平安吴淞”建设　开展社会面突出
问题综合整治，出动执法人员７３５人次，
发放宣传告知单 ３０００份，劝离乱设摊

４８８处，取缔乱设摊７６处，开具违章停车
单５８８张。开展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
治，全面整治地区内无证无照经营的危

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场所、非法加油站

点、废品回收站及娱乐业、足浴、旅馆等

“三小”场所，取缔非法经营户３０家，停
业整顿１２家，正常经营办证办照６５家。
成立八棉地块治安防范自治联合会，加

强八棉地块治安管理，街道刑案总量比

上年下降２４３％。

■加强来沪人员管理服务　推进来沪人
员管理服务和房屋租赁管理，配备外口

综合协管员５１名，成立由１３８５人组成
的外口信息员队伍。加强来沪人员登记

和居住证办理工作，全年来沪人员登记

２６２７６人，办理居住证２５１１２人，办理房
屋租赁５２３８户、１１０８间。实施情况抄告
制度，办理情况抄告单 １３７份，办结
率１００％。

■公共安全管理　与辖区３２０家重点单
位签订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与

１３７９家一般生产经营单位签订安全承
诺书。全年共组织安全生产检查 １１７６
批（次），检查单位７９６０家（次）；出动检
查人员９２１人次，取缔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无证、无照单位７６家，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一般整改率９８％以上，严重隐
患整改率 １００％，危化企业整改率
１００％；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数 １２９１台，
检测率１００％。开展“清剿火患”专项整
治，检查单位４２２６家（次），检查居民楼
８０９幢，出动检查人员２７６人次，整治消
防安全隐患２０６９处，全年未发生重特大
群死群伤安全事故。妥善处理淞兴西路

８１号楼顶坍塌事故。

■居民小区消防设施改造　落实区人大
０１号议案，完成永清二村、海江二村等９
个居民小区消防设施改造，拓宽道路

５４２０平方米，调整绿化１５８０平方米，增
设消防栓 ２１个，道路划线 ２７３００平方
米，增设安全标示牌９５块、楼道消防安
全告示牌 １４２３块，清运杂物 ９０２立
方米。

■开展社会管理创新试点　年内以海滨
新村居民区为街道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单

位，成立领导小组及环境管理、社会稳

定、民生保障和社区党建４个工作组，确
定３９项具体工作项目。海滨新村居民
区增加３名物业保安人员，配置一辆治

安巡逻车，开展全天候巡逻，在主要通道

和治安隐患突出的重要防范点安装监控

探头１６个。举办专场就业招聘会，新增
就业岗位９０个，实施３个老年活动室升
级改造。调整小区保洁工作体制，实施

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完成小区进出口通

道改造，拓宽主干道２００平方米，调整补
种绿化 ３１８３７平方米，改造休闲广场
１４６４平方米，拆除违法建筑３６０平方米，
整治乱设摊７处。

■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活动　６月１６
日，举办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文艺展演。６
月２４日，举办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文艺展
演和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志愿者纪

念建党９０周年联谊活动。６月２８日，召
开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大会，开展街道级
“三优一先”（即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

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员

志愿者）评比表彰，评选出先进基层党组

织１０个、优秀党务工作者１５名、优秀共
产党员５０名和优秀党员志愿者６１名。
走访慰问 ２９７名地区困难党员和老党
员，向３６８名年龄在８０岁以上且党龄在
５０年以上的党员赠送纪念品。

■基层党组织建设　完成２３个居民区
党总支公推直选和９５个居民区党组织
换届选举，开展以“齐心协力攻难点、以

人为本促和谐”为主题、以“六联一创”

（“六联”即区域经济联动、社区环境联

建、社会事业联办、社区治安联防、精神

文明联创、党建工作联抓，“一创”即上

海市文明社区创建）为载体的创先争优

活动；实施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启动组

团式联系服务群众活动，完成民主评议

税务所、房地办、城管分队、工商所、司法

所工作；举办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完

成区人大代表和党代表选举。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每月２５日
开展后世博主题活动，协调７０多家社区
单位党组织参与文明路口执勤等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成功创建上海市文明社区、

市级文明小区 ７个和区级文明小区 ２９
个。开展基本侨情调查，举办特色“侨之

家”成果展示活动，完成街道民族联分

会、侨联分会和商会换届。 （金　明）

张庙街道
■概况　张庙街道地处宝山区南部，东起
泗塘河与淞南镇为邻，西至共和新路与庙

行镇毗连，南迄一二八纪念路与高境镇接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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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北临?藻浜与杨行镇相望，辖区面积

５１９平方公里。街道下设４０个居委会。
至年末，有户籍７１８４２户、１２２４３２人，常住
人口 １８３４４３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２４０５６人；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４２‰，
计划 生 育 率 ９９１８％，人 口 出 生 率
５４１‰，人口密度２３５９０人／平方公里（户
籍）。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１２３６个，学校
２０所，社区事务受理中心１个，社区文体
活动中心１个，图书馆２个。社区党工委
下辖３１个党总支、１６３个党支部，登记党
员７９６１人。年内，街道获“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
年宝山区全民健身活动优秀单位”、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宝山区法制宣传教育
先进集体”称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获

“上海市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张

庙街道办事处地址：呼玛路８００号。

■街道经济　按照“调结构促转型”要
求，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协调重点项目进

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项目取得

突破性进展，泗塘都市产业楼结构封顶，

内部装修和招商工作同步进行；张庙综合

楼开工建设，同步策划招商工作；博济·

宝山智汇园项目一期改造建设开工，二

期协调签约、立项；天章智慧产业楼和红

太阳商业广场（华联吉买盛地块）２个项
目办理相关手续。街道各公司在加强管

理和强化服务的基础上，发挥各自优势

和特点，开发资源，搭建平台，以商招商，

为街道经济发展增添后劲。全年完成区

级财政收入 １０８４６万元，比上年增长
２３９％，提前超额完成全年９８００万元的
目标，实现历史上首次过亿元的突破；完

成增加值１２３１９０万元，增长１６７％。

表３１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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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２４ ４９６７ 泗塘一村１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９２３

泗塘 ２１８５ ３８６７ 泗塘一村６７号 ６６２０９１０１

新桥 １８７２ ３４８０ 泗塘一村９９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５４０

虎二 １９５１ ４０５３ 泗塘二村２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２１９

振兴 １６９６ ３４９８ 泗塘二村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７４３６１２

泗塘三村 ２５１１ ４４３７ 泗塘三村４９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２７１０３

泗塘四村一 １８１９ ２８８２ 泗塘四村７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９３０３６

泗塘四村三 １７９６ ３４４６ 长江西路１１６０弄２０／１０４ ６６２０５８１８

泗塘五村一 １４０５ ２３３８ 泗塘五村３４号 ６６２０１９６０

泗塘五村二 ２０１５ ３２３８ 泗塘五村１７１号 ６６２０５６１３

泗塘六村 １５１３ ２０７２ 泗塘六村５２号乙 ５６７４４４４１

泗塘七村 １９９７ ３６２５ 泗塘七村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４７９４

泗塘七村三 １００７ ８６８ 虎林路９９弄７５号２楼 ６６２１５７２６

泗塘八村 ２３０１ ３８６６ 泗塘八村５６号乙 ６６２２００２４

呼玛一村二 １７９１ ３３５２ 呼玛一村５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１

呼玛一村三 ２２８７ ３６７８ 呼玛一村１０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０

富浩 １０２９ １４４９ 虎林路８００弄１９号３楼 ３６１１０３４９

通河一村 ４３８６ ７７２３ 通河一村１０９号 ３６１１１１３２

通河二村 ４３６７ ７９４３ 通河二村６０号 ６６２０９９０８

通河三村一 ２１１１ ３２８１ 通河三村１５号甲 ５６７６５４３５

通河三村二 １２７８ ２１７１ 通河三村１０９号 ５６７６２８１３

通河四村一 １１５８ ２０８８ 通河四村３０号 ５６７６２８９９

通河四村二 １６５１ ２９５１ 通河四村５５号 ５６７４２４５４

通河六村一 １７４０ ３００９ 通河六村１３９号 ５６７４３６８４

通河六村二 １６５０ ２９９６ 通河六村２４５号 ５６７６２４７０

通河七村一 １２９３ ２３２２ 共江路７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５

通河七村二 １３２９ １５２７ 爱辉路２８弄２２号 ５６７３２８０４

通河八村一 １０５１ ２１３５ 通河八村７１号 ５６７６２７３７

通河八村二 １０４５ １９６５ 通河八村１５０号 ５６７６２９００

通河八村三 １１７１ １９１８ 通河八村１９０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３

通河九村 ２２２０ ２３６２ 通河九村５８号 ５６７３０９７０

呼玛二村一 １９８７ ３５０５ 呼玛二村１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７９１

呼玛二村二 ２１００ ３８０８ 呼玛二村２１２号 ６６２１００１８

呼玛三村一 １９７４ ３２３５ 呼玛三村３７７号 ５６７５９７０６

呼玛三村二 １３６７ ２３１７ 呼玛三村１９６号甲 ５６７５４８４９

呼玛三村三 １０３２ １９６９ 呼玛三村４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３１９１

呼玛三村四 ５７３ ９５２ 呼玛三村１１０号 ５６７６９６７８

呼玛四村 ２１５０ ３３５５ 呼玛四村７４号 ６６２１０３３６

呼玛五村 １８３０ ２７１９ 呼玛五村４号 ５６７４２４４５

三湘盛世家园 ７７０ ５７１ 一二八纪念路６８８弄１８号 ６６９８５０３９

（宋彦梅）

■社区建设和管理　围绕恢复张庙一条
街历史风貌，争取区政府和相关职能部

门支持，制定包括绿化、道路、商业业态

和建筑立面等综合整治改造方案，改造

方案通过区政府同意，列入２０１２年政府
实施项目。围绕加强小区环境改善和提

升，加大拆违控违力度，以小区划片综合

整治为抓手，拆除新增，解决存量，全年

共拆除存量破墙开店、亭棚 ２４７４平方
米，新增违章全部拆除。围绕社会面突

出问题整治，牵头协调执法部门联动配

合，对重点区域、重点道路开展“无证经

营整治”、“跨门经营整治”、“乱设摊整

治”等常态化整治。推进绿化建设，建成

通河路南块绿地、呼玛三村绿地、茅浜高

压走廊绿带，地区绿地覆盖率提升至

３８％。推进灯光工程，完成呼玛路楼宇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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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灯工程和店招店牌改造，做好共江路、

通河路店招店牌改造方案。推进市民科

普绿地广场建设，年内完成硬地施工，推

进绿化、科普长廊、风力发电等建设。推

进旧区改造，全年共完成成套改造 １４
幢、１８个门号３８６户，施工３幢、８个门
号１３６户。

■创建上海市市容环境示范街道　在上
海市市容达标街道、上海市市容环境责任

区达标街道的基础上，开展上海市市容环

境示范街道创建活动。坚持一手抓专项

整治，一手抓长效管理机制的建立完善，

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城市形态中平面整

洁、立体规范、空间和谐、动态有序的总体

目标；逐步形成规划到位、各方联系、政策

聚焦、协调推进的长效管理机制。近３年
共投资８６７０万元，组织开展小区划片综
合整治、市容街面店招店牌综合整治等专

项整治活动，推进街面门责管理制，加大

小区环卫设施建设，新建小区公共绿化。

建立并完善街道、居委会两级市容管理联

席会议制度、城管进社区制度、违法建筑

发现、处置制度、联勤联动执法制度、“五

位一体”（管理、作业、执法、自律、互动）

门责管理制度、散装垃圾托底保洁制度等

长效管理制度。１２月，初步通过全市组
织的创建上海市市容环境示范街道的检

查验收。

■就业和社会保障　确保各类民政救助
政策落实，全年共为７６００余人发放低保
金２４８８万余元；发放助学金 ２４７人次
７４１万余元，助学券２２６７张；大病救助
３３７人次９３４万余元，急难救助１６人次
４６万元；发放廉租房补助金７８６户４８６
万余元；为孤寡独居老人发放食物 ６６８
人次１１万余元，为残疾人发放帮困金
５７９人次４３９万余元。全年新增就业岗
位１４７１人，失业控制数在 ５４１０人目标
数以内；外劳力参保４４６６人，自主创业
６４人；“零就业家庭”和“双困”人员就业
安置率均达到 １００％，完成年初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第一轮经适房共接待咨

询家庭６２４０余户次，成功选房家庭８１８
户；第二轮经适房共接待咨询家庭１３２０
余户次，通过初审家庭２３４户，两轮接待
及受理量均占全区总量的三分之一

以上。

■举办首届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　５月
１５日 ～１０月１９日，举办首届“老街新

居”张庙社区市民文化节。以“市民文

化展风采，和谐张庙同欢乐”为主题，为

市民展示一场“挖掘‘老街’文化底蕴，

展现‘新居’时代风采”的文化活动，共

有１２６支民间艺术团队、３０００余名业余
文艺骨干在文化节平台上展示艺术才

华。文化节历时５个月，分别从街道和
居民区两个层面，按照“３＋３”的模式开
展活动，即在街道和居民区层面各以三

大活动为主要抓手，街道层面以举办大

型文化活动为主，举办文化节启动仪式

暨开幕式、纪念建党９０周年红歌大赛、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暨张庙市民

文化节闭幕等活动；居民区层面以挖掘

社区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

力的文化队伍和文化骨干为主，举办第

二届社区排舞比赛、“一居一品”社区文

化展示、社区十佳文化达人评选等

活动。

■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开展文体活动，
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建有泗塘、通河、呼

玛３个公共运动场，街道健身苑、点达５６
个。做好活动设备器材的更新维修，全

年投资５万余元更新器材２４件。参加
市区组织的各项比赛，组队参加市妇联

与市木兰拳协会联合举办的庆祝“三

八”妇女节活动；组队参加宝山区百村篮

球比赛，获第一名；组队参加市农运会排

舞比赛，获三等奖；组队参加市二十三届

木兰拳比赛，获银奖；组队参加“潍坊

杯”长三角排舞赛，获规定舞曲金奖和自

选舞曲银奖；组队参加上海首届“瑞大

杯”全民健身交流展示大会木兰拳比赛，

获优胜奖。

■平安建设　加强综治中心建设，发挥
中心统一牵头、协调、处置各类治安、信

访、司法等问题的作用，协调解决各类疑

难矛盾纠纷２３起；召开刑案形势分析通
报１０次，开展平安创建工作检查督查１５
次，有效整合综治、公安、工商、城管等部

门力量，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提高队

伍战斗力。全年刑案立案总量比上年下

降１４％，未发生大的刑案、重大事件。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领导责任

制，按照“初信初访不放过、重信重访下

功夫、缠信缠访专门攻”的要求，集中化

解一批久拖不决的信访问题。针对拆违

和社会面突出问题整治中产生的矛盾，

发挥矛盾化解与调处领导小组例会的作

用，考虑到可能产生的矛盾，做到事前工

作到位、事中主动协调、事后积极化解，

真正把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加大安全

生产、消防安全等的检查监管力度，开展

居民区内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小区高层

消防通道集中整治、组织消防演练、推进

居民住宅小区消防设施改造，开展建筑

市场安全专项整治等，未发生重大安全

事故。深化“大调解”工作体制建设，抓

好“六五”普法启动工作，全面开展法律

“六进”（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

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提高社区矫

正、安置帮教工作效果。全年街居两级

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

１１２５件，其中１１２１件得到有效化解，制
作调解协议书９２份。

■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文明单位和文
明小区创建和共建联建活动。重点抓

好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直接服务群众

的“窗口”单位的创建，坚持标准，严格

把关，全面提升文明单位的创建质量。

抓好志愿者队伍建设，鼓励社区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小区骨干在街道志愿

者协会的指导下，成立形式多样的志愿

者服务分队，扩大志愿者队伍总量，注

册志愿者总量从年初的９５０名，发展为
８４００名。开展“迎新春环境清洁日”志
愿活动，组织社区内文明单位、共建单

位的志愿者在轨道交通１号线，开展排
堵保畅促平安活动；组织志愿者在创市

区两级文明交通路口开展志愿服务、

“三五”学雷锋志愿服务。开展街道内

的“三五”活动，迎接市文明指数测评和

示范街道验收。年内，９个小区被评为
市文明小区、３７个小区被评为区文明
小区。

■开展特色楼组党建活动　针对区域资
源少、弱势人群多、人口密度大、工作难

度高的现状，以“夯实基础，服务群众，构

建和谐”为目标，组织开展楼组党建工

作。全年成立７４９个楼组党组织，占楼
组总数的９０％；有５５４８名党员参加楼组
党组织活动，占社区党员总数的 ７３％。
通过建立组织网络，延伸党建工作触角，

健全各项制度，规范楼组党建运作，解决

合理诉求，确保楼组党建实效。开展楼

组党建工作，为社区（街道）党员干部联

系群众、服务群众提供有效平台，成为社

区党工委推进“走进基层、服务群众”活

动的有力抓手。 （宋彦梅）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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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荣誉·名录
■编辑　经瑞坤

宝山区新任主要领导人

■斯福民　男，１９５４年５月生，汉
族，浙江宁波人，研究生学历，教

育学硕士，教授，１９７０年５月参加
工作，１９７４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７０年 ～１９７８年任黑龙江
生产建设兵团副连长、副指导员。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８２年为华东师范大
学政教系学生。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６
年为华东师范大学教科所教师、

党支部书记。１９８６年 ～１９８８年
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研究生。

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４年为华东师范大学教科所教师。１９９４年 ～
１９９７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１９９７
年～２００２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期间：２００１年７月
起兼任上海松江大学园区管委会副主任）。２００２年任中共宝
山区委常委。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任中共宝山区委常委，区政府
党组成员、副区长。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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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任中共宝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长、代理

区长，区行政管理学院院长（兼）。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１年任中共宝
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２０１１年８月任中共宝
山区委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２０１１年１０月起任中共
宝山区委书记。

斯福民是中共上海市第九届、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中共上

海市第九次、第十次党代会代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汪　泓　女，１９６１年４月生，汉
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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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管
理工程专业学生、校学生会副主

席。１９８３年 ～１９８６年为上海交
大机电分校三系教师。１９８６
年～１９８７年任上海交大机电分
校三系企业管理教研室副主任。

１９８７年～１９９２年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工程系党总支副
书记、副主任（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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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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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０年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
席，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１年任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校长。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任中共宝山区委副书记，区
政府党组书记、副区长、代理区长。２０１２年１月起任中共宝山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２０１２年１月当选为宝山区政
府区长。

汪泓是中共上海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第九

次、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张　静　女，１９５５年１０月生，
汉族，浙江宁波人，中央党校研究

生学历，政工师，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参
加工作，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１９７３年 ～１９８２年为黄浦
区宁海东路菜场营业员、团支部

书记、党支部委员，黄浦区副食品

公司团委副书记。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０
年任黄浦区副食品公司团委书

记、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３年任共青团黄浦
区委副书记、书记，区青联主席。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５年任黄浦区
建设局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６年任黄浦区建委党委副
书记兼纪委书记。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任黄浦区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６年任上海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任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区
台侨办主任、民宗办主任，区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年任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区委统战部部长，区台侨办主任、民宗办主任，区社会主义

学院院长（兼）。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任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区政
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区委统战部部长，区社会主义学院院

长（兼）。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起任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当选为中共宝山区委委员。２０１２年１月当选为
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９０３



■丁大恒　男，１９６３年１０月生，
汉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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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山东大
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

１９８４年 ～１９９３年为上海县委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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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任南汇区副区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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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委组织部提供）

逝世人物

■沈增善（１９２０年 １０月 ～２０１１
年１１月１８日）　汉族，上海市宝
山人。１９４５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地下党大场区委委员，农

运部副部长，山海工学团副团长；

解放后，历任大场区委宣传部秘

书、副主任，市郊农民协会副主

任；１９７６后历任存瑞中学党支部
书记、宝山县统战部秘书，北郊区

委、宝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部

长，县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离休。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在上海逝世，享年９１岁。

■石奇学（１９２７年６月 ～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２６日）　汉族，浙江省鄞县
人。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参加工作，１９４６
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教
育工会主席、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统战部副部长、建设局副局长、房

地局局长等职；文革后历任闸北

区住宅建设工程公司党委书记，

吴淞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区

政协副主席。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离休。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在上海逝世，

享年８４岁。 （钱帼婷）

先进个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洁华　宝山区培智学校校长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毕　辉　上海通用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奇玲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客运服务班班长
　曹玉兰　宝山区月罗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经理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先进个人
　马　力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总工会主席

■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先进个人
　杨　林　上海一钢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干部
　徐龙生　上海中纺机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支部
书记

　王从明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社区（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宝山分赛区）优秀
个人

　戴国定　上海宝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经营
管理部部长

　倪志红　上海万事红燃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归仁兴　上海宝山冶金辅料有限公司生产科长、工会主席
　徐华忠　上海大场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全干部
　鲍　杰　上海宝钢型钢有限公司安全主管
　应伟民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金荣　上海骏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保安队长
　杨国华　上海海豹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周汉康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职工科技创新标兵
　杨益清　上海宝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
　李明强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１年上海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先进个人
　曲国莉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赵水芳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第二十三届上海市职工科技发明选拔赛优秀组织者奖
　黄启群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工会系统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胡立伟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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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燕平（女）　宝山区教育局团工委书记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张　彬　宝山区高境镇党委副书记
　董　义　宝山区杨行镇党委副书记援疆任喀什地区叶城县

县委常委、副县长

　卜广齐　上海易迅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沈　艳（女）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护士
　季　婷（女）　宝山区团委统战部部长、青年志愿者部部长
　葛云永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杨行派出所人口管理组

组长

　胡广利　上海最现代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潘　（女）　宝山青少年事务社工

■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包谨华（女）　区城管监察大队团委书记、政治处副主任
　周　萍（女）　原顾村镇团委书记

■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团员
　王燕妮（女）　七色花艺术幼儿园团支部组织委员

■“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金　艳　宝山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曹继洪　宝山区顾村镇纪委书记
　陈　琦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校办主任
　吴秋燕　宝山区杨行镇妇联主席
　倪静珠　宝山区月浦镇妇联主席
　钱叶萍　宝山区罗泾镇妇联主席
　杨　洁　宝山区顾村镇妇联主席
　孟小玲　宝山区大场镇妇联主席
　袁国梅　宝山区庙行镇妇联主席
　杨蕴芬　宝山区高境镇妇联主席
　曾建华　宝山区淞南九村第一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金海英　宝山区罗店镇妇联主席
　邱　燕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妇联主席
　查　敏　宝山区张庙街道妇联主席
　张宇斐　宝山区吴淞街道妇联主席

■“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好家长
　鲍　玲　上海市宝山区示范果园财务
　王连明　同济大学职工
　周俊兰　上海芜进消防设备有限公司职工
　徐　樱　宝山罗泾食品药品监督站职工
　侯建设　上海历史建筑保护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华　沪太新村第一小学教导

■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妇女权益保障先进个人
　朱荣华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法制办主任
　杨　洁　顾村镇妇女联合会主席
　孟小玲　大场镇妇女联合会主席
　杨蕴芬　高境镇妇女联合会主席

■上海市实施妇女、儿童发展“十一五”规划先进个人

　陆荣林　宝山区教育局副局长

先进集体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先进单位（１个）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全国工会优秀职工书屋示范点（１个）
　上海杨行铜材有限公司

■全国工会优秀职工书屋（２个）
　上海宝山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全国巾帼文明岗（５个）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中田农业产业化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庙行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服务大厅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宣教部
　上海市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洋桥征收稽查站

■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居）村（４个）
　月浦镇段泾村
　顾村镇盛宅村
　大场镇新华居委
　吴淞社区（街道）泗东新村居委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１个）
　上海市行知中学团委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１个）
　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

■全国少先队优秀中队（１个）
　上海市宝山区第一中心小学三（１）中队

■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班组（１个）
　上海宝世威石油管道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焊管班组

■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胜单位（６个）
　上海舜枫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北部汽车检测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宝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上海科明传输技术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秀组织单位（２
个）

　上海骏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冶有限公司机装分公司

■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秀班组（３个）
　中国二十冶金结构分公司李世春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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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宝山千斤顶总厂有限公司螺旋千斤顶装配组
　上海复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宝山区房屋应急维修大场分
中心

■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宝山分赛区）优胜
单位（６个）
　上海罗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建（上海）有限公司
　淞南商贸发展公司
　上海联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宝迪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工人先锋号（３个）
　上海宝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景观装饰部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罗店工商所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手术护理组

■上海工会优秀职工书屋（２个）
　上海胜峰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劳务派遣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先进单位（１
个）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第五届上海市“五一文化奖”提名奖（１个）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学习型家庭创建先进集体（１个）
　上海市宝山区总工会

■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推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
进单位（２个）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
　上海市宝山区张庙社区（街道）

■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５个）
　上海丞源排水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示范果园

■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模范职工之家（１２个）
　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工会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会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会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会
　上海刘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工会
　上海市宝山区海塘水闸管理所工会
　上海市宝山区水利管理署工会

　杨行铜材厂工会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上海市和衷高级中学工会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工会
　上海宝山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工会

■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模范职工小组（７个）
　上海市宝山区一钢医院内一病区工会小组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妇产科工会小组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职工援助服务中心工会小组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分工会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经济发展区上海景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工会

　张庙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工会
　上海市宝山区实验小学工会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１
个）

　上海市宝山区公路管理署

■第十三届上海读书节“读红色经典，诵红色诗篇”上海市民
诵读大赛铜奖（１个）
　上海市宝山区区级机关工会

■第五届上海市“五一文化奖”提名奖（１个）
　上海市宝山区区级机关工会

■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团队创先特色班组（３个）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理化检测班组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数控班组
　上海市宝山区宝山中心医院妇产科

■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百万职工劳动竞赛优秀品牌项目（２个）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
　上海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第二十三届上海市职工科技发明选拔赛金奖（４个）
　中冶宝钢技术制造分公司　蒸发器翻身装置研制
　中冶宝钢技术第四检修分公司　ＣＯＲＥＸ熔融还原装置竖
炉清空共计方法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冶金渣返炼钢生产利用工艺
　上海海隆石油管材研究所　ＨＬ－ＫＣ－０１型控制成型钻杆

■第三届上海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１个）
　宝钢股份不锈钢事业部　高炉燃料结构合力性判据和优化
利用研究

■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委（１个）
　上海市吴淞中学团委

■上海市五四特色团委（２个）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团委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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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１个）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２个）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科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管理部

■上海市青年文明号（２个）
　上海市宝山区文化馆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司法社工点

■上海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２个）
　上海市宝山区青年志愿服务总队
　上海市宝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青年志愿服务队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４８个）
　工商宝山分局企业注册科
　宝山区实验小学艺术组
　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二病区
　上海宝峒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宝山烟酒专卖高远店
　中国二十冶电装分公司财务资产部
　上海钢之杰钢建筑产品有限公司销售部
　宝山区蔬菜科技推广站推广组
　宝山区宝林五村居委
　上海宝山美兰金苑养老院
　上海北翼国大药材医药公司罗泾药店
　宝山区振杨经济发展公司
　上海鑫杰彩钢结构有限公司生产部
　上海北部汽车检测维修有限公司营业厅
　宝山区淞南镇淞南三村居委
　宝山区顾村中学高中英语教研组
　宝山区高境镇三花幼儿园综合组
　宝山区大华中学语文组
　市一宝山分院心内科
　宝山中心医院妇产科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
　庙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组
　宝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科
　宝隆宾馆客房部清洁班
　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票务班
　长江口集团百货公司黄金广场二楼班组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公司高境作业区
　上海大场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华灵路公厕
　宝山电视台广播编辑部
　房管局财务结算中心班组
　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开业指导科
　高境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高境镇第三幼儿园

　顾村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组
　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庙行镇卫生服务中心
　宝山区大场经济发展公司材料科
　上海海滨经济技术开发区
　宝山区月浦镇第十工作站
　上海月浦经济发展公司服务中心
　上海市通河第三小学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组织人事科
　宝山区宝钢五村居委
　宝山区淞南镇华浜二村居委
　宝山区人口计生委宣教科
　宝山区小天鹅幼儿园
　宝山区法院速裁庭

■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１个）
　宝山区妇女联合会

■“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学习型家庭创建先进集体（６个）
　宝山区大场镇大华二村第七居委会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宝钢四村居委会
　宝山区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法制）科
　宝山区总工会女职工周末学校
　宝山区人口计生委宣教科技科
　宝山区妇女联合会

■“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学习型家庭示范户（６个）
　陆　华　严春燕　家庭
　张亚杰　濮尚斌　家庭
　张厚兰　缪学英　家庭
　金雅芳　徐循学　家庭
　李尊贵　林秩琼　家庭
　王明德　贾泽庆　家庭

■“十一五”期间上海市优秀家长学校（６个）
　宝山区小天鹅幼儿园家长学校
　宝山区七色花幼儿园家长学校
　宝山区宝林路第三小学家长学校
　宝山区泗东小学家长学校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家长学校
　上海市泗塘中学家长学校

■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妇女权益保障先进集体（２个）
　宝山区妇女联合会
　宝山区卫生局

■上海市实施妇女、儿童发展“十一五”规划先进集体（１个）
　宝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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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中共区委

■中共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书　记　吕民元（２０１１．８免）

斯福民（２０１１．８任）
副书记　斯福民（２０１１．８免）　

陆学明（２０１１．４免）　
汪　泓（女，２０１１．９任）

常　委　吕民元（２０１１．８免）　斯福民　汪　泓（女，２０１１．９任）
陆学明（２０１１．４免）　袁　鹰　丁大恒
顾亦兵（２０１１．８免）　夏　雨　章俊荪　周德勋（女）
盛亚平（女）　杨　杰　胡晓春（２０１１．８任）
曹锡康（２０１１．１０任）　杜松全（２０１１．１０任）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大恒　王兆钢　吕民元（２０１１．８免）
朱永泉（２０１１．１１辞）　朱礼福
刘发林（２０１１．７递补）杜松全（２０１１．１０任）
李　娟（女）　杨　杰　杨卫国
汪　泓（女，２０１１．９任）　沈伟民　沈秋余
陆学明（２０１１．４免）　陆继纲　陈士达　陈锡琪
周建军　周德勋（女）　胡晓春（２０１１．８任）
钟　杰　姚荣民　袁　鹰　夏　雨　顾亦兵（２０１１．８免）
倪诗杰　盛亚平（女）　常积林　康大华　章俊荪
彭　林　曹锡康（２０１１．１０任）　斯福民　程六一

候补委员　（按得票多少为序）
鲍永明　曹正兴

■中共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２０１１．１２．２３选举产生）
书　记　斯福民
副书记　汪　泓（女）袁　鹰
常　委　斯福民　汪　泓（女）　袁　鹰　夏　雨

章俊荪　周德勋（女）　盛亚平（女）　胡晓春
曹锡康　钟　杰　杜松全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大恒　丁建华（女）　王国君　牛长海
方建华　朱礼福　杜松全　杨　杰
杨卫国　杨立红（女）　连正华　吴志宏
汪　彤　汪　泓（女）　沈伟民　张　静（女）
张晓静（女）　陆春萍（女）　陆继纲　陈士达
林　立　周德勋（女）　赵小平　胡晓春
钟　杰　秦文波　袁　鹰　夏　雨
顾卫俊　徐荣森　曹锡康　盛亚平（女）
常积林　章俊荪　斯福民　蒋伟民
程六一　鲍永明　瞿新昌

候补委员　（按得票多少为序）
李远锋　赵婧含（女）　贡凤梅（女）　周建军
彭　林　邵雷明　李　明

■区委工作机构
办公室（归口管理信访办公室）

　　　　　　主　任　沈伟民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黄建光
组　织　部（归口管理老干部局，与区编办合署）

部　长　盛亚平（女）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王友农（２０１１．２免）
副主任　黄　琼（女，主持工作，２０１０．２任）

区社会工作党委

书　记　吴华朗
老干部局 局　长　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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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　鹰（２０１１．１２免）

杜松全（２０１１．１２任）
文　明　办　主　任　莫新华
新　闻　办　主　任　阳树智
统　战　部（与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台湾工作办公室、台湾
事务办公室、侨务办公室合署）

部　长　周德勋（女，２０１１．１２免）
曹锡康（２０１１．１２任）

副部长　刘发林（常务）
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主　任　施永根
侨务办公室　主　任　黄忠华
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　黄忠华
政法委员会（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

书　记　陆学明（２０１１．５免）
钟　杰（２０１１．１２任）

副书记　杨　杰
尹有良（２０１１．１１免）
李　明（２０１１．１１任）

６１０办公室
主　任　施　刚

政策研究室　主　任　陈晓峰
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刘志荣
档　案　局　局　长　朱显武
档案局党组　书　记　朱显武
地区办公室　主　任　潘卫国
党史研究室　主　任　朱显武
党　校（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牌子）

校　长　盛亚平（女，兼）
副校长　崔兰竹（常务，２０１１．１１免）

丁建华（女，常务，２０１１．１１任）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所　长　崔兰竹（２０１１．１１免）
丁建华（女，兼，２０１１．１１任）

社会主义学院

院　长　周德勋（女，２０１１．１２免）
曹锡康（兼，２０１１．１２任）

副院长　丁建华（女，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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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报》 总　编　钱文俊（２０１１．１１免）
肖晓晖（２０１１．１１任）

《宝山报》党组

书　记　钱文俊（２０１１．８免）
肖晓晖（２０１１．８任）

人　武　部　政　委　顾亦兵（２０１１．６免）
郭孝喜（２０１１．６任）

部　长　胡晓春
区委接待办公室

主　任　陶国强

■中共宝山区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章俊荪
副书记　赵　平　宋国安
常　委　章俊荪　赵　平　宋国安

陶宝忠（２０１１．１１免）　徐文忠　潘惠芳（女）
陈　健（２０１１．７免）　徐　磊（２０１１．８任）
王济琴（女，２０１１．１１任）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芳（女）　王济琴（女，２０１１．１１任）　朱永其
朱永锁　刘　萍（女）　纪延石　吴华朗
陈　健（２０１１．７免）　张丽萍（女）　张学智
张建忠　张晓宁（女）　宋国安　陈仕宏　陈国华
林学东　明瑞成　季文武　孟建明　赵　平
姜　炜　莫新华　徐　磊（２０１１．８任）　徐文忠
徐佳麟　奚　玲（女）　陶宝忠（２０１１．１１免）
黄　辉　章俊荪　樊　锦（女）　潘惠芳（女）

■中共宝山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２０１１．１２．２３选举产
生）

书　记　章俊荪
副书记　赵　平　宋国安
常　委　章俊荪　赵　平　宋国安

徐文忠　潘惠芳（女）　徐　磊　王济琴（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珊（女）　王　芳（女）　王济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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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明虎　赵　平
赵德军　姜　炜　莫新华　徐　磊
徐文忠　唐佩英（女）　黄　辉　黄建光
黄雅萍（女）　曹继洪　章俊荪　商志高
虞春红（女）　窦恺芳　潘惠芳（女）

■纪委、监察委员会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徐文忠
监察综合室　主　任　金明虎
案件检查室　主　任　潘惠芳（女）
纠风室　　　主　任　陈志军
案件审理室　主　任　王济琴（女，２０１１．１１免）
　　　　　　　　　　钟　轶（女，２０１１．１１任）
信访室　　　主　任　陈　健（２０１１．７免）
　　　　　　　　　　徐　磊（２０１１．８任）
教育研究室　主　任　陶宝忠（２０１１．１１免）

党风廉政室　主　任　窦恺芳（２０１１．７免）
　　　　　　　　　　王济琴（女，２０１１．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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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秋余（２０１１．１０免）
张　静（女，２０１１．１０任）

人民政府党组

书　记　斯福民（２０１１．１０免）
汪　泓（女，２０１１．１０任）

人民政协党组

书　记　康大华（２０１１．１０免）
丁大恒（２０１１．１０任）

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　吕民元（２０１１．８免）
斯福民（２０１１．９任）

书　记　顾亦兵（２０１１．５免）
郭孝喜（２０１１．６任）

副书记　胡晓春
人民法院党组

书　记　姚荣民（２０１１．１１免）
汪　彤（２０１１．１１任）

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　记　林　立
总工会党组　书　记　陆春萍（女，２０１１．８免）

李友钟（２０１１．１１任）
共青团区委党组

书　记　修　燕（女，２０１１．８免）
李远锋（２０１１．８任）

妇女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李　娟（女，２０１１．８免）
陆春萍（女，２０１１．８任）

工商联合会党组

书　记　居根宝
残疾人联合会党组

书　记　郭廷育（女）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　记　陆继纲（２０１１．２免）
王友农（２０１１．２任）

经济委员会党委

书　记　浦志良
商务委员会党委

书　记　陈　亮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仇小平
科委科协党组

书　记　丁炯炯
农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高静娟（女）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

书　记　马饮冰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

书　记　王　岚（女）
宝山公安分局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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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记　杨　杰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顾　泓
民政局党委　书　记　李　明（２０１１．１１免）

贡凤梅（女，２０１１．１１任）
司法局党委　书　记　季文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

书　记　杨志豪（２０１１．８免）
王丽燕（女，２０１１．１１任）

财政局党组　书　记　方建华
审计局党组　书　记　陈仕宏
统计局党组　书　记　顾远忠（２０１１．８免）

魏银发（２０１１．８任）
教育局党委　书　记　张晓静（女）
卫生局党委　书　记　秦　冰（女）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党委

书　记　曹正兴
体育局党总支

书　记　刘　鸣
环境保护局党组

书　记　朱卫国（２０１１．８免）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党委

书　记　陈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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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生建
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党委

书　记　刘宏良
水务局党委

书　记　潘锡根
民防办公室党组

书　记　金　成（２０１１．７免）
朱永其（２０１１．８任）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员会党组

书　记　沈天柱（２０１１．１免）
赵　刚（２０１１．１任）

人大常委会

■宝山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
主　任　沈秋余
副主任　周明珠（女）　杨卫国　倪诗杰　陆　豪　周竹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光　王友农（２０１１．４辞）　王开泰　冯鞍钢
华建国（２０１１．１当选）　李　娟（女）　张士青
陈　忠　陈士达　陈向峰　陈智敏　郑龙喜
修　燕（女）　顾卫俊（２０１１．１当选）　陶华强
梅平夷　梅秀友　曹兆麟（女）　谢　平
鲍永明　蔡永平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　倪诗杰（兼）
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平夷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曹兆麟（女）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蔡永平
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秀友
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平夷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陈　忠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　任　陈　忠

审判、检察机关

■区人民法院
院　长　姚荣民
副院长　曹光曜　王启扬　韦　杨（２０１１．１２免）

陈素琴（女）

■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林　立
副检察长　黄　辉　俞玲华（２０１１．１０免）

郑永生　陈卫国

人民政府

■宝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　斯福民（２０１１．１０辞）
副区长　汪　泓（女，２０１１．１０任，代区长）

丁大恒　夏　雨　李　原（女，２０１１．１１辞）
朱永泉（２０１１．１１辞）　钟　杰
陶夏芳（女，２０１１．１１任）　连正华
秦文波（２０１１．１１任）　朱礼福

■区政府工作机构
政府办公室（与法制办、外事办、地区办合署）

主　任　高　香（女，２０１１．１１免）
牛长海（２０１１．１１任）

地区办公室　主　任　潘卫国
外事办公室　主　任　高　香（女，２０１１．１１免）

牛长海（２０１１．１１任）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挂物价局牌子）

主　任　陆继纲
物　价　局　局　长　刘建中
经济委员会（挂信息委牌子）

主　任　叶　英
信息化委员会

主　任　浦志良
商务委员会（挂粮食局、旅游事业管理局牌子）

主　任　丁顺强
粮食局 局　长　丁顺强
旅游事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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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长　阎丽伦（女）
建设与交通委员会

主　任　周建军
科学技术委员会（挂知识产权局、地震办公室牌子）

主　任　丁炯炯
农业委员会

主　任　钱伟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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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风（女）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孙晓风（女）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任　王　建
监察局（与区纪委合署）

局　长　宋国安
公安分局 局　长　杨　杰

政　委　鞠　焰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

局　长　顾　泓
民政局（挂社会团体管理局牌子）

局　长　贡凤梅（女）
司法局 局　长　周有根（２０１１．７免）

金　成（２０１１．７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挂公务员局、医保办牌子）

局　长　赵婧含（女）
公务员局 局　长　杨志豪（２０１１．８免）

王丽燕（女，２０１１．１１任）
财政局 局　长　方建华
审计局 局　长　张晓宁（女）
统计局 局　长　牛长海（２０１１．１１免）
教育局（教育委员会）

局　长　楼伟俊
卫生局 局　长　李士华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局　长　彭　林
体育局 局　长　刘　鸣
环境保护局 局　长　魏廉虢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局　长　邵雷明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局　长　金守祥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牌子）

局　长　徐荣森（２０１１．７免）
周有根（２０１１．７任）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局　长　郭生建
水务局（挂海洋局牌子）

局　长　潘锡根
海洋局 局　长　潘锡根
民防办公室（挂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

主　任　刘建宏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　长　杨月明（２０１１．２免）
沈天柱（２０１１．２任）

■区政府其他工作机构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黄建光
政策研究室（与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合署）

主　任　陈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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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国强
区政府接待办公室

主　任　陶国强
机关事务管理局（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

局　长　张　萍
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朱显武
行政管理学院

院　长　丁大恒（兼）
副院长　崔兰竹（常务，２０１１．１１免）

丁建华（女，常务，２０１１．１１任）
宝山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　刘正田（兼）
城市管理监察大队

大队长　郭生建
政　委　刘宏良

土地储备中心

主　任　邵雷明（兼）
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徐林彬（２０１１．７免）
王友农（２０１１．７任）

招商办 主　任　陈百勤

政　协

■政协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　席　康大华
副主席　周德勋（女）　王兆钢（２０１１．１任）

徐静琳（女）　叶建英　刘伟国
秘书长　朱　亮
常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思文　马菁雯（女）　方红梅（女）　方斐均
王普祥　尹有良　闪　勇　世　良
龙　婷（女）　刘发林　刘祖辰　庄祥弟
华　雯（女）　孙伟华　阳树智　汪　怡（女）
李　俊　李建才　吴华朗　张建中
陆春萍（女）　陈志军　邵金如　郑晓远
郁永清　施利毅　赵学勇　钟国定
高　峰　顾　英（女）　奚雪明　倪家明
曹　清　魏廉虢

副秘书长　李建才　沈艳兴　陆　军　钟国定
刘祖辰　奚雪明　王普祥　陈志军
黄兑菊（女）　马菁雯（女）

■区政协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朱　亮
专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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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李建才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第一经济委员会

主　任　侯　艳（女）
第二经济委员会

主　任　居根宝
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　任　钱佩珍（女）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主　任　诸理茂
法制委员会

主　任　尹有良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主　任　赵学勇
教育委员会

主　任　张步华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主　任　魏银发（２０１１．１０免）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施永根

民主党派

■民革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２０１１．６．２１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赵学勇（当选连任）

■民盟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２０１１．７．１３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李　原（女，当选连任，２０１１．１１辞）

蔡永平（２０１１．１１增补）

■民建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１１．７．１４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陈向峰（当选连任）

■民进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２０１１．６．２８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蒋碧艳（女）

■农工民主党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１１．７．１２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罗文杰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２０１１．７．７选举产生）
主任委员　李小年（女）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２０１１．６．２７成立总支）
主任委员　陈亚萍（女）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区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杨卫国
副　主　席　陆春萍（女，常务，２０１１．８辞）

李友钟（常务，２０１１．１１当选）

■共青团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书　记　修　燕（女，２０１１．８免）

■共青团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２０１１．８．２１选举产生）

书　记　李远锋

■区妇联第五届执委会
主　席　李　娟（女，２０１１．９辞）
　　　　陆春萍（女，２０１１．９当选）

■区工商联（商会）第七届执委会（２０１１．１１．８选举产生）
主　席　叶建英（２０１１．１１辞）
　　　　邵东明（２０１１．１１当选）

■区科协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李海平
常务副主席　丁炯炯

■区侨联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曹晋和（兼）

■区青年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
主　席　修　燕（女）

■黄埔军校同学会区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彭望?（２０１１．１０去世）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丁大恒
理事长　郭廷育（女）

■区红十字会第四届理事会
名 誉 会 长　吕民元
名誉副会长　徐木泉　朱芸芳（女）　厉家俊
会　　　长　李　原（女）
副　会　长　冯海林（常务，２０１１．１１辞）
　　　　　　朱　琴（女，常务，２０１１．１１当选）

街道、镇、园区

■街道党工委、镇党委、园区党工委、党总支
吴淞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陈士达（２０１１．７免）
程六一（２０１１．７任）

张庙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顾卫俊
友谊路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鲍永明
杨行镇党委　书　记　蒋伟民（２０１１．７免）

杨立红（女，２０１１．７任）
罗店镇党委　书　记　程六一（２０１１．７免）

徐荣森（２０１１．７任）
月浦镇党委　书　记　王国君
顾村镇党委　书　记　瞿新昌
大场镇党委　书　记　陈锡琪（２０１１．７免）

蒋伟民（２０１１．７任）
罗泾镇党委　书　记　常积林
高境镇党委　书　记　顾梅林（２０１１．７免）

陈士达（２０１１．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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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行镇党委　书　记　项明洁（２０１１．７免）
吴志宏（２０１１．７任）

淞南镇党委　书　记　赵小平
城市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顾　英（女）
宝山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曹正良
航运经济发展区党工委

书　记　樊　锦（女）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园区管委会
吴淞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陈云彬
张庙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须华威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邵　琦（女）
杨行镇 镇　长　杨立红（女，２０１１．７辞）

张跃进（２０１１．７当选）
罗店镇 镇　长　徐连发
月浦镇 镇　长　杨金娣（女，２０１１．７辞）

张惠彬（２０１１．７当选）
顾村镇 镇　长　吴志宏（２０１１．８辞）

王　槐（２０１１．８当选）
大场镇 镇　长　梁迎群（２０１１．７辞）

杨金娣（女，２０１１．７当选）
罗泾镇 镇　长　黄振德
高境镇 镇　长　顾云飞
庙行镇 镇　长　项明洁（２０１１．１辞）

徐佳麟（２０１１．１当选）
淞南镇 镇　长　袁惠明
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张跃进（２０１１．７免）
徐林彬（２０１１．７任）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杨宝康
航运经济发展区管委会

主　任　杨宝根

■镇人大主席
杨行镇　　刘　慧（２０１１．９辞）
　　　　　顾远忠（２０１１．９当选）
罗店镇　　陈智敏（２０１１．９辞）
　　　　　杨志豪（２０１１．９当选）
月浦镇　　苏元龙
顾村镇　　马玉光（２０１１．９辞）
　　　　　李　娟（女，２０１１．９当选）
大场镇　　曹群华（２０１１．７辞）
　　　　　梁迎群（２０１１．７当选）
罗泾镇　　林　明
高境镇　　陆土祥（２０１１．９辞）
　　　　　朱卫国（２０１１．９当选）
庙行镇　　郁伟光
淞南镇　　宋晓青

上海市政府工作部门在宝山的分支机构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

税务局宝山分局党组

书　记　郑继明（２０１１．５免）
李俊强（２０１１．５任）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

税务局宝山分局

局　长　郑继明（２０１１．５免）
李俊强（２０１１．５任）

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董海明（２０１１．３免）
俞晓红（女，２０１１．３任）

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

局　长　董海明（２０１１．３免）
俞晓红（女，２０１１．３任）

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

书　记　陶永庆（２０１１．２免）
孙晓峰（２０１１．２任）

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　长　陶永庆（２０１１．２免）
孙晓峰（２０１１．２任）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党组

书　记　赵　敏（２０１１．６免）
王　成（２０１１．６任）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

局　长　赵　敏（２０１１．４免）
王　成（２０１１．４任）

区境内部分市属单位负责人名录

■冶金、冶建单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乐江
总经理　马国强

　　　　　党委书记　刘国胜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总　裁　蔡伟飞
　　　　　党委书记　姚殿国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　明
总经理　王石磊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　程并强
总经理　周　青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培义
总经理　郝建宏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　勇
总经理　张孟星

■港口与口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

总经理　罗德明

９１３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党委书记　洪惠江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

总经理　张达亚
　　　　　党委书记　董明德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陶　骏
　　　　　党委书记　阎　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关　长　舒琴芳
　　　　　党委书记　舒琴芳（兼）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站　长　巢鸿国
政　委　庄士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局　长　周国梁
　　　　　党组书记　周国梁（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处　长　巢国荣
　　　　　党委书记　奚正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处　长　朱国兵
　　　　　党委书记　毕　涛

■公用事业单位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厂　长　钟　明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厂　长　王建林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殷剑君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　伟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厂　长　贾建明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厂　长　黄昌飞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厂　长　杨仪敏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厂　长　吕玉龙

■金融单位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胡正茂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张　政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倪家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董怡蓓
中国建设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胡文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李　峥
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王治平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行　长　肖胜义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仇忠亮
上海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丁　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行　长　陆忠明
光大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龚　兵
招商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张　新
中信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衣学政
华夏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赵　莉
兴业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顾　政
广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郭　榆
深圳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叶　玫
北京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缪洁霞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晨辉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跃如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秋晨
上海宝山富邦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妹妹
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丽雅
上海宝山融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振华
上海华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逸斐
上海宝山庙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聂志英
上海宝山亚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　博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总经理　吴　东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总经理　陈孝亮

０２３

人物·荣誉·名录



　附　录
■编辑　吴思敏

!"##

年区委、区委办、区政府、区府办主要文件目录

■区委
宝委［２０１１］１号 关于对团区委等单位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２号 关于政协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补选区政协副主席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１］６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７号 关于对２０１０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实绩考核中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实施表彰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１］９号 关于２０１１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１］１１号 关于２０１１年绩效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１］１３号 关于在基层党组织中实行党务公开的实施意见（试行）

宝委［２０１１］１４号 关于成立区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１５号 关于成立区联系重点信访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１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与上港集团战略合作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１７号 关于下发《关于在全区开展纪念建党９０周年活动的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１８号 关于命名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区文明小区、文明村和文明单位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１］１９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武装工作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１］２０号 关于成立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２１号 关于申报宝山区为上海市双拥模范区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１］２２号 关于做好各镇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换届考核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２４号 关于批转《关于召开共青团上海市宝山区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请示》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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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２６号 关于各社区（街道）设立人大代表联络服务机构及干部任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２７号 关于成立区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及其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２８号 关于成立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２９号 统筹兼顾抓推进，齐心协力抓落实，为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而不懈努力———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五

届十四次全会上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１］４０号 关于对市委巡视反馈意见中有关问题落实整改的方案

宝委［２０１１］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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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４３号 关于批转人大常委会党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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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４４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指挥部领导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４６号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１］４７号 关于转发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关于做好宝山区第七届政协人事安排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５１号 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方案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１］５２号 关于各镇党委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名单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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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２０１１］５３号 关于区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５４号 关于推荐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侯补委员和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侯选人初步人选的

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５５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实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５６号 关于成立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５７号 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区委常委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１］６０号 关于印发《区委、区政府集中调研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６３号 关于２０１１年宝山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自查报告

宝委［２０１１］６７号 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６８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６９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１］７０号 关于各镇人大主席、副主席，镇长、副镇长名单的通报

宝委［２０１１］７２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选举结果报告

宝委［２０１１］７４号 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第一轮推荐提名的情况报告

■区委办公室　

宝委办［２０１１］１号 关于设立全国道德示范基地宝山基地有关事宜的复函

宝委办［２０１１］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１年度区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措施》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全区党委系统信息、督查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５号 关于转发区综治委《关于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安排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６号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０年度中央、市委文件清退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７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８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关于全面推进集体协调机制建设的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９号 关于转发《区委政法委关于开展２０１１年“平安宝山”季度竞赛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１０号 关于转发《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信访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１１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９至２０１０年度全区党政机要系统密码通信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１２号 关于进一步重申和加强紧急信息报送等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１３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五一”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１５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关于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１７号 关于转发《区委组织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１８号 关于转发《区委统战部关于协助本区各民主党派组织做好２０１１年换届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１９号 印发《关于加强紧急、重大信息报送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２２号 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换届纪律规定学习宣传教育和纪律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２３号 关于印发《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关于在本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２４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我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

宝委办［２０１１］２５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２６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修订稿）》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２７号 关于印发《对市委巡视反馈意见中有关问题落实整改的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３０号 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律师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中重要作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３１号 关于转发《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３２号 转发《宝山区关于开展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３３号 转发《关于开展“无刑案村（居）委”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３４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３５号 关于转发区纪委、区组织部《关于召开２０１１年度本区党政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通知》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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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办［２０１１］３７号 关于转发区委统战部《关于工商联（民间商会）２０１１年换届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３８号 关于规范本区党委系统公文制发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办［２０１１］３９号 关于切实做好２０１１年国庆节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０号 关于上报起草区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有关材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１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的意见（试行）》、《宝山区重大决策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实施办法（试行）》和《宝山区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实施办

法（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３号 关于做好党委系统文件改版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４号 印发《宝山区关于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５号 转发《关于开展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６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７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１年度区委常委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措施》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８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１］４９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２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区政府　

宝府［２０１１］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王宅村徐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２号 关于天馨花园（杨行镇０６街坊１９／４丘）商品住宅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３号 印发《关于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４号 关于吴淞西块９０、９１号街坊项目设计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５号 关于淞宝菜场改扩建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６号 关于经纬城市绿洲Ｃ地块总平面方案（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７号 关于“宝山区滨江广场（长江壹号）及配套服务设施项目”规划总平面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８号 关于月浦镇沈巷社区３号Ｂ地块配套商品房项目规划总平面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９号 关于同意撤销城市工业园区三星村徐巷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０号 转发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警备区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元旦春节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１］１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星火村转河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４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沈家楼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５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南朱东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６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南周村胡家村民小组建制的审核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７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西朱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８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南朱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９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沈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０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殷家村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１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陶潘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２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西金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３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钱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４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远景村李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５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张士村龚家桥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６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张士村祁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７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张士村金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８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张士村金东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２９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西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３０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周王钱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３１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富强村北朱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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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１］３２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北金村天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３３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北金村朱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３４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北金村北金六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３５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远景村前张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３６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远景村曹俞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３７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北金村龚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３８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北金村杨家水车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３９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南周村张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４０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南周村羌家桥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４１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西埝村谢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４２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西埝村刷布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４３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西埝村姜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４４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繁荣村朱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４５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十年村八年桥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４６号 关于撤销罗店镇十年村小李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４７号 关于长江西路以南、共和新路以西地块商品住宅项目设计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４９号 关于顾村公园捆绑地块安置基地配套商品房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５０号 关于宝山宜家家居商场项目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５４号 关于行知中学新建游泳馆及网球场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５９号 关于罗泾镇Ｂ１－４地块商品住宅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６１号 关于宝山区顾村镇原选址基地７号地块配套商品房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６３号 关于罗店新镇Ｆ１－４、Ｆ１－６地块商品住宅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６５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６８号 关于沪太路东侧商业地块（日月光地块）项目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７０号 关于公布第三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７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庙行镇宝宸怡景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７２号 关于同意调整友谊路街道宝山五村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７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友谊路街道住友宝莲花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７７号 关于复旦软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二期项目规划设计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８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罗泾镇宝悦家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８４号 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的公告

宝府［２０１１］８５号 关于同意撤销罗泾镇川沙河村陈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８６号 印发《宝山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８７号 关于表彰上海樱花节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宝府［２０１１］９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盛高香逸湾庭院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９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星火村胡家桥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９４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星火村李家滨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９５号 关于同意撤销罗店镇繁荣村金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９６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羌家村杨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９７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谭杨村小朱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９９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八字桥村村民委员会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００号 关于同意撤销月浦镇先锋二村村民委员会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０２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葑村村东塘北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０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葑村村朱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０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菊泉新城第四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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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１］１０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菊泉新城第一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０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新天地荻泾花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０７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好日子大家园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０８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好日子大家园第一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０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采菊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１０号 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委员会章程》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１２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１３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决定（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１５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规划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关于同意开展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１１］１１７号 关于同意《罗店新镇Ｆ１－４、Ｆ１－６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１８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毅翔村民委员会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２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２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葑村村墙门头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２２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２４号 关于建立淞南镇新城尚景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２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淞南镇新梅淞南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２６号 批转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实施〈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若干意见》的通知（附

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２７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葑村村桥亭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２９号 关于废止《宝山区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问题》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３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慧华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３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和泰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３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祁连一村第三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３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大华四村第七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３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大华二村铂金华府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３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大华二村滨江雅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３７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祁连二村第三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３８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联合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３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乾宁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４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大华一村第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４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大华五村第一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４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城市绿洲第一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４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新华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５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红光村王家池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５２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红光村黑大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５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红光村石驳岸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５４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红光村杨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５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试行方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６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罗泾镇海红村西渡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６６号 关于公布宝山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６９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王宅村塘桥头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７０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王宅村朱三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７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王宅村候巷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７２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王宅村孟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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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１］１７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王宅村王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７４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王宅村蔡家塘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７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东方丽都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７７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陈家行村清水轩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７８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陈家行村朱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７９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陈家行村中街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８０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陈家行村葛家头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８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陈家行村东街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８２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老卢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８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王家宅村张家湾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８７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宝虹水岸景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１１］１８９号 关于同意撤销庙行镇野桥村宝龙庵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９０号 关于同意撤销庙行镇野桥村东场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１］１９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庙行镇野桥村西场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区政府办公室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统计调查检测联席会议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号 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区金融办）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３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号 转发区档案局关于做好《宝山年鉴—２０１１》编纂工作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５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落实〈上海市关于印发闲置非居住房屋临时改建宿舍规定（试行）的通知〉的意

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１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项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８号 转发区人口办制定的《关于开展本市户籍人员居住地服务和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０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绿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１号 转发《宝山区关于加强“调结构、促转型”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２号 转发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关于加强本市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附

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１年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４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５号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６号 转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定的关于宝山区农保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转为参加镇保实施方案的通知

（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８号 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９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宝山区金融服务“调结构、促转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附

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０号 关于转发区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的《宝山区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１号 关于转发区商务委、区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宝山区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２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配套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３号 关于转发区环保局、区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宝山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４号 关于转发区科委等部门制定的《宝山区科技专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５号 关于转发区农委、区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宝山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业规模经营专项使用管理办法》的

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６号 关于转发区经委、区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宝山区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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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７号 关于转发区农委、区财政局制定的《宝山区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８号 转发区财政局、区招商办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街镇、园区财政扶持政策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２９号 关于转发《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食品安全工作实施意见》（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３０号 转发《宝山区开展建筑市场整顿及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大检查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３１号 转发区防汛办关于切实加强２０１１年防汛防台工作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３２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整治建筑市场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３４号 关于转发区教育局制订的《宝山区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３６号 关于开展街镇（园区）财政性资金管理专项治理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３８号 关于认真开展行政处罚法实施情况自查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３９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规划和土地领域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０号 关于转发区规划土地局制订的《宝山区开展规划和土地领域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

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１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电力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２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建筑渣土整治工作推进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４号 关于认真办理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　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的意见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５号 关于印发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６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宝山区金融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７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宝山区２０１１年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附请

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８号 关于转发区建设交通委制订的《宝山区住宅小区道路、消防等设施改善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４９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方案》

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５０号 关于转发区纠风办制订的《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５１号 关于转发区纠风办制订的《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５２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５３号 关于转发区建设交通委制订的《宝山区加快发展公共交通政策扶持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５６号 转发区规划土地局、区土地储备中心关于进一步完善宝山区土地储备和出让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附

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５７号 转发区规划土地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５８号 转发区经委（信息委）关于建设区党政机关视频会议系统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５９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土地调查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０号 关于转发区环保局制订的《宝山区２０１１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

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１号 转发区农委、区财政局关于宝山区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业规模经营若干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２号 转发区农委、区财政局关于宝山区稳定蔬菜生产实施意见的通知（请示附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１号文后）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３号 转发区农委、区财政局关于宝山区稳定粮食生产实施意见的通知（请示附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１号文后）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４号 转发区财政局关于做好政策性融资担保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５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订的宝山区“十二五”专项规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６号 关于宝山区食品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７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６８号 关于转发规划土地局制订的《宝山区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０号 关于转发区规划土地局制订的《宝山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１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宝山区重点发展产业指导目录（试行）》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２号 关于做好有关征地拆迁的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３号 转发区商务委等部门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全区商场分割转让管理的规定》的实施意见（试行）的

通知（附请示）

７２３

２０１１年区委、区政府主要文件目录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４号 关于转发区商务委制订的《宝山区菜市场建设和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政府机关值班工作规范》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６号 关于启用上海市宝山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印章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８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土地储备成本认定工作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７９号 转发区质量技监局关于开展“２０１１宝山区质量月”活动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８０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８１号 关于转发《上海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８２号 关于转发区财政局制订的《宝山区进一步推进“采管分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请示另附宝府办

［２０１１］８３号）

宝府办［２０１１］８３号 关于转发区财政局修订的《宝山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８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实施〈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８６号 关于朱利同志任职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８７号 关于印发区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工作分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８９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通知（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０号 关于开展２０１１年度区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复查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１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大型居住社区外围市政配套项目建设推进办公室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２号 转发区农委等三部门关于《宝山区农村村庄改造长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附件同９４号）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３号 转发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宝山区农村村庄改造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意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的通知（附件同９４号）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４号 转发区农委等三部门《关于对经济相对困难村实行第二轮财政扶持的实施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５号 转发区建设交通委关于建立街镇园区建设工程专管员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６号 关于转发进一步完善宝山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管理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７号 转发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街镇、园区食品安全改造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８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整顿交通市场秩序规范交通行政执法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９９号 关于转发区财政局制订的《宝山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００号 关于转发区财政局、区国资委制订的《宝山区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收缴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请示

同上）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０１号 转发关于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

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０３号 关于转发区建设交通委等部门制订的《宝山区市政消火栓建设维护保养跟踪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

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０５号 关于开展本区规范性文件中有关行政强制规定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０６号 关于建立吴淞大桥抢修加固工程联席会议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０７号 转发《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依法行政“十二五”规划〉的通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１］１０８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的通知（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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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增长％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增长％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９３．７１ 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３８２０５８４ １５．６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１９３．５０ １．６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５９２３５５ ２６．３

　＃外来常住人口 万人 ７７．９３ １．７ 　进口额 万美元 ２５３０２９ ２６．４

年末户籍人口 人 ８９５１４４ １．４ 　出口额 万美元 ３３９３２６ ２６．３

　＃农业人口 人 ５０７８２ －９．１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９８６００４９ ６．７

出生人口 人 ６４８４ ０．７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万元 ９６０７６５５ １２．７

死亡人口 人 ６９０２ ４．０ 各类学校数 所 ２８７ ５．９

自然增长率 ‰ －０．４７ 下降０．２４个百分点 　＃普通中学 所 ５６ １．８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１５６．６１ ５．７ 　 普通小学 所 ７２ 平

　第一产业 亿元 ２．９６ ２１．７ 　 幼儿园 所 １３９ １１．２

　第二产业 亿元 ６９５．３７ １．６ 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４９８８４ ５．５

　　＃工业 亿元 ６２０．８５ １．９ 　＃普通中学 人 ４００９３ ０．８

　第三产业 亿元 ４５８．２８ １２．４ 　 普通小学 人 ６１７４０ ２．５

区级增加值 万元 ７４５７２７６ １２．０ 　 幼儿园 人 ４２９８１ １３．４

　第一产业 万元 ２９６５３ ２７．９ 义务教育入学率 ％ １００．０ 平

　第二产业 万元 ３２７６１６８ ９．９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 ％ ９５．６ ０．４

　　＃工业 万元 ２６６６８１９ １１．０ 普通高校录取率 ％ ９８．７ ５．０

　第三产业 万元 ４１５１４５５ １３．５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９６０４ １１．２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３６７６６７２ ２５．７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８１２１ １２．５

　第一产业 万元 ４２００ ３．８倍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０４７２３００ １１．７

　第二产业 万元 ３６９４７０ －１０．３ 结婚登记 对 ８１４９ １５．８

　　＃工业 万元 ３６９４７０ －１０．１ 离婚登记 对 ４２１８ １３．５

　第三产业 万元 ３３０３００２ ３１．５ 医疗机构数 个 ４０ 平

全区财政总收入 万元 ２５８７７９１ １４．２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６３１８ ６．６

　＃区地方财政收入 万元 ８５５２２９ ２１．４ 医院核定床位数 张 ４５２３ ５．４

区地方财政支出 万元 １３０９３９８ １４．４ 道路长度 公里 ６１２ ０．１

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万美元 ２１６０７ ６．９ 公共绿地面积 公顷 １９１４ ３．５

耕地面积 公顷 ４５５７ －５．４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２２．２ ０．９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７６６５５ ２８．０ 绿化覆盖率 ％ ４２．２ ０．５

工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３３４４０２３ １３．３ 火灾发生数 起 ７２７ ２０．４

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１３３４８３１３ １３．９ 火灾损失额 万元 ７３３ ４．４倍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４６８１６７ ８．８ 交通事故发生数 起 １５６ －１７．０

交通事故损失额 万元 ８５ ６５．２

　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增幅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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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区级增加值 单位：万元

行　业 ２０１１年 可比增长
（％） 行　业 ２０１１年 可比增长

（％）

总　计 ７４５７２７６ １２．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２８７０００ １０．５

　第一产业 ２９６５３ ２７．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９０５１２３ １２．０

　第二产业 ３２７６１６８ ９．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１０４８２ ９．８

　　工业 ２６６６８１９ １１．０ 　　金融业 ５８４２５１ １２．５

　　建筑业 ６０９３４９ ５．０ 　　房地产业 ６２７３５１ １７．９

　第三产业 ４１５１４５５ １３．５ 　其他行业 １１３８８９６ １５．４

　　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 ４９８３５２ １０．６

表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行　业 合　计 可比增长（％） 行　业 合　计 可比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合计 １１５６．６１ ５．７ 　　比重（％） ３９．６ 　

　第一产业 ２．９６ ２１．７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４．５２ ５．４

　　比重（％） ０．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０５．６４ １３．２

　第二产业 ６９５．３７ １．６ 　住宿和餐饮业 ８．１８ １０．８

　　比重（％） ６０．１ 　 　金融业 ６３．３０ ７．０

　　工　业 ６２０．８５ １．９ 　房地产业 ７７．７３ １９．９

　　建筑业 ７４．５２ －０．９ 　其他行业 １４８．９１ １３．４

　第三产业 ４５８．２８ １２．４

表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税收 单位：万元

行　业 合　计 行　业 合　计

税收总收入 ２７２６１４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３３５０５５

　第二产业 １３７７４１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５７７８

　　工业 １１９６６７２ 　　房地产业 ５０１１４３

　　建筑业 １８０７４１ 　　租赁及商务服务业 １３３００３

　第三产业 １１５２６５６ 　　其他行业 ８８７２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８９５６ 其他税费收入 １９５９２１

　注：由区税务分局提供。

表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１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１年 增长（％）

财政总收入 ２５８７７９１ １４．２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３８７６３ ４０．６

　中央级收入 １０６３６２２ １１．４ 　　　 房产税 ２２１８７ ０．６

　市级收入 ６６８９３９ １０．２ 　　　 印花税 ２２６３９ －１０．５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８５５２２９ ２１．４ 　　　 土地增值税 ７９３６６ ４４．３

　　税收收入 ８０３４４５ １８．０ 　　　 契税 ８４２９７ －３．２

　　　＃增值税 １０６０５４ １２．７ 　　非税收入 ５１７８４ １．２倍

　　　 营业税 ２８３２５８ ２６．３ 　　　专项收入 ８４０ ２．７

　　　 企业所得税 １０４８９１ ４．９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３４３２６ １．２倍

　　　 个人所得税 ４１０６８ ２７．４ 　　　其他收入 ２０５６６ １．３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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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１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１年 增长（％）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１３０９３９８ １４．４ 　科学技术 ５８６８５ １７．７

　＃区本级财政支出 ８３９２２２ １５．２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１６３３７ １５．２

　 区级支出 ７７６９９８ １５．１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１４１１７６ １３．９

　 街道支出 ６２２２４ １７．５ 　医疗卫生 ８４６５０ ４７．５

　镇级支出 ４７０１７６ １２．９ 　节能环保 １００４７ －６５．０

　＃一般公共服务 ８３００５ ９．９ 　城乡社区事务 １７３７０６ １７．０

　公共安全 ９４７８８ ８．６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１７８９５０ ０．１

　教育 ２５７０２８ ３３．３

　注：由区财政局提供。

表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１１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合　计 ７６６５５ ２８．０ １７．８

　种植业 ４２３８３ ４２．６ ３４．５

　　＃稻谷 ２６６９ １５．５ ４．１

　　 小麦 ９２０ ５３．３ ４３．０

　　 油菜籽 　 　

　　 蔬菜 ３４３０５ ７３．４ ６４．１

　　 水果 ３５１５ －３７．２ －４０．３

　林业 ４６０９ ９．８ １６．７

　畜牧业 ２２４５５ １９．１ －１．３

　　＃猪 ９４３５ ６３．８ １８．９

　　 禽 　 　

　　 蛋 　 　

　　 奶 １２９４８ １．６ －８．３

　渔业 １００９ －４６．１ －５０．８

　农业服务业 ６２００ １８．１ １８．１

表８ 各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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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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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户籍人口 ２．５ ３．８ １．８ １．８ １．４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１３．０ １４．８ ３１．５ ２．０ ２１．４

　＃农业人口 －４．３ －４．３ －６．１ －８．８ －９．１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２９．１ １７．５ ３２．２ １０．３ １４．４

增加值（可比增长） 　 １３．８ １８．７ １３．８ １２．０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７３．９ ２．２ ３２．３ ７．６ ２５．７

　第一产业 　 ３．０ －７．６ －２．９ ２７．９ 　第一产业 ２１．６ －２３．８ 　 ３．８倍

　第二产业 　 １３．４ ２０．７ １３．８ ９．９ 　第二产业 ５９．７ ２．８ ２３．４ －３．３ －１０．３

　　＃工业 　 １４．３ ２０．９ １３．９ １１．０ 　　＃工业 ５３．２ ７．０ ２３．６ －３．４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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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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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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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产业 　 １５．１ １７．５ １３．９ １３．５ 　第三产业 ９０．６ ２．２ ３６．３ １０．３ ３１．５

农业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５０．６ －１２．６ ２０．０ －７．１ ６４．２

　耕地面积 －４．７ －２．８ －５．４ －８．４ －５．４ 人民生活 　 　 　 　

　总产值 ２０．３ ０．１ －５．５ １．３ ２８．０ 　职工年平均工资 　 　 　 １０．７ １１．２

工业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２．５

　工业企业户数 １４．６ ９．２ ７．５ －７．３ －９．２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４２．２ １７．４ ２０．０ １５．３ １１．７

　总产值 ３５．９ １３．１ ２２．５ １３．７ １３．３ 银行存贷款 　 　 　 　

　销售产值 ３５．４ １３．５ ２２．７ １３．４ １３．９ 　银行存款余额 　 １６．４ １８．７ １６．３ ６．７

商业 　 　 　 　 　银行贷款余额 　 １５．３ １５．２ １２．４ １２．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１．５ １１．６ １５．３ １７．０ １５．６ 私营、个体经济 　 　 　 　

外经 　 　 　 　 　户数 ２０．７ １３．３ １３．７ ５．５ １１．３

　三资企业批准数 　 －１０．５ １６．６ －５．０ ３５．４ 　　＃私营 　 ３６．９ ２０．２ ６．５ １５．９

　投资总额 　 －２４．１ ５３．２ －１４．７ ２１．０ 　从业人员 ３４．９ ２７．２ １９．９ ３．４ ６．６

　合同外资额 　 －２７．４ ４１．９ －９．６ ６．９ 　　＃私营 　 ３６．７ ２１．７ ３．３ ６．６

　外贸出口 　 　 １９．３ ３．１ ２６．３ 　注册资金 １．４倍　３９．６ ３９．３ １７．１ ２７．９

财政 　 　 　 　 　 　　＃私营 　 ４０．４ ３９．７ １７．１ ２８．０

表９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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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１５．１ ３．７ ２６１．４ ２６１．４ ４５５７．４

罗店镇 １３８４．１ ７９．０ ７９．０ １３０５．１

大场镇 １６９．５ ７５．７ ７５．７ ９３．８

杨行镇 ４６３．０ ９．３ ９．３ ４５３．７

月浦镇 ７３３．９ ０．６ ０．５ ０．５ ７３４．０

罗泾镇 １３１０．３ ３．１ ４９．３ ４９．３ １２６４．１

顾村镇 ６８６．５ ４６．６ ４６．６ ６３９．９

高境镇 ２１．９ ２１．９

庙行镇 ３７．８ １．０ １．０ 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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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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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１年 增长（％）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１年 增长（％）

邮政支局 个 ２１ 平

邮政所 处 ３９ －１１．４

邮路总长度 公里 １４２ －５８．５

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４７４５９ －３１．６

函件 万件 １０３３８ －５．２

国内特快专递 万件 １５０２６ ９．６

国际特快专递 万件 ４３．３２ ０．７

报刊累计订销数 万份 ３０．６８ ２．０

固定电话用户 万户 ３０．８ ２５．１

　住宅电话 万户 ２７．７ ２８．５

互联网用户 万户 ８．２ １６．６

宽带接入 万户 ２１ 平

ＩＰＴＶ用户 万户 ３９ －１１．４

　注：由区邮政局、区信息委提供。

表１１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文化事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公共文化设施总数 个 ４５７ 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家 ８６０

　区县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 　娱乐经营场所 家 ４５９

　区县级公共文化馆 个 ２ 　＃网吧 家 ８３

　街镇级公共文化站（中心） 个 １２ 　音像制品零售 家 ３７

　街镇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２ 影剧院 家 ８

　文化活动广场 个 １７ 书场 家

　名人故居、纪念馆 个 ６ 印刷机构 家 ２３７

　博物馆、美术馆 个 ２ 出版物零售 家 １１０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数 个 ４０４ 卫星接收 家 ９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个 １

　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表１２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全区广播电视机构 个 １ 　＃自办节目 小时 ２９２６

广播电视工作者 人 ９１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１１９１

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９９４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８５４

　＃自办节目 小时 １９９５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９６０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９３０ 　 广播剧类节目 小时 １６９１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６６８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３６５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９３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５

　 影视剧类节目 小时 ３３０７ 区广播电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１５１７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８５９ 有线电视分中心 个 ４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１３７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万户 ５１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３５０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总长 公里 １８００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０９７

　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表１３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１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１年 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８２０５８４ １５．６ 　按行业分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批发零售业 ３５７５４７０ １５．８

　　国有 ２２１１３５ ７．４ 　　　
!

汽车零售 ７６０６２７ ２１．６

　　集体 ９６１３９ －３．５ 　　住宿餐饮业 ２４５１１４ １３．３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１９２０３８ ２２．２ 　　
!

限额以上 ２６３１０５８ １８．７

　　私营及个体 ２６３９５５０ １３．８ 　　　
!

连锁 １１３７９１０ ７．２

　　其他 ６７１７２２ ２８．８ 邮购及电子销售 ２２５１８４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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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机构数 个 １３ 　书库 平方米 １８８４

从业人员 人 １５８ 　阅览室 平方米 ３４２２

总藏量 册、件 ９８８３７８ 阅览室座席数 个 ２０５７

　＃图书 册 ９５９６５８ 总流通人次 人次 １３５４０１８

　 报刊、期刊 册 ２７４３ 　 ＃外借 人次 ３５０４９９

　 视听文献 件 １５２２８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册次 １０５８２４０

　 外文书刊 册 ６２９８ 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本年新购藏量 册、件 １９０８４９ 　次数 次 ２５８

　＃图书 册 １６９９０２ 　参加人次 人次 ２９７１９

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７３５６

　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表１５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举办运动会和比赛次数 次 ２１ 　　国际级（健将） 人 ３

　＃综合运动会 次 ５ 国家级（运动健将） 人 ４

　 单项比赛 次 １６ 　　一级（高级） 人 ５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 次 １１４ 　　二级（中级） 人 ８５

参加体育赛事 　 　　三级（初级） 人

　国家级赛事 项 ７ 　专职教练员 人 ３５

　市级赛事 项 １５ 　裁判员 人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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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体育馆 个 １

　　亚军 项 ７ 　游泳馆 个 ２

　　季军 项 ７ 　运动场 个

　参加市级比赛 　 　训练房 个

　　冠军 项 ２１ 社区健身设施 　

　　亚军 项 ２１ 　健身苑 个 １１

　　季军 项 ２９ 　健身点 个 ４２１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社区公共运动场 处 ３４

　运动员 人 ９７ 　农民健身家园 个 ７７

表１６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火灾事故 　 　损失折款 万元 ７３３

　发生次数 起 ７２７ 消防情况 　

　　＃放火 起 ５ 　消防队 队 ８

　　 电器 起 １６７ 　消防车辆 辆 ４２

　　 违章操作 起 ４２ 　消防人员 人 ４１６

　　 吸烟 起 ３５ 　出动起数 起 ４８７７

　　 用火不慎 起 １８４ 　出动人次 人次 ７１１８７

　　 玩火 起 ２０ 　出车辆次 辆次 ８３１３

　　 自燃 起 ３１ 　抢救人员 人 ２６６

　死亡人数 人 ３ 　抢救财产价值 万元 ５４４３

　受伤人数 人 ７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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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７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刑事案件 　 　 查处数 起 ５１１２７８

　立案数 起 ７３２１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３７７３７４

　破案数 起 ２３６４ 　＃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比重 ％ ３３．６ 　 受理数 起 ５４９０７

行政案件 　 　 　 查处数 起 ５３８６１

　受理数 起 ５７６６４２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４２０８

　注：由区公安分局提供。

表１８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机动车车辆 单位：辆

类　别 ２０１１年 类　别 ２０１１年

合计 ２０２０６４ 　轻便摩托车 ４８０９６

　大型汽车 ３５２９１ 　挂车 １４２７５

　小型汽车 ９６７１９ 　其他 ２７４１

　两、三轮摩托车 ４９４２

　注：由区公安分局提供。

表１９ ２０１１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１年

律师工作 　基层法律工作人员 人 ２５

　律师事务所 个 ２７ 调解工作

　取得律师职业资格 人 １９０ 　街镇建司法所 个 １２

　　＃专职律师 人 １８８ 　司法所工作人员 人 ３４

　　 兼职律师 人 ２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个 ４６６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调解人员 人 ２８７７

　　担任法律顾问 家 １３２ 　调解民间纠纷 件 １２０３２

　　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 件 ５６８ 　　＃调解成功 件 １１９５８

　　民商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２５０６ 法律援助工作

　　行政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１５ 　受理援助案件 件 ７５４

　　非诉讼法律事务 件 １９９ 　接听１２３４８咨询电话 个 ３０３１

　　解答法律询问 人次 ８４１７ 　接待来访当事人 批 ３６４６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件 １０１４

法律服务

　基层法律服务所 个 ３

　注：由区司法局提供。

表２０ ２０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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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３４ ２３３１２４ ２２６８７３ ２２１７８５ ２３８４０３ ２２９７０９ ２２６１９１ １１２８１８１ １０８５３２２ １０８１５８４ ４７３２２ ４７２４８ ４７８１７

　按注册类型分 　 　 　 　 　 　 　 　 　 　 　 　 　

　　国有 ５０３ ４６３４６ ４３２８４ ４２６２２ ４７３５８ ４３９１８ ４３２３８ ３４５４３１ ３３４０５６ ３３２６０９ ７２９４０ ７６０６４ ７６９２５

　　国有独资 １１ １２５３ １２４９ １２４５ １２５２ １２４８ １２４３ ２４３６ ２３７１ ２３７１ １９４５５ １８９９７ １９０７３

　　集体 １０９ ７６６６ ７９７９ ７００７ ７５９２ ７６２８ ６９２１ ３０４８０ ２９４９０ ２８９８６ ４０１４７ ３８６６０ ４１８８２

　　股份合作 ３３ １８２０ １７８９ １６５８ １９３７ １８８９ １７５７ ６５７９ ６０７８ ５９０３ ３３９６５ ３２１７６ ３３５９６

　　联营 １９ １６１７ １５６３ １５６３ １６１７ １５６１ １５６１ ５８２６ ５５０９ ５５０９ ３６０２８ ３５２９３ ３５２９３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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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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６ ３９９１８ ３９４２５ ３８３５９ ３９８５６ ３９２８７ ３８２７１ １９１８１１ １８６５０５ １８５２７６ ４８１２６ ４７４７３ ４８４１２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４４１２ ４６５８ ４３５７ ４３０４ ４４４６ ４２５８ １７２６６ １７１４８ １７０５６ ４０１１６ ３８５６９ ４００５６

　私营 ９７２ ８２１０８ ８０２６０ ７９０５０ ８４６６３ ８１８４７ ８１３１４ ２８２６６９ ２７４０５０ ２７３９６５ ３３３８８ ３３４８３ ３３６９２

　　其他内资 ３０ ７６２ ７４６ ７２５ ７５９ ７４３ ７２１ ３６４６ ３５５９ ３５４５ ４８０３８ ４７９０２ ４９１６６

　　港澳台商投资 ７６ １４３０７ １４１９５ １３８３７ １５３４６ １４９３２ １４８７８ ７１９６６ ６７７０３ ６７６８１ ４６８９６ ４５３４１ ４５４９０

　　外商投资 １４０ ３２９１５ ３１７２５ ３１３６２ ３３７１９ ３２２１０ ３２０２９ １７００７３ １５８８５３ １５８６８４ ５０４３８ ４９３１８ ４９５４４

　按隶属关系分 　 　 　 　 　 　 　 　 　 　 　 　

部市属 ９５ ２９５５７ ２８１０２ ２７３８１ ３００７５ ２８２５４ ２７５００ １６８９１２ １６１８７６ １６０４６４ ５６１６４ ５７２９３ ５８３５０

　　区属 ５２８ ４３５３１ ４２７９２ ４０９８０ ４４７９２ ４３８６３ ４２２０７ ２８９７３４ ２８１７３２ ２７９８１６ ６４６８４ ６４２３０ ６６２９６

　　街道属 ２３６ ３１７３５ ３０３６８ ３００２５ ３２１２５ ３０６８４ ３０３３５ １６７３１５ １６０８４９ １６０５６９ ５２０８２ ５２４２１ ５２９３２

　　村属 ４５ ６４６９ ６４０８ ６３９３ ６３２３ ６２５１ ６２４３ ２３０４５ ２２６１７ ２２６１７ ３６４４６ ３６１８１ ３６２２８

　　无主管 １２３０ １２１８３２ １１９２０３ １１７００６ １２５０８８ １２０６５７ １１９９０６ ４７９１７６ ４５８２４７ ４５８１２０ ３８３０７ ３７９７９ ３８２０７

　注：２０１１年起，劳动工资统计范围为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零住餐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三上”法人企业以及区属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含部分中央属、市属
单位）。

宝山区“十二五”时期转型发展的总体定位与实现目标

调查资料

■宝山经济与城市发展转型示范区建设
策略研究（节选）

一、宝山城市转型示范区建设的定

位、目标与发展方向

１、宝山区经济与城市发展转型的总
体定位与实现目标

“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未来时期，宝

山作为上海中心城区之一，将定位为上

海世界城市中的现代化滨江城区与功能

性城区。其核心目标是建设成为上海世

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上海

中心城区和滨江城区，将扮演国际（区

域）、城市、地方多重角色，在不同的地域

尺度上发挥多元作用。

从世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

宝山将一改过去产业重、污染重的形象，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积极参与到全球生

产性服务业的网络构建当中；形成世界

上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全球精品钢生产

基地；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建设

中发挥积极作用。从中心城区的发展要

求来看，宝山要建设成为上海拥有高素

质人才、高精装备、高效管理、城乡高度

统筹的新兴发展区域。从地方发展特色

和民生建设来看，宝山应建造充分体现

滨江特色和转型成果的发展示范区，同

时着眼于创造生态环境良好的综合性生

产、居住、休闲区域。

２、宝山区转型发展和示范区建设的
具体方向

未来，宝山区转型将以“三力”即优

化竞争力、重塑城区魅力和建立可持续

发展动力为主要发展方向。

具体而言，要在塑造区域网络节点，

强化知识经济取向的都市产业，营造城

区发展环境，创造福祉、消除差异，实施

弹性、效率与情境推演的都市规划等方

面有所作为。

（１）塑造区域网络节点
抓住上海市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发

展契机，配合上海北部陆上交通重要节

点的形成，建立宝山新的区域战略位置，

以替代以往单一的制造业产品输出与货

运中转功能。

根据城市副中心的特征和需要，并

配合市区大市政建设，加快推进区内轨

道交通设施的建设；加快港口码头生产

性功能的整治、整合和功能调整，完提升

功能，创造条件发展邮轮、游艇经济；完

善区域道路网络体系，提高地区交通通

达能力；密切居民区内、区外的交通联

系，服务于宝山的城区特征。

（２）强化知识经济取向的都市产业
加快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污

染型向环保型转变，在原有制造业的基

础上，实现产业链向轻、精、高的方向延

伸；构筑现代服务业新型产业体系，建立

以港口航运为基础和以海—陆联运为主

干的现代物流配送，使宝山成为全市生

产服务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工

业和工业区实施规划全面完成整治，实

现宝山区经济与城区整体性功能转移。

（３）营造城区发展环境
形成整合城乡区域发展的政策与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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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 宝山区转型的发展方向及实施细则

转型方向 实施细则

优化竞争力

·全球性的战略思维：新经济发展区位条件的创造
·区域性中心节点城市（区）的塑造（产业升级／形成特色支柱
产业）
·都会性质的强化／区域合作与整合

重塑城区魅力

·体制结构性的改造（品质、景观、人文、社会体制）
·独特（专业化）城市功能与氛围的营造
·城市发展视野
·形成宝山文化认同

建立可持续发展动力

·经济“成长”与社会“整合”
·“新经济体质”的发展与“社会均衡”的维持
·“改善都市风貌”与“保护自然景观”
·“适应变迁的能力”与“承传继有传统的能力”

界空间结构的概念，透过区域政策和产

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政策，形成城乡统

筹合作，提供土地资源的最适化服务，如

居住、休闲娱乐、绿色绿地、工商活动等；

依托水岸城区的有利条件，建设不可替

代的滨水城区景观自明性，提升宝山整

体自然生态的品质，成为上海城市边缘

大面积景观网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创造福祉、消除差异
创造与确保就业机会，提供一些较

易创造就业机会的区位土地供中小企业

使用，稳定在地就业；设立相关就业计划

以及社会服务计划方案，结合“整合”性

的区域发展政策为民谋福；尽量避免贫

富、族群、排挤等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空间

隔离，设计公共设施各阶层使用者的安

全路径（照顾老人、小孩、妇女等弱势群

体）。

（５）实施弹性、效率与情境推演的
都市规划

避免无止境扩张的城市规划政策，

回应生态发展需求，规范和约束公共设

施等基础建设，避免因计划的提早定调

与僵化造成未来遇见城区再开发新机会

时所面临的困境。

３、宝山区经济与城市发展转型示范
区指标体系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来看，国

内外并没有建立起关于示范区建设成效

评价的指标体系范式。在国外，甚至没

有示范区这一概念。可以说，示范区是

一个具有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名称。

同时，由于示范区的空间尺度差异较大，

大到跨省的区域，小到城市中的城区、社

区或园区；又由于示范区的种类也存在

差别，如生态示范区和经济示范区就有

很大不同，因此，也难以有一个评价各种

示范区的统一指标体系框架。

但是，依据示范区在经济、生态、社

会等发展方面的基本特征，结合宝山区

未来的发展方向，仍能勾勒出宝山示范

区评价的总体框架。

（１）示范区评价指数
示范区的示范效应体现在区域经

济、生态、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与相互

之间的协调方面，因此示范区的指标体

系也由经济、生态、社会三大部分构成。

（２）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系统中指标选择较为充分地考虑

宝山经济、生态、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现状

与转型发展需求：包括指标的综合性，即

指标包含的信息量的多少；指标的独立

性，即尽可能降低指标间的相关性；指标

的可信度，即注意提出出现异常值或不

合逻辑的值的指标。因此，指标权重主

要采用平均分配、适度倾斜的方法来

确定。

表２２ 宝山区域经济与发展转型示范区指标体系构建

评价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权重

区域经济与发

展转型示范区

指标体

经济指标

生态指标

社会指标

人均ＧＤＰ 万元

工业增加值比重 ％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

单位土地面积产值 万元／平方公里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投入产出比 —

科技投入比重 ％

就业率变动 ％

空气质量优良率 ％

废水排放达标率 ％

绿化覆盖率 ％

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

资源环境安全系数 —

城市化率 ％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年

人口迁移增长率 ‰

社会保障覆盖率 ％

区域基尼系数 —

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 ％

人均基础设施投入 元

财政支出比重（负相关） ％

比较劳动生产率或二元反差指数 —

０．３４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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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关于指标体系的说明
应该说，示范区指标体系是一个区

域发展综合评价的结果，其数值高低能

够较好地反映区域转型发展的阶段和成

效，可以用于区域自身发展的历史阶段

性比较。同时，指标体系数据较易获得，

如能建立面上数据库，也可实现区域之

间的横向比较。

二、宝山示范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１、制定长期有效、统筹全局的区域
发展规划

示范区是一个经济结构合理、环境

生态优良、社会体制完善的区域，是各种

发展要素在空间上合理配置的一个结

果。因此，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

的城市规划也必须是一个涵盖经济、社

会、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有机结合体，

既不能偏废，也不能半途而废。

德国鲁尔与汉堡的区域总体发展规

划分别执行了４１年和１５年，对于宝山
区而言，在明确总体转型目标和阶段性

任务后，必须制定总体目标框架下具有

法律效力的各种发展计划，注意各个计

划之间的配合与阶段性过渡和衔接，并

按照时间节点严格执行。区域有关资源

配置、交通规划、土地整理、人才引进、社

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必须在这个

框架下制定，做到慎重制定、制定后不

动摇。

具体而言，就是制定一系列针对产

业转型特殊时期而制定的区域总体发展

规划和涵盖产业、交通、环境等各方面且

衔接性好的行动计划，考虑全局、审慎制

定、贯彻执行、注重延续，认真解决转型

时期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人口、环境

等各方面的各种情况和问题。此外，还

必须将环境整治与扩展城市功能有效地

结合起来，实现产业、环境、社会的统一。

通过各行动计划的协调与配合，将优化

产业结构、整治环境污染、提高生活质量

有机地结合，突出宝山区产城一体的区

域特色，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协调

统一。

２、充分保留和还原区域的原有优势
与特色

示范区的建设不是推倒一切重来，

也不仅仅是形式上保留原有遗存而无实

质性突破。从国际经验来看，每一个成

功的示范区无一不是有破有立、有继承

有发展。鲁尔走的是“新工业化”道路，

汉堡再次“因港而兴”，宝山的发展模式

也必然不能完全脱离工业和港口的

影子。

鲁尔和汉堡的例子表明，衰败是振

兴的基础。鲁尔因工业而兴，因工业而

废，又再次因新工业化而强大；汉堡因港

而兴，因港而衰，又因港口新城而盛。这

些曾经与宝山有着同样尴尬境遇的转型

成功地区，无一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开

拓未来，无一不是充分利用已有的自然、

经济和社会的有益元素来改造城市，以

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将转型历时缩小到

最短，这也将是宝山发展转型的必由

之路。

宝山区具有与其他区县不同的有利

条件———是上海市工业化发展程度最

高，也最为迫切需要转型的一个区；拥有

上海最高比例的建设用地，为其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提供了空间；是上海郊区轨

道交通最密集的区，有利于产业一体化

布局和城区基础设施布局；与上海核心

中心城区距离近，最具成为生态宜居城

区的有利条件；是上海岸线最丰富的区，

利于走滨江开发路线。是否能利用好这

些独特的有利条件，将成为宝山能否成

功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一环。

３、注重培育新的区域发展增长点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成

功转型的示范区都经历过产业衰落→失
业增加→人口外迁→区域衰败的阶段，
适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十分重要。鲁

尔与汉堡的做法是在对原有工业进行改

造的基础上，重新布局高、精、尖的第二

产业，同时在增加并保障二产就业人数

的情况下，对衰败区域进行第三产业的

引导布局，从而实现区域整体经济的可

持续性繁荣，以及区域的社会改造和形

象重塑。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天然占据核心

地理位置（如位于城市中心，或区域的交

通节点），或是具有广阔腹地的城市和区

域（通常是大都市圈的首位城市，或者是

区域的经济增长极，或者具备广阔的海

外市场与大量的服务对象）才有条件在

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实现由二产向三产的

转型。鲁尔与汉堡的转型过程都十分漫

长，尤其是与宝山具有更大相似性的鲁

尔。完全、快速的“去工业化”可能会在

短时期内因失业增加而加剧经济的衰落

与地区的衰败；不注入新鲜血液的“再工

业化”也是饮鸩止渴，依然难以摆脱后来

再次被淘汰的命运；而区域形象的改变

是培育现代服务业和吸引高端生产要素

的前提，宝山必须引以为戒。

宝山发展转型时期除了充分重视对

原有产业基础的继承外，还应十分注意

适时引进符合区域发展基础与特色的新

兴产业（新兴二产以及与之相关的服务

业），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走新

型城市化的道路。

４、走城区型转型道路
宝山区虽然与转型初期的鲁尔和汉

堡在产业结构、社会问题、发展阶段上相

似，但在区域范围上，宝山区只是隶属于

上海市的一个中心城区，这种身份既有

利也有弊。作为一个区，宝山腹地狭小、

可以支配和调控的资源相对较少；但却

在一定程度上不必考虑区域经济结构的

完整性，具备快速、大尺度进行二三产业

更替的可能。同时，由于宝山与周边区

县甚至是更宽广的长三角腹地仍然存在

着梯度分工，也为宝山区加快制造业转

移、尽快形成服务经济格局奠定了基础。

因此，宝山的转型发展必须注重城区

特色。 （区委政研室供稿）

■宝山提升城市化发展质量和水平研究
（节选）

一、宝山城市化进程及其现状评估

（一）宝山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回顾

自吴淞开埠以来１００多年的历史，
按照工业和市政设施建设规模，宝山区

域城市化发展主要有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１８９８年 ～１９３７年。从
１８９８年“吴淞开埠”开始，清末民初相继
辟筑铁路、公路、街道等，复旦公学、同济

医工、中国公学、水产学校、商船学校等

大中专学校，以及吴淞机厂、中国铁工

厂、大中华纱厂、华丰纱厂等现代工业，

先后在吴淞开办，城市化进程迈开了步

伐。这个时期城市化发展的特点，是以

近代工业建设为基础，以吴淞镇为中心。

但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两次淞沪战争中，
多数城镇夷为平地，城市化进程完全被

打断。抗战胜利后，市政设施虽有局部

恢复，但光景远不如昔。

第二个时期：１９５６年 ～１９６５年。
１９５６年，吴淞列为扩散市区工业和疏解
市区人口的十个近郊工业区之一，进入

新一轮开发阶段。特别是 １９５７年和
１９５８年期间，全市一批纺织、冶金、化工
的重大建设项目在吴淞落户，包括上钢

五厂、上海钢管厂、上海铁合金厂、上海

硫酸厂、吴淞化工厂、第八棉纺织厂等骨

干大厂，扩建上钢一厂，吴淞成为上海特

大型的工业基地。与此同时，其它乡镇

的地方工业也得到一定发展。这个时期

城市化的特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

心城区工业和人口疏解带动城市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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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宝山区

域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受到严重干扰，

一些工厂被迫关闭。

第三个时期：１９７８年以后。１９７８
年，随着建国以来国内最大的投资项目

宝山钢铁总厂的兴建，以及配套的工人

社区和市政设施建设，推动了宝山区域

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１９７８年以后，为

安置大批回沪知青而大力兴办各类集体

企业，以及之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促

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快速发展。到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只有
２２１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０３％；户
籍农业户口只有５５９万人，占户籍人口
的６３％，与 １９０５万人的常住人口相
比，更是微不足道。这个时期城市化的

特点，是以宝钢建设和乡镇工业发展为

基础，多区域齐头并进的全面城市化。

区域内人口密度是衡量城市化程度

的重要指标，按照户籍人口计算，２０１０
年为３００６人／平方公里，比１９８５年增加
８５７％；按照常住人口计算，２０１０年人口
密度为６４８６人／平方公里，比１９９０年增
加了２倍。

表２３ 宝山区人口密度变化

年　份
户籍人口 普查常住人口

人口（万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人口（万人）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１９８５ ４７．５４ １６１９ － －

１９９０ ６０．１３ ２０４７ ６３．２ ２１５２

１９９５ ６６．０８ ２２５０ － －

２０００ ７４．６５ ２５４２ １１６．１ ３９５３

２００５ ８０．８ ２７５１ － －

２０１０ ８８．３ ３００６ １９０．５ ６４８６

　注：１９８５年户籍人口数为原宝山县和吴淞区合并数据。
　资料来源：宝山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二）宝山城市化现状评估
１、宝山城市化水平评估
衡量一个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涉

及到产业结构、人口分布和就业结构等

多方面问题。利用２０１０年上海市人口
普查和统计公报有关数据，选取能够反

映城市地域特征的指标，包括单位面积

地区生产总值、人口密度、非农人口比

例、非农产值比例等四项指标，计算出各

个区域的区位商，作为衡量一个区域城

市化的相对水平。区位商计算公式：

Ｌｉ＝
Ｘ
Ｙｉ
ｉ＝１，２，３，…，ｎ

其中，Ｘ为各区（县）的指标值，Ｙｉ
为全市对应指标值，Ｌｉ为指标的区位商。
按照公式可以计算出各区（县）Ｌｉ值。

以１为界线，Ｌｉ大于１的为中心区，小于
１的为近郊区和远郊区。

除中心城区以外，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和
浦东新区、闵行三区的加权平均区位商

都已经超过１，说明这三个区的城市化
进程很快，城市化水平超过全市平均

水平。

表２４ ２０１０年上海各区（县）的区位商比较

区　域 人口密度
区位商

经济密度
区位商

非农产值比例
区位商

非农人口比例
区位商

加权平均
区位商

黄浦区 ９．１４ １６．７１ １．０１ １．１２ ６．９９

徐汇区 ５．４６ ６．２５ １．０１ １．１２ ３．４６

长宁区 ４．９７ ５．６８ １．０１ １．１２ ３．１９

静安区 ８．９２ ８．５７ １．０１ １．１２ ４．９１

普陀区 ６．４７ ３．８８ １．０１ １．１２ ３．１２

闸北区 ７．８２ ５．７１ １．０１ １．１２ ３．９１

虹口区 １０．００ ９．５４ １．０１ １．１２ ５．４２

杨浦区 ５．９６ ５．５４ １．００ １．１２ ３．４０

闵行区 １．８０ １．３８ １．０１ １．０４ １．３１

宝山区 １．９４ ０．８８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２２

嘉定区 ０．８７ ０．６５ １．００ ０．９４ ０．８７

浦东新区 １．１５ １．４６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１６

金山区 ０．３４ ０．２３ ０．９８ ０．７２ ０．５７

松江区 ０．７２ ０．５６ １．００ ０．９３ ０．８０

青浦区 ０．４４ ０．３３ ０．９９ ０．７５ ０．６３

奉贤区 ０．４３ ０．２７ ０．９７ ０．７３ ０．６０

崇明县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９１ ０．４３ ０．３９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各区（县）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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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是分区数据，不能客观反映宝
山区在街道（镇）水平上的城市化进程

差异，下面选取街道／镇的人口密度、单
位土地面积增加值产出（经济密度）及

常用耕地面积比例三个指标，作空间差

异图。

从空间差异图中可以发现三种不同

区域：一是经济密度高而人口密度较低，

如庙行、高境、吴淞、友谊路、淞南、月浦、

杨行等；二是人口密度高而经济密度较

低，如张庙；三是耕地面积比或农业人口

比高，而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低，如顾

村、罗泾、罗店等。

以全市、环间区宝山区的平均水平

为参照系，可以看出不同街道（镇）城市

化相对水平。

以全市平均值为参照系，除罗泾、罗

店外，其它街道（镇）人口密度均高于全

市；除高境、庙行外，其它街道（镇）经济

密度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以环间区平均值为参照系，除了张

庙人口密度远高于环间区平均水平外，

其它地区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有较大

差距。

以宝山区平均值为参照系，张庙、高

境、庙行、吴淞、友谊路、大场和淞南的人

口密度高于全区平均水平，而庙行、高境

的经济密度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友谊路、

吴淞经济密度接近全区平均水平。这也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宝钢等特大型企业

在宝山经济占据重要地位。

２、宝山城市化质量评估
（１）城市化发展质量整体评估
城市化发展质量涉及经济发展、生

活质量、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多种因

素，既有城市发展“量”方面的因素，也

有结构、效率等“质”方面的因素。从经

济发展、生活质量、社会发展、生态环境

等４大类、２８个具体指标，对上海宝山
区、闵行区、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

贤区、金山区、崇明县等８个郊区城市化
发展质量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在经济发展和生活

质量方面，闵行和宝山分居第一、第二。

在社会发展方面，松江第一，宝山第六；

在生态环境方面，崇明、青浦分居第一、

第二，宝山第七。在社会发展方面，宝山

排名靠后。在生态环境方面，宝山排名

靠后。

（２）与中心城区相关指标比较
由于中心城区 ＧＤＰ统计的口径差

异较大，主要通过财政收入、税收结构和

就业结构等方面比较宝山城市拓展区和

中心城区。

● 经济发展质量
在人均财政收支水平方面，按照常

住人口计算，宝山区只有中心城区的

４０～６０％；在人均商品零售额方面，宝山
区只有中心城区的３０％。

表２５ 宝山区各个街道（镇）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相对值

街道／镇

以全市平均值
（＝１）为参照

以环间区平均值
（＝１）为参照

以宝山区平均值
（＝１）为参照

人口密度 经济密度 人口密度 经济密度 人口密度 经济密度

友谊路街道 ３．６１ ０．７９ ０．６０ ０．１５ １．８６ ０．９０

吴淞街道 ３．８２ ０．８５ ０．６３ ０．１６ １．９７ ０．９６

张庙街道 ９．１４ ０．７６ １．５２ ０．１４ ４．７２ ０．８７

罗店镇 ０．７２ ０．４０ ０．１２ ０．０７ ０．３７ ０．４５

大场镇 ２．７８ ０．７２ ０．４６ ０．１３ １．４４ ０．８１

杨行镇 １．４９ ０．６９ ０．２５ ０．１３ ０．７７ ０．７８

月浦镇 １．３７ ０．７４ ０．２３ ０．１４ ０．７１ ０．８４

罗泾镇 ０．４２ ０．３１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２２ ０．３５

顾村镇 １．５９ ０．４１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８２ ０．４７

高境镇 ５．０４ １．０７ ０．８４ ０．２０ ２．６０ １．２１

庙行镇 ３．８６ １．８４ ０．６４ ０．３４ １．９９ ２．０９

淞南镇 ２．５７ ０．７５ ０．４３ ０．１４ １．３３ ０．８４

表２６ 上海市８个城区发展质量四类指标排名和综合排名

排　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经济发展 闵行 宝山 松江 青浦 嘉定 奉贤 金山 崇明

生活质量 闵行 宝山 嘉定 松江 金山 青浦 奉贤 崇明

社会发展 松江 青浦 金山 崇明 奉贤 宝山 闵行 嘉定

生态环境 崇明 青浦 奉贤 松江 嘉定 金山 宝山 闵行

综合排名 闵行 宝山 松江 嘉定 青浦 奉贤 金山 崇明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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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７ 宝山区和中心城区人均财政收支水平、商品零售额比较

区　域 人均财政总收
入（万元／人）

人均区级财政
收入（万元／人）

人均区级财政
支出（万元／人）

人均商品零售额
（万元／人）

中心城区 １．９６ ０．７７ １．００ ５．８５

宝山区 ０．８８ ０．３７ ０．６０ １．７３

　注：中心城区包括：黄埔（含合并前的卢湾区）、静安、徐汇、长宁、普陀、闸北、虹口、杨浦等８个区。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年各区统计公报。

　　在税收来源结构方面，第二产业税
收占宝山区区级税收收入的３１４％，房
地产业占３８５％，商业和餐饮住宿业占
１３４％，交 通 物 流 占 ６６％，合 计
８９８％。在中心城区，交通物流、商业和
餐饮住宿业等传统服务业的比重趋于降

低，信息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会展旅游

业、文化服务业、金融业等在内的现代服

务业在税收收入上的比重越来越大，黄

浦占 ３３９％，徐汇占 ３６２％，静安占
４０９％，长宁占４００％，杨浦和普陀也分
别达到２３６％和１８９％。

在二、三产业就业结构方面，根据第

二次经济普查数据，６个中心城区（不含
普陀和闸北）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

１８５％，宝山区为５５１％；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中心城区为 ８１５％，宝山区为
４４９％。在第三产业内部，中心城区就

业比重较高的有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

别为１８４％、１１０％、１０３％，宝山区分
别为７０％、５１％、４５％。除卫生、社会
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其它第三产业就业

比重均低于中心城区，整体上反映宝山

区服务业发展不足，尤其是信息服务业、

金融业、研发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

表２８ 宝山区和６个中心城区税收结构比较

黄　浦 徐　汇 静　安 长　宁 普　陀 杨　浦 宝　山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金额
（亿元）

比重
（％）

税收总收入 １５８．６ １００．０ ２１９．０ １００．０ １８２ １００．０ １５９．９ １００．０ ３５．８
（区级）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７
（区级）

１００．０ ５８．２
（区级）

１００．０

工业 — — ３３．９ １５．５ — — ７．５ ４．７ ４．８ １３．３ ３．６ ７．２ １２．０ ２０．６

建筑业 — — — — — — — — ３．０ ８．４ ４．０ ８．０ ６．３ １０．８

服务业 — — — — — — — — — ０．０ — ０．０ ３９．９ ６８．６

１．交通物流 ７．１ ４．５ — — — — １２．０ ７．５ — ０．０ — ０．０ ３．８ ６．６

２．商业和餐饮住宿业 ５１．０ ３２．１ ４５．４ ２０．７ ５７．３ ３１．５ ３３．５ ２１．０ ６．９ １９．３ ７．２ １４．３ ７．８ １３．４

３．房地产 ２７．２ １７．１ ３８．６ １７．６ ３４．９ １９．２ ４５．８ ２８．６ １２．８ ３５．７ １２．０ ２３．９ ２２．４ ３８．５

４．现代服务业 ５３．８ ３３．９ ７９．２ ３６．２ ７４．４ ４０．９ ６４．０ ４０．０ ６．８ １８．９ １１．８ ２３．６ － —

信息服务业 ３．６ ２．２ — — ３．９ ２．２ １２．６ ７．９ — ０．０ — — — —

专业服务业 ２７．３ １７．２ — — ３５．５ １９．５ ２１．１ １３．２ — ０．０ — — — —

会展旅游业 ３．４ ２．１ — — ３．４ １．９ ５．３ ３．３ １．６ ４．５ — — — —

文化服务业 ０．６ ０．４ — — ３．１ １．７ ３．９ ２．４ — — — — — —

金融业 １５．９ １０．０ — — ２６．８ — ９．１ ５．７ — — — — — —

亿元楼（幢） １９ １５ １７ １５ ６ ５ －

　注：黄浦区数据为合并前数据；普陀区为２００９年数据，其余数据２０１０年数据。各个区在行业划分口径上存在一定差异，本表仅供参考。
　资料来源：普陀区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９年《统计公报》，其他数据来源于各区２０１０年《统计公报》和《宝山区统计年鉴》。

表２９ 宝山区和６个中心城区就业结构比较

行　业
宝山区 中心城区７个区

万人 比重 万人 比重

第二产业 ３３．０ ５５．１ ５２．０ １８．５

第三产业 ２６．９ ４４．９ ２２９．４ ８１．５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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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　业
宝山区 中心城区７个区

万人 比重 万人 比重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１ ８．６ ３１．０ １１．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０．３ ０．４ ９．８ ３．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０ １１．６ ５１．８ １８．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１ １．９ ２１．９ ７．８

金融业 ０．０ ０．０２ １１．１ ４．０

房地产业 １．６ ２．７ １９．４ ６．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４．５ ７．５ ２８．９ １０．３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０．９ １．６ １３．０ ４．６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０．４ ０．６ ２．５ ０．９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０ １．７ ６．１ ２．２

教育 ２．５ ４．１ １１．７ ４．２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０．９ １．４ ８．３ ２．９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０．２ ０．４ ４．３ １．５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４ ２．４ ９．０ ３．２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总计 ６０．０ １００ ２８１．４ １００．０

　注：６个中心城区包括：长宁、杨浦、黄埔（含合并前的卢湾区）、卢湾、静安、徐汇、虹口，普陀和闸北数据不全，没有列入。

表３０ 宝山区和中心城区人均房屋建筑面积比较

区　　域 居住房屋 商场店铺 学校 医院 旅馆 影剧院

中心城区

总面积（万平方米） １７３８５ １５２８．５３ １１４０．１５ ３２８．１９ ４５８．０３ ２９．３１

人均面积（平方米／人） ２４．８８５ ２．１８８ １．６３２ ０．４７０ ０．６５６ ０．０４２

宝山区

总面积（万平方米） ４３３３ ２５４．７９ １６５．３７ ３２．２８ ３１．９２ ４．７８

人均面积（平方米／人） ２２．７４５ １．３３７ ０．８６８ ０．１６９ ０．１６８ ０．０２５

宝山／
中心城区

９１．４ ６１．１ ５３．２ ３６．０ ２５．６ ５９．５ ９１．４

　注：中心城区包括：黄埔（含卢湾）、静安、徐汇、长宁、普陀、闸北、虹口、杨浦等８个区。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年上海统计年鉴。

　　● 人居环境质量
在公共服务设施方面，按照常住人

口计算，人均商场店铺建筑面积，宝山区

相对于中心城区的６１１％；人均学校建
筑面积，宝山区相对于中心城区的

５３２％；人均医院建筑面积，宝山区相对
于中心城区的３６０％；人均旅馆建筑面
积，宝山区相对于中心城区的 ２５６％；
人均影剧院建筑面积，宝山区相对于中

心城区的５９５％。总体上，宝山区公共
服务设施的人均水平比较低。

在生态环境方面，宝山区的人均城

市绿地面积和公园绿地面积均远高于中

心城区，但在大气环境方面宝山区负荷

比较大。例如，２００９年降尘量月平均
值，静安区每平方公里６４吨，卢湾区每

平方公里７４吨，黄浦区每平方公里７６
吨，长宁区每平方公里８２吨，杨浦区每
平方公里 ９９吨，普陀区每平方公里
１０１吨，而宝山区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最高的
月浦镇为 １２２吨，最低的高境镇为
７５吨。

（三）宝山城市化现状总体评价

根据以上分析，宝山区城市化发展

的总体评价：

１、宝山区城市化发展进程很快，城
市化水平超过全市平均水平，但内部存

在空间差异。张庙镇人口密度高而经济

密度较低，顾村、罗泾、罗店人口密度和

经济密度低，其它街道（镇）经济密度高

而人口密度较低。

２、与郊区县比，宝山区城市化发展

总体质量处于前列，但社会发展和生态

环境的位次靠后。

３、与中心城区比，宝山区城市化发
展质量仍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一是

经济发展的人均水平低于中心城区，第

三产业比重和高端服务业比重比较低；

二是人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水平普遍低

于中心城区；三是生态条件较好，但环境

保护和治理的压力比较大。

４、宝山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表
现在：区域空间严重分割，犬牙交错；产

业结构偏重，传统服务业主导；区域通达

性不足，集聚功能不足；环境负荷过重，

大气环境、过境货车干扰比较大；新建区

和老城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发展差距；

城区管理滞后，尚未建立起长效机制。

二、宝山新一轮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一）宝山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

１、面临的机遇
（１）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速，为宝

山注入新活力

长三角是中国最具综合实力的经济

中心，是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是

亚太区重要的国际门户，是中国最具国

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随着高铁、

城际列车的开通，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比较快。

上海具有技术、人才、融资、国际化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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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优势，发挥中心城市的服务聚集功

能，加快其向服务业转型，符合国际产业

发展的一般规律，已势在必行。在长三

角的城市群中，凭借优势的区位条件、高

能级的首位城市和科教优势，上海的高

端要素集聚能力将进一步提升，资金、技

术、信息等要素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扩

大。这为宝山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提升

能级，提供了新的机遇。

（２）上海城市功能的转型升级，为
宝山提供新动力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上海国际大
都市和“四个中心”的建设，加快了产业

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城市功能转型的进

程。特别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国际贸

易中心建设，世博会成功举办，迪斯尼乐

园建设，带动金融、商贸、航运、通讯、创

意、旅游等高端服务业崛起，培育和建立

一批集聚力强和辐射面宽的大市场。上

海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快速提升，导致

城市圈层功能分区在地域结构上重组，

城市能级全面提升，城市功能进入新一

轮全面战略调整时期。中心区能级的日

益提升、中心区范围的拓展，新城建设的

加快，全市范围内的商圈“大变脸”，老

牌商圈面临“二次升级”，中央商务区开

始成形，总部经济集聚。在这样背景下，

宝山区正面临着战略决策的无穷潜力与

机遇，对全区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实施

战略调整、城区功能结构优化和能级提

升的有利条件已经显现。

（３）上海城市空间战略性优化，为
宝山营造新环境

上海圈层的城市结构，强化中心城

区的发展，形成了强中心、弱郊区的城市

结构。环状加放射的交通网络，则进一

步强化中心城的职能。这就造成中心城

区的负荷越来越重，而外围新城却无法

有效疏解中心区的职能。同时，圈层的

城市结构，不仅弱化郊区新城的发展能

量，也与长三角地区有效联系弱化，不能

很好发挥上海对长三角的辐射作用。近

几年，市里开展新一轮城市规划研究，形

成一些共识，就是战略性优化上海城市

空间结构。以虹桥枢纽和崧泽大道为支

点，以沪宁、沪杭发展轴为骨架的“西部

城市发展带”，凸现“大门向西开”；把上

海东部滨江沿海区域整合为一个“生态

产业带”，以国际空港、深水港和浦东铁

路站为支点，实施“大浦东战略”，新城

浦东服务全国和国际开放的大格局。虹

桥商务区建设，南汇和浦东合并，以及迪

斯尼乐园的落户，正在形成以中央商务

区为核心、以虹桥、浦东为重点的东西发

展轴。上海城市结构的战略性优化，将

推动郊区新城建设和中心城区向南北拓

展，为宝山提升城市化水平提供新的

机遇。

（４）交通区位条件的改善，为宝山
创造新条件

即将建设的沪通铁路、规划中的

Ａ１３公路和长江西线通道，将提升宝山
区的区位优势，将是连接上海与苏中、苏

北，甚至山东等广大华东北地区的桥头

堡。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空间结构中，随

着江苏沿江开发战略和沿海开发战略的

实施，以及上海“十二五”规划对沿海沿

江开发带的强化，宝山位于沿海产业带

与沿湾加工产业带的叠合部。

（５）吴淞工业区等转型升级，为宝
山开辟新空间

上海产业结构转型的加速，外高桥

和洋山港建设，以及中心城区向南北拓

展，使吴淞工业区、上港张华浜港区和大

场机场等的转型和搬迁提上议事日程。

吴淞工业区、上港张华浜港区和大场机

场的转型和搬迁，对宝山区域优化城市

结构、提升城市功能，具有重大影响。

２、面临的挑战
（１）转型升级大环境，对宝山提出

新要求

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部

署，今后五年将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十

二五”期间的主题。一是推动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发展服务业，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二是实

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优化城市化布局和

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实

现城市转型升级；三是推进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一体化，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着力

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转型升级。上海

要在率先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突破，走

在全国前列。转变发展方式，对宝山经

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２）商务成本日益上升，产业面临
成本障碍

商务成本是衡量国家或城市综合竞

争力的主要指标之一，也是衡量当地投

资环境的重要指标。在劳动力成本方

面，在长三角中上海工资增幅要大于江

苏和浙江，上海劳动力成本的劣势日益

明显；在土地、房屋成本方面，从２００２年
开始，上海土地成本突然呈现增长态势，

上海的房地产销售价格与周边城市明显

拉开距离且长三角城市间房地产销售价

格存在着梯度；在社会成本方面，人口老

龄化凸显，社会保障成本上升，上海的

ＧＤＰ社会保障负担系数比长三角其它城
市高出近一倍。此外，人民币升值、原材

料价格上涨，产业成本压力大。宝山产

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对商务成本比较

敏感，产业发展将面临成本障碍。

（３）上海发展战略优化，宝山面临
新压力

在经济结构上，上海逐步形成以服

务经济为主的结构，近几年服务业在增

加值中迅速上升到５７％，利用外资中服
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对宝山服务业发展

具有一定的压力。在城市发展上，中央

商务区、大浦东开发、远郊 ７个新城建
设、迪斯尼乐园等建设重点，对区域发展

具有重大影响。宝山目前还缺乏战略性

大型项目支撑，而以保障房为主的大型

社区建设，则可能带来新的管理压力。

（４）周边区域竞争激烈，区域发展
不进则退

随着现代交通体系的发展，尤其是

高铁建设，改善了区域投资环境，区域之

间的要素流动效率与质量大幅度提高，

也带来“虹吸效应”，即相对发达的地区

可以利用积累起来的环境优势和品牌优

势吸引高端要素。宝山周边区域竞争十

分激烈，南翔文化商务区、西郊生产性服

务业功能区、大宁国际商业中心、市北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五角场城市副中心、

高桥新城等，初步形成环宝山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带，对宝山现代服务业发展构

成激烈的竞争态势。

（二）宝山新一轮发展的目标和

定位

１、战略取向和发展目标
（１）宝山城市发展的战略取向
在考虑宝山城市发展目标时，要重

点突出以下三个取向：

一是产业支撑：构建有竞争优势的

产业体系。宝山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产业转型升级是基础和根本。没有强大

的主导支撑产业，很难建成一座拥有长

久发展潜力的新兴城市，但也要兼顾新

城综合功能的培育。也就是说，在发挥

精品钢铁等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需要专

业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积极发展群落化、

多元化、配套协作的产业集群，满足多阶

层人群的就业需求。否则，就容易发生

“新城变空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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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平衡发展：构筑功能完整、经济

社会和生态平衡的城市。树立“平衡发

展”理念，一是强调城市功能开发平衡，

注重居住、就业、商业、购物、办公、文化

娱乐、休闲、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平衡协调

发展，为城市居民提供多元化、综合化的

城市服务，满足多元化需求。二是强调

人口和就业岗位的平衡，即就业和商业

以及其他服务方面与人口规模的平衡，

防止人口盲目增加，给新城带来极大的

就业压力。三是强调生态平衡，大多数

新城规划都采用了霍华德的“田园城

市”理念，防止环境污染，注重绿色公园、

步行街、林荫道、绿化带等生态廊道的规

划建设，尽力塑造建筑与环境景观、人与

自然高度和谐的郊外田园风格。四是交

通组织平衡，主要表现为奉行步行街、人

车分流等措施，就业区与居住区相对分

离，使居民能够很便捷地接近交通设

施等。

三是人文精神：挖掘和重塑文化特

色，创造富具人文关怀的人居环境。保

护和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塑造自

己的文化特色，一直是城市建设追求的

目标。在宝山城市规划建设中，要尊重

历史、以人为本、面向未来，创造具有宝

山特色、富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现

代人居环境。注意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

合，在其规划风格注重全球化、国际化潮

流的同时，切实要注重建设风格的本土

化，注意保存自己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

创造自己的地方文化特色；注重传统与

现代相结合，构筑“以人为本”、“生活品

质”、“人文关怀”为特征的现代“人居城

市”。

（２）宝山城市发展目标
根据以上战略取向，宝山城市发展

目标是：三宜、三生、三区。

●三宜———宜居、宜业、宜游；
●三生———生活、生产、生态；
●三区———高端制造区、现代服务

区、生态宜居区。

２、发展定位和空间优化
（１）宝山城市发展定位
宝山城市定位，要站在长三角区域、

上海国际都市建设的高度，立足于宝山

区域特色资源。从长三角区域看，宝山

是上海和长三角北翼的连接带；从上海

国际大都市建设角度看，宝山是中心城

区拓展区，也是上海服务经济、“四个中

心”的拓展区；从宝山自身角度看，长江、

黄浦江和蕴藻浜的三夹水岸线奠定了宝

山的水上门户地位，以及独特的滨水景

观，是宝山区城市发展的战略资源。为

此，宝山城市发展定位是：以滨江风情与

滨江经济为特色的生态型滨江新城，上

海“四个中心”重要节点，国际大都市北

上海门户。

（２）宝山城市空间优化
根据这样的定位，宝山城市发展必

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提升宝山区域集

聚能力，拓展周边区域辐射范围；二是对

接中心城区，承担“四个中心”部分节

点；三是向长三角北部区域开放。这就

要求宝山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空间

布局。

宝山区域空间结构是：一带两轴

三区。

一带：长江—?藻浜／黄浦江滨江发
展带，对接上海市黄浦江滨江发展带。

北部以港口为依托，为工业提高支撑；中

南部成为现代服务、旅游休闲、航运服务

集聚带。

两轴：轨道１号线—?川路发展轴
和宝安—宝杨路发展轴。轨道１号线—
?川路发展轴贯穿南北中间地带，是宝

山今后产业重地，北部是工业集聚区，南

部是服务业集聚区；宝安—宝杨路发展

轴贯穿东西中间区域，连接东城区、新城

区，是东西部联系的主要通道。两轴线

交叉于杨行和顾村的交界区域，形成宝

山区域中心区，便于辐射宝山整个区域，

东依托邮轮港延伸到崇明，西依托顾村

公园和绿性延伸到嘉定，南依托轨道交

通辐射中心城区，北依托 Ａ１３、沿海高
速、沪通铁路和长江西连接线辐射苏北、

苏中区域。

三区：东南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东

北部现代工业集聚区、西部生态居住区。

东南部以邮轮港、黄浦江／?藻浜滨江景
观为依托，发展现代服务业；东北部以宝

钢为依托，发展高端制造业；西部以生态

建设为依托，发展生态型居住。

３、接轨“四个中心”和功能提升
宝山城市发展对于上海北部区域、

中心城区和长三角关联城市有着巨大的

影响，它既是中心城区功能外溢的重要

平台，也是引领周边发展的功能高地，更

是上海服务长三角的桥头堡。因此，必

须提升城市功能，接轨“四个中心”，发

挥作为中心城区拓展区的独特作用。

对周边地区，宝山要发挥引领作用。

宝山城市北部是村镇，西部是嘉定北部

村镇，东部是崇明生态区，具有典型的城

市—乡镇—中心村—一般农村集聚点的

网络体系。作为北上海的发展重点，应

该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发挥出积极的引领

作用。一是发挥对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

引领作用。宝山要成为北上海优势产业

集聚高地，周边地区围绕其核心产业，以

延伸产业链和配套产业的方式，共同推

进产业规模发展。二是发挥对周边地区

社会事业的引领作用。宝山城区是北上

海区域范围里的中心，社会事业的配备

应该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级别，发挥对周

边地区社会事业的引领功能，带动周边

地区人居环境的提升。三是发挥对周边

地区综合服务的引领作用。作为北上海

区域的中心，城市功能不应是简单的制

造生产，而必须具有较高等级的服务功

能，包括区域性的各种特色商务商业服

务，发挥对周边地区综合服务的引领作

用，有效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层次的提升。

对长三角，宝山要发挥服务作用。

一是在长三角产业链的形成中发挥龙头

作用。宝山在传统钢铁产业基础上，应

该具有新的、产业链长的核心主业，通过

产业链的关联延伸把它作为长三角的主

导产业。二是在长三角市场链的形成中

发挥平台作用。宝山要形成自己的产业

特色和国际化优势，高起点地搭建专业

性的市场平台，为长三角国际化发挥独

特作用，并从中获取持续发展的活力。

三是在长三角城市链的形成中发挥引导

作用。目前，在上海通向长三角的沪宁

线上形成了比较密集的城市带，而沪杭

线和沪通线上明显城市断层。宝山城市

发展，可以在未来上海通向长三角北部

的主通道上，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

对中心城区，宝山要发挥互动作用。

作为中心城区承上启下的拓展区，其发

展是与中心城区的人口、产业、功能、规

模都是互动的。一是发挥对中心城区人

口的截流和疏导作用。人口的大量流入

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未来上海人口规模

还会继续增加，宝山城市建设必须有效

疏导现有中心城区人口，吸纳新流入人

口，缓解中心城区的直接压力。二是发

挥对中心城区服务功能的延伸作用。从

空间布局来看，“四个中心”功能不可能

完全依靠中心城区独立完成，宝山城市

发展要以功能建设为突破，在空间上对

上海城市功能的拓展和提升，成为中心

城区服务功能的延伸地带，成为能与中

心城区互动发展的功能地带。

（区委政研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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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教育、文化、卫生、人口计生等公
共服务资源配置与人口增长间的关系研

究（节选）

一、宝山区人口发展的现状及其

趋势

社会事业资源按属性服务于一个或

多个不同的人口群体，因此，研究人口增

长与社会事业资源配置的关系，必须充

分了解区域人口的发展现状，把握区域

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

（一）２０００年以来宝山人口发展的
基本特征

１、常住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外来人
口成为主要增长源

依据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
简称“六普”）数据，宝山区常住人口总

量达１９０４９万人。与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时相比，常住

人口总量增长６４０１％，占全市常住人口
的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第４位上升至第３
位；年均增速达 ５０７％，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３２４％），略低于同处近郊区的闵
行区和嘉定区。

外来人口成为主要的增长源。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常住人口增量为
７４３５万，其中外来常住人口４４３７万，占
人口增量的５９６８％。区外来流动人口
２００５年为３５３９万人，２０１０年升至７７０４
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６８４％，明显高
于 同 期 的 闵 行 （６３２％）和 嘉 定
（９３１％）。
２、户籍一老一少两头人口数量持续

增加，常住人口少子老龄化加速

宝山区户籍人口中，１７岁及以下学
龄人口从２００５年的９３６万人增至２０１０
年的９４２万人，略有增加；６０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数量则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５０７万
人上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２２万人，增幅较
大。“五普”和“六普”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
宝山区常住人口中１４岁及以下人口比
重较２０００年下降３７５个百分点，６０岁
及以上老龄人口所占比重较２０００年增
加２个百分点，是近郊三区中少儿人口
比重下降最多、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最

快的地区。

３、常住人口文化素质提升较快，每
万人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较高

宝山区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

专及以上）程度者３６４２９７人；具有高中
（含中专）程度者４０４１４６人；具有初中程
度者７８５３１０人；具有小学程度者２２７６４５
人。每十万人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

为１９１２４人，在全市排第十二，在郊区各

区县中排第二。相较于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
人口普查时，宝山区大专及以上高学历

人口的比重增加较快，每十万人小学文

化程度的人口减幅较大，说明常住人口

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表３１ 宝山区各级各类学校班额达标率

单位：％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２００５年 ２５．２ ６．６ ３９．５ ２２．９

２００６年 ２７．２６ ３６．３４ ５９．７４ ２８．２７

２００７年 ４１．９４ ７６．３ ６１．３９ ９５．６８

２００８年 ４６．７３ ９２．８６ ８０．３５ ９８．６

２００９年 ２６．９２ ８１．５４ ７２．２４ ９８．６８

２０１０年 １０．０ ２８．６２ ７３．４６ １００

　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达标数为３０人，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达标数为４０人。

４、城市化稳定发展，非农业人口比
重逐年上升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宝山城市化进入
到稳定发展的阶段，非农业人口的比重

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３６０％上升至２００５年的
８９０６％，２０１０ 年 进 一 步 上 升 至

９３６７％，已基本实现全域城市化。从非
农业人口的来源分析，征用土地者占据

绝对主导，大量征地农民虽然其户籍身

份已经改变，但尚未完成农民市民化的

过程，部分甚至仍居住在农村地区，其收

入及对社会事业资源的消费观念与城镇

居民存在较大的差异。

５、人口分布不均，人口聚居呈现出
由南向北递减的态势

从人口空间分布状况考察，宝山区

域面积２９３７１平方公里，下辖９个镇、３
个街道，按外环线和郊环线将区域分成

南部、中部和北部三个分区。“十一五”

时期，南分区规划人口约５５万人，人口
密度８１７２人／平方公里；中分区规划人
口约６５万人，人口密度６６３３人／平方公
里；北分区规划人口约２８万人，人口密
度２１７９人／平方公里。依据２０１０年“六
普”调查结果，全区常住人口密度为

６４５７人／平方公里，南部、中部和北部地
区分别为 １３３４７、８９４３、２４４１人／每平方
公里，不仅大大超出“十一五”规划的各

区人口密度，而且人口向南部和中部地

区的集聚趋势更明显，呈典型的集聚式

增长态势。

６、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
快，对社会事业资源量和质的需求同时

增加

２０１０年，全区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２６９１７元和

１６１０４元，是“十五”期末的 １６６倍和
１４９倍。城乡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水
平在郊区８区县（不包括浦东）中，仅次
于闵行区。２００２年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城
乡居民的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１０８４％和１０９１％。
（二）宝山区２０１０年 －２０２０年人口

发展趋势

宝山区作为一个开放式城区，未来

人口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从过去

１０年人口变动的增量构成分析，宝山常
住人口的增长主要受到房地产开发和产

业发展的影响。“十二五”时期，上海的

建设重点将向郊区新城转移，外来人口

增长的重点也将进一步向中郊和远郊地

区转移，预计宝山外来人口的增长速度

较前十年进一步放缓，应在全市平均水

平上下波动，据此推断，至２０１５年末和
２０２０年末，区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将分别
达到９８万和１２０万。同时，在大型社区
加快建设的预期下，区户籍人口及“人在

户不在”的区外上海户籍人口将有较大

幅度增加。从房地产开发量及大型保障

房建设的数量推测，未来１０年宝山区户
籍人口的增量将达到１８万左右，“人在
户不在”人口将继续增加，从目前的

２７２１万增加到４５万。
综上所述，２０１０年 ～２０２０年期间，

推动人口增长的因素多于人口减少的因

素，人口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人口增长将

从单一的数量增长转化数量增长与质量

提升并重。由此判断，“十二五”时期，

区人口仍将持续快速增长，但增长的速

率将会下降，社会事业相关人口数量均

有不同程度增加。

二、宝山教育、卫生、文化、养老及人

口计生公共资源的供需现状及其评价

（一）主要社会事业资源的供需

关系

１、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加大，教
育资源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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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宝山区实施科教优

先的发展战略，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

力度，各级各类学校协调发展，优质教育

资源的供给能力不断扩大，但义务教育

阶段部分学段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及供需

不匹配的矛盾始终存在。

（１）学前和小学教育资源紧张的趋
势加剧，初中和高中教育资源相对充足，

教育资源的发展水平一是取决于学龄人

口数量的变化，一是取决于教育财政投

入及教育设施的建设速度。“十一五”

以来，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加大，同

期，幼儿园在校学生数量及小学生在校

生数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幼儿园

在园学生数量增长４７４８％，小学生在校
数量增长５２７８％。从教育资源的配置
状况分析，２０１０年宝山区拥有幼儿园、
小学和初中的数量分别为１１０、７２和５４
所，户籍人口为８８２６万人，常住人口为
１９０４９万，若按照每万人设置一所幼儿
园、每２５万人需设置一所小学和一所
初中的建设标准，则按户籍人口标准已

经达标，但按常住人口标准，幼儿园、小

学和初中的数量均不同程度存在缺口。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９年，区户籍人口３～６岁
儿童入园率均为１００％，２０１０年为９９％，
小学和初中的入学率达到 １００％，说明
区学前教育资源增长与户籍学龄人口的

数量较为一致。但从班额达标率看，学

前教育资源和义务教育阶段紧缺的矛盾

表现得十分明显，近五年，幼儿园班额达

标率不足５０％，２０１０年仅１０％，小学班
额达标率也急剧下降至２８６２％。２００９
年全市的统计数据显示，宝山区幼儿园

班额达标率排名末位，义务教育阶段班

额达标率，小学为 ８１５４％，初中为
７２２４％，分列全市第１１和１５位。相对
而言，高中由于学生数减少，班额达标率

达１００％，初中的班额达标率虽有起伏，
但近年基本保持在７０％以上。

（２）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整体素质较
高，但专任教师师生比偏紧。师资力量

是反映公共教育供给水平的一个重要指

标，尤其是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

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优质教育的

需求加大。宝山区幼儿园、小学、初中各

学段中级以上教师比例，处于近郊三区

前列，教师队伍整体质量较高。从师资

力量配置看，部分学段的师资配置偏紧。

幼儿园方面，２００８年专任教师负担学生
数为１５，２００９年为１５５５，在近郊三区中
处于中列；小学方面，２００８年专任教师
师生比为１４２８，２００９年为１５７３。初中
专任教师师生比 ２００８年为 １３１１人，
２００９年为１３０４；２００８年高中专任教师
师生比为 １１５７人，２００９年为 １１４６。
可见，由于幼儿园及小学学生数增长较

快，幼儿园及小学师资配置没有及时跟

上，导致师生比升高。

（３）教育设施布局与人口空间分布
不完全相一致。２０１０年的统计数据显
示，区幼儿园和小学教育资源供需矛盾

突出，初中略有余缺。从空间分布考

察，南部地区的大场镇的幼儿园和小

学、顾村镇和淞南镇的小学和初中分布

相对较少；中部地区的杨行镇的幼儿园

和小学；北部地区罗店镇的学前及义务

教育资源、罗泾镇的幼儿园和小学均相

对不足。总体而言，一是张庙街道、友

谊街道、吴淞街道等南部地区由于开发

建设早，相对于目前实施的 ２００４和
２００５标准，现有的校舍规模相对小，可
容纳的学生数滞后于学龄人口的增长；

二是北部农村地区各类学校建设起点

普遍较低，在设施总量少的情况下，建

设规模相对也小；三是未来居民对教育

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教育资源的增

长速度既滞后于新城区的开发速度，也

滞后于人口增长以及人口流动的趋势。

近几年由于城市发展，南部地区的大场

和庙行、中部地区的顾村和杨行等地人

口导入逐渐增多，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

表明，宝山区外省市常住人口和区外上

海户籍人口（人户分离人口）占常住人

口的５４％左右，原先按户籍人口为基数
来测算教育设施人均配置水平已远远

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

表３２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各街道镇在校学生数和教师数
单位：人

班级数 在校学生数（人） 可容纳学生数（人） 可容纳数—在校学生数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合　计 １１６６ １５５７ ８８３ ３７７６６ ６００８１ ３２９７２ ３４８９０ ５９８８０ ３３０６０ －２８７６ －２０１ ８８

吴淞街道 ８８ １２４ １１６ ２８９５ ３９９１ ４３８７ ２６４０ ４４００ ３９００ －２５５ ４０９ －４８７

友谊路街道 １２７ １８９ １１０ ３９２５ ６７９９ ４５１１ ３８１０ ６９６０ ４４００ －１１５ １６１ －１１１

张庙街道 １１７ １４９ ９７ ３６６２ ５２０１ ３６７５ ３５１０ ５６００ ３４００ －１５２ ３９９ －２７５

罗店镇 ６９ ８４ ６１ ２３３４ ３２５５ ２２４２ ２０７０ ３２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６４ －５５ －６４２

大场镇 ２２０ ２５１ １４０ ７３７７ １０１４０ ５１１８ ６６００ ９９２０ ５８００ －７７７ －２２０ ６８２

杨行镇 ７９ １１１ ５６ ２４１３ ４８５１ ２１１４ ２２８０ ４４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３３ －４５１ ８６

月浦镇 １０４ １７０ ８２ ３５３１ ６２６９ ２９４７ ３１２０ ６４００ ３２００ －４１１ １３１ ２５３

罗泾镇 ２２ ４３ ２０ ７４９ １９４３ ７９４ ６６０ １７００ ８００ －８９ －２４３ ６

顾村镇 １４５ ２００ ５７ ４７６６ ９０５５ ２１９２ ４３５０ ８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４１６ －１０５５ ８

高境镇 ７０ ７７ ５７ ２１７８ ２４０５ １９８９ ２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７８ ５９５ ２１１

庙行镇 ４２ ７１ ４０ １２４６ ２７６６ １４０２ １２６０ ２８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４ ３４ １９８

淞南镇 ８３ ８８ ４７ ２６９０ ３４０６ １６０１ ２４９０ ３５００ １７６０ －２００ ９４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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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卫生资源总量小幅增长，人均卫
生资源配置水平偏低

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年发展，宝山区卫
生机构、医疗技术、疾病预防等各方面均

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医疗卫生设施及

医务人员的缺口较大。

（１）医疗卫生资源增长缓慢，人均

指标逐年下降。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宝山
区医疗卫生资源小幅增长，２００８年 ～
２０１０年由于资源配置速度跟不上人口
增长速度，导致人均指标有所下降，每千

人床位数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３３４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２４８；每千人医卫人员数２００５年为
３４８，２０１０年为 ３１１，在波动中呈下降

的态势。由于宝山区位于上海市近郊

区，外来流动人口数量较大，因此常住

人口每千人床位数与常住人口每千人

医卫人员数均远低于户籍标准，庞大的

流动人口使得原本就不够充足的卫生

资源更加紧缺，这也是郊区面临的共性

问题。

表３３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卫生事业发展情况

指　标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每千人医院病床（张） ３．３４ ３．２６ ３．２４ ３．０６ ３．１４ ２．４８

每千人执业医生数（人） １．４９ １．５３ １．５４ １．４０ １．５５ １．１４

每千人家庭病床数（张） １．２４ １．１９ １．１７ ０．９５ ０．９４ ０．６５

人均预防经费投入（元／人）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５０／２５ ６０／３０ ８０／４０ ６５

每千人医卫人员拥有量 ３．４８ ３．５１ ３．６９ ３．５６ ４．１７ ３．１１

完成诊疗人数（万人次） ５４３．７９ ５８５．８８ ６７９．９２ ８０６．９６ ９０７．００ ９９５．９６

　　 （２）医疗卫生资源空间配置不协
调。宝山区医疗卫生资源空间配置与

人口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区

内医疗卫生资源过度集中在在南部友

谊路街道、吴淞街道等经济比较发达的

地区，而位于东北部的月浦、罗泾镇医

疗卫生资源偏少，给附近群众就医带来

相当大的困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配置同样存在与人口空间分布不匹配

的情况。全区共有１７个社卫生服务中
心，医卫人员数量为１４４６人，全科医生
数量仅２４４人，与上海市规定的配置标
准相比，存在较大的缺口。

（３）优质卫生资源较为缺乏。总体
来看，宝山区现有医疗机构能够满足户

籍居民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但医疗卫

生机构向市场开放，由于外来人口数量

较多，现有医疗卫生机构均不同程度地

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宝山区辖区

内只有一家三级医院（第三人民医院），

三家三级医院的分院（第一人民医院宝

山分院，曙光医院宝山分院、华山医院

宝山分院），两家民营医院，一家部队医

院。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相对不足，区

级医疗机构难以满足居民对优质医疗

资源的就医需求是宝山区医疗体系中

的突出矛盾。

３、公共文化资源稳定增长，区域之
间发展不平衡

（１）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快速增长，
图书馆的利用率较高。２０１０年，宝山区
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达 ３１８７５９平方

米，较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４０３５０平方米增长
１２７１２％。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２０１０年为 ０２２平方米／人，较 ２００５年
的０１２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图书馆总
面积为７７０６平方米，藏书１０５万册，社
区文化设施 １４个，社区文化设施总面
积６８２４３平方米，群艺馆、文化馆３个，
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在近郊区中居

前。在镇级层面，通过完善基础性文化

设施，做到每一街道、镇均配置一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从公共文化设施的利

用率分析，宝山图书馆的利用率高，图

书馆读者人数为 ８６万人次，远高于同
期闵行区的 ２３万人次和嘉定区的 ３４
万人次。

表３４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指标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平方米） ８６５２ １４０３５０ ３１８７５９

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平方米） ０．０７ ０．１２ ０．２２

图书馆总面积（平方米） ２０７６ ３９３０ ７７０６

图书馆藏书（万册） ４８ ７３ １０５

读者人数（万人次） ３５ ５２ ８６

社区文化设施个数（个） １４ １４ １４

社区文化设施总面积数（平方米） ２３６７５ ３９４８９ ６８２４３

群艺馆、文化馆个数（个） ３ ３ ３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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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缺少标志性的文化设施，社区
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空间不均。全区缺乏

大型的、举办高雅文化的设施，博物馆也

是一个空白，影院建设存在较多的空白

点。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的构建分析，

“十一五”以来，宝山区着力打造区、镇

（街道）、社区（村）的三级公共文化设施

网络已经初具雏形，但社区公共文化设

施的配置与人口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

脱节现象。无论是按户籍人口计算，还

是按常住人口计算，各街道镇人均公共

文化设施面积差异很大。南部地区的大

场镇、中部地区的吴淞街道等城市建成

区，居住人口密集，社区文化设施面积偏

小，人均指标偏低，最低的是大场镇仅为

００１２１平方米／人，最高的为友谊路街
道，达００６８７平方米／人。而在北部农
村地区，人均指标相对较高，最高的罗泾

镇为００６４４平方米／人。
４、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部分设

施的利用率有待提高

（１）养老设施逐年增长，社会化养
老服务不断推进。２０１０年宝山区６０岁
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２０２２万人，
占户籍人口总数的２２９％，高于上海市
２２％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较闵行区
高０７个百分点，较嘉定区低１５个百
分点。与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相适应，

宝山区的养老资源保持相对较高的发展

水平和较快的发展速度，２０１０年，宝山
区共有养老机构 ３７家，建筑面积
１８７５２１７２平方米，核定养老床位 ７４１７
张，养老机构床位数占户籍老年人百分

比３６７％，略低于闵行区和嘉定区。在
入住老人中，区外上海户籍的老人占三

分之一以上。部分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偏

低，全区平均入住率低于闵行区和嘉定

区。养老机构入住率偏低的原因，与养

老机构的定位及区位有一定的关系。享

受社会化养老服务人数占老年人口比例

为５５５％，与近郊兄弟城区相比较，处
于中等水平。

表３５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与闵行区、嘉定区养老机构对比

嘉定区 闵行区 宝山区

６０岁以上人口数（万人） １３．６２ ２１．４８ ２０．２２

６０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 ２４．４ ２２．２ ２２．９

养老机构床位数（个） ５２２３ ７４９１ ７４１７

养老机构床位数占６０岁及以上户籍人口比重（％） ４．０ ３．９ ３．６７

养老机构入住率（％） ６８．２０ ８６ ５１．９６

享受社会化养老服务人数占老年人口比例（％） ６．２３ ５．３７ ５．５５

　资料来源：２０１０年宝山区、闵行区、嘉定区统计公报。

　　 （２）养老资源的地域分布与需求尚
未做到完全匹配。近几年，宝山区整体

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比例在５０～５５％，床
位空置严重，部分养老机构经营现状不

容乐观。另外不同地区的养老机构的入

住老人比例也存在区域差异，总体来说，

老城区和南部版块的大部分养老机构入

住老人比例较高，如２０１０年吴淞、张庙、

友谊路街道、月浦镇养老机构入住率均

在８０％以上；而北部版块的养老机构入
住老人比例较低。

表３６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养老机构分布

各街道镇

公办养老机构 民办养老机构

数量
（个）

床位数
（张）

入住老人数
入住率
（％）

数量
（个）

床位数
（张）

入住老人数 入住率（％）

合　计 １６ ３５４６ １４４４ ４０．７２ ２１ ３８７１ ２４０４ ６２．１０

吴淞街道 ２ ３３０ ２７８ ８４．２４ ２ ２９９ ２９８ ９９．６７

友谊路街道 １ ５０ ３７ ７４．００ ２ ４０５ ３６０ ８８．８９

张庙街道 ３ １５６ １３５ ８６．５４ ３ ３４７ ２５８ ７４．３５

罗店镇 １ ８５０ １２８ １５．０６ ３ ５１０ ２７０ ５２．９４

大场镇 ２ ２１０ １９０ ９０．４８ ２ ３２１ １２５ ３８．９４

杨行镇 ２ １３１０ ３２０ ２４．４３ ４ ８８８ ３２３ ３６．３７

月浦镇 １ １１０ ７４ ６７．２７ ３ ６２６ ５５９ ８９．３０

罗泾镇 ２ ２１０ １６２ ７７．１４ — — — —

顾村镇 １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 ３３１ １１０ ３３．２３

高境镇 — — — — — — — —

庙行镇 — — — — — — — —

淞南镇 — — — — １ １４４ １０１ ７０．１４

宝山区福利院 １ ２００ — — — — — —

　注：罗店、杨行镇各有一家公办养老院尚未完全开张，因此入住率偏低。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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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居家养老服务不断拓展，但服
务方式尚不够灵活。按照国际标准，入

住养老院和老年公寓的老年人的合理比

例应该约占老年人口６％ ～７％，占较大
比例的老年人都采取居家养老的方式。

宝山区组织专业人员上门为有服务需求

的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行”、

“助急”、“助医”等服务，较好地解决老

年人自身照料难的实际问题，又解除老

人子女及家属的后顾之忧，但在服务中

出现服务方式未能联系实际情况，服务

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质量差强人意等问

题。例如助餐服务，宝山区共有２１个助

餐点，平均每天服务人数１５４２人。但北
部地区面积较大，老年人居住较为分散，

而助餐服务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部分享受助服务的老年人难以获得高质

量的饭菜。

５、人口计生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加
大，但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近年来，宝山区人口计生系统始终

坚持“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

则，以常住人口为服务对象，通过“打造

服务圈，健全服务链，深化服务点”，为属

地居民提供有质量、均等化的人口计生

服务。但由于地处城郊结合部，人口构

成复杂，人口流动频繁，服务设施的配置

与人口空间分布之间尚未做到完全匹

配，人口计生公共服务供需之间的结构

性矛盾依然存在。

（１）人口计生公共服务的投入逐年
加大，服务的受益面不断扩大。“十一

五”以来，区加大人口计生公共服务的投

入力度，服务项目不断增加，各项服务投

入的金额也不断加大，受益面日益扩大。

如０～３岁优生指导服务投入从２００５年
的１１万，增加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２６万，年增
长速度达１８７８％，受益面从２００５年的
１１６９０人，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０７９人。

表３７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宝山区人口计生公共服务投入与受益面变化

人口计生
公共服务项目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受益面
（人次）

投入金额
（万元）

受益面
（人次）

投入金额
（万元）

受益面
（人次）

投入金额
（万元）

受益面
（人次）

投入金额
（万元）

受益面
（人次）

投入金额
（万元）

农村奖励扶助 ２１９２ １２０．１５ ２４６８ １３４．７３ ２７８１ １５４．２ ３１９８ ２３１．９６ ３５９１ ２６９．２４

（未参保人员）退休一次性奖励 － － ２９１８ ６８２．６４ １１２８ ２６１．２８ １５３８ ３５５．３５ １４９４ ３４５．６９

伤残死亡一性性补助 － － １２４７ ３９１．５ １２０ ４１．４ ６８ ２２．６ ４４ １５．６

计生家庭特别扶助金 － － － － １８８５ ２７４．０７ ２１４９ ３２９．６０ ２４３５ ３７８．６８

优生促进 － － － － ６８９２ １８ ７１０１ ２２ ７５２３ ２８

０－３岁优生优育指导服务 １１９０４ １３ １２８１０ １５ １４２１０ ４１ １６３０２ ２１ １７０７９ ２６

基本项目免费技术服务 ３８４２ ３５ ３５３２ ３０ ３６９４ ２８ ４２７６ ３１ １７６６１ ５０

阵地建设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１０１

环境宣传 － ４ － ５ － １０ － １２ － １９．７

宣传资料（物品） － ２４ － ２４ － ３０ － ３１ － ３７

罗店医院阵地建设 － － － － － － １１０００ ３．６ ２２０００ ０

城市工业园区阵地建设 － － － － － － ８０００ ３．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１

区外来人员就业服务中心 － － － － － － － － ５０００ １．２５

各街镇外口中心 － － － － － － ３０００ １ ５０００ １

生育知识礼包 － － － － － － ４５００ ４．３ ８０００ ９．９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队伍建设 － ３０ － ３０ － ４９．５３ － ８４．４９ － １０１．２６

艾滋病防治 － － １０３６５ ２ １３２００ ５ １５３００ ５ ３１０００ １５

流动服务车 － － ８５６４ １ ６０８０ ３ ２２４６ ２ － －

流动人员避孕节育随访服务 － － － － ３６２７２ ５ ３４５６３ ５ － －

药具优得工程 － － － － － － ５２１０９ １０ ９３１０４ １０

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救助 ３５８ １５ ３６４ １３ ４７８ １５ ４３０ １４ ５００ １８

青少年生殖健康 ２０００ ６ ２５００ ４ ３０００ ５ ４０００ ６ ５０００ ７

生育关怀行动关爱空巢老人 － － １０００ １０ ２００ １０ ３００ １２ ３７８ １５

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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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外来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导入，
人口计生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属地居民的

多样化需求仍存在矛盾。“六普”调查

结果表明，区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达

７６６１１６人，占总人口 ４０２２％。为全面
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试点工作，区人口计生委推出均等

服务手册、生殖健康知识培训、免费基本

项目技术服务、计生药具“优得”服务、

家庭计划指导服务、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服务、分娩点关怀关爱服务、孕检服务、

关爱女孩专项资金、帮扶专项资金、以及

独生子女保险等１３项针对流动人口的
均等化服务项目，为广大流动人口提供

优质化、均等化、人性化、个性化的人口

计生服务。但 ２０１１年流动人口监测结
果表明，区流入人口具有数量多，已婚育

龄妇女比重高，居住相对集中，就业稳

定，配偶与子女随迁比重高等特点，由于

就业和居住不稳定，流动性大，开展人口

计生公共服务的难度较大。

（二）社会事业资源供给水平的总

体评价

依据宝山区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上

述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地区主要社会事

业资源的供需分析比较，对现阶段社会

资源配置的总体水平给予评述。

１、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增速快于经
济发展速度

“十一五”期间，宝山区经济快速发

展，２０１０年全区实现地区增加值６３６７６
亿元，较２００５年增长９０８％，较１９９５年
增长７５倍，较２０００年增长３５倍。经
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资金支持，区域内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

足进步。２００６年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
ＧＤＰ年均增速 １３８％，“科教文卫”和
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投入年均增速

２０１２％，高出 ＧＤＰ增速接近 ６个百分
点。宝山区社会事业投入的增速快于经

济发展速度，社会事业呈现良好的发展

势头，但与闵行、嘉定等兄弟城区相比，

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设施建设均存在一

定的差距。

表３８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财政收支及社会事业投入情况
单位：亿元

项　目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五年增长（％） 年均增长（％）

区级财政收入 ４５．１１ ５２．１６ ５７．４８ ６２．７ ７０．３５ ５５．９５ １１．７５

区级财政支出 ３６．５７ ４２．１２ ５３．３６ ５３．７８ ６７．５ ８４．５８ １６．５６

卫生财政投入 ２．０１ ３．８１ ４．６９ ４．７１ ５．６３ １８０．１０ ２９．３７

教育财政投入 １０．７９ １２．０６ １３．１３ １４．６６ １７．２７ ６０．０６ １２．４８

文化体育财政投入 ０．７２ １．３ １．３７ １．５４ １．４ ９４．４４ １８．０９

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 ３．７５ ６．６８ ８．６１ １０．８６ １１．６５ ２１０．６７ ３２．７６

　说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文化为单列，社会保障与就业投入仅为社会保障支出，２００７年后由于统计数据均将文化与体育投入作为一项统计指标，因此未分列。
　资料来源：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年《宝山区统计年鉴》

　　２、社会事业资源供给的总量指标较
好，但部分人均指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对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

化体育及社会化养老等主要社会事业资

源的供给水平的分析表明，宝山区社会

事业发展和资源供给的总量指标完成较

好。由于宝山区人口基数大、外来人口

在常住人口中所占比重远远高于户籍人

口，因此若按常住人口计算，相当一部分

人均发展指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突出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常住人口文

化素质明显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每十万

人拥有的大学文化程度数量较少；二是

医疗卫生事业方面，每千人医院床位数

和每千人医务人员数量均远远低于全市

平均水平；三是养老服务方面，养老机构

入住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表３９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人口和社会事业发展与上海市平均水平的比较

指　标 宝山区 全市 宝山区与全市平均水平的差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常住人口年均增长（％） ５．２７ ３．２４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３５０３ ６４５７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 ４０．２２ ３９．００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常住人口的抚养比 ２８．５７ ３１．０６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每十万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数 １９１２４ ２１８９２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计划生育率（％） ９９．３ ９９．０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户籍６０岁及以上人口比重（％） ２２．５ ２３．１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岁） ８２．０４ ８２．１３ 接近全市平均水平

每千常住人口人均医院病床（张） ２．０５ ４．５７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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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宝山区 全市 宝山区与全市平均水平的差异

每千常住人口人均医务人员（个） ２．５７ ４．６５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常住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
"

／人） ０．１６７ ０．１２８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高中普及率（％） ９７．８ ９６．５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养老机构床位占老年人的百分比（％） ３．６７ ３．０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比率（％） ５２．４ ７３．４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享受居家养老服务老人比例（％） ５．５５ ７．６０ 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年鉴》、《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３、从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分析，
主要社会事业资源供需之间存在较大的

缺口

从宝山区主要社会事业发展指标的

供需现状分析，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医院

床位数和医生数量低于上海市平均水

平，按常住人口计算，该指标则与全市平

均水平的差距更大。由于宝山区“十一

五”期间大力发展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因

此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略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每百老年人床位数为 ３６７，也
略高于全市３０的发展水平。

表４０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主要社会事业指标供需现状

资　源　名　称
２０１０年现状 参照水平 现状供需缺口

户籍 常住 户籍 常住 按户籍 按常住

参照水平比较对象

卫生资源

千人医院床位 ５．２９ ２．０５ ７．４４ ４．５７ －１８９７ －４０３３ 全市平均

千人医护人员 ５．６９ ２．５７ ７．５９ ４．６５ －１６７５ －３８３２ 全市平均

公共文化 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平方米／人） ０．３６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１３ 全市平均

养老 每百老人床位数 ３．６７ ３．０ 全市平均

　注：常住人口按六普统计公报，户籍人口按《上海统计年鉴（２０１１）》。

　　 ３～６岁学前儿童入园率、初中入学
率、高中普及率均达到较高水平，但由于

外来流动人口数量较多，若按照国务院

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以

流入地为主，以公立学校为主的方针，则

全区教育资源仍存在较大的缺口。相较

于其他学段，学龄前教育资源与小学教

育资源的缺口更大。按 ２０１０年现状水

平，幼儿园与小学教育资源存在一定的

缺口，到２０１５年缺口将进一步加大，至
２０２０年，初中教育资源也将出现缺口。

表４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学前和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供需分析

年份

班级数（个） 可容纳学生数（万人）
适龄学龄人口数
（万人）

教学资源缺口
（与２０１０年相比）（万人）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２０１０ １１６６ １５５７ ８８３ ３．４９ ５．９９ ３．３１ ３．９４ ６．０７ ２．７７ －０．４５ －０．０８ ０．５４

２０１５ ５．８４ ８．３１ ３．１７ －２．３５ －２．３２ ０．１４

２０２０ ７．０７ １１．５１ ４．３４ －３．５８ －５．５２ －１．０３

　注：Ａ：幼儿园　Ｂ：小学　Ｃ：初中，按常住人口口径。资源缺口的统计是假定所有的常住适龄人口在公办学校入学。

　　 三、提升宝山社会事业发展整体水
平的对策建议

依据宝山人口增长与教育、卫生、文

化、人口计生等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关

系，在借鉴境内外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

社会事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体

提升宝山社会事业发展水平的对策

思考。

（一）宝山人口增长与主要社会事

业资源协同发展的原则与方向

１、宝山人口增长与主要社会事业资
源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

宝山区作为一个快速城市化地区，

社会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事业资源的

配置必须符合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与城

市化的进程相一致。作为科学发展观的

核心，以人为本也是指导社会事业发展

的基本原则。在坚持社会事业优先发展

的过程中，宜按照政府财政能力以及社

会问题的轻重缓急，突出重点，因地制

宜，逐步解决。（１）以政府关注的民生
问题为导向，向居民最迫切的服务需求

领域倾斜。（２）以政府主导的社会事业
短板为突破口，向最能体现区域特色的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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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发展方向倾斜。（３）以带动产业发
展为目标，重大社会事业项目和优质社

会资源向重点发展地区倾斜。

２、“十二五”期间宝山区主要社会
事业的发展方向

社会事业内容庞杂，影响广泛，宝山

区内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和进度参

差不齐，因此，要提升社会事业发展的整

体水平，必须要统筹发展。

（１）巩固提高的领域。总体而言，
尽管与同一区位的其他郊区相比，宝山

区社会事业发展仍相对落后，但仍有一

些发展指标超过中心区平均水平、甚至

处在全市领先地位的领域。例如，公办

学校接纳农民工同住子女的比例，平均

预期寿命在各郊区中也处于中上水平；

人均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近几年有较大幅

度提升，基本可满足群众对文体活动的

需求。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质

量取得了明显成效，稳定低生育水平和

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工作也在郊区各区

县中处于前列。

（２）重点发展的领域。主要指有一
定发展基础，当前能基本满足市民需求，

但未来需求增长较快的领域。养老事业

重点要解决各级各类养老机构结构性短

缺的矛盾；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既要应

对各类入学人口增长带来的刚性需求增

长，也要应对因居民对教育质量要求带

来的优质教育需求增长；医疗卫生资源

则应在平衡区域配置的基础上，重点提

升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文化事业需解决

现有设施配套不全的问题；人口计生工

作需要加快推进人口计生家庭指导服务

项目；养老事业要进一步构建城乡统筹

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３）实现突破的领域。主要指发展
基础较差、发展水平低于相邻区县、甚

至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社会需求比较强

烈的领域。例如，要进一步引进基础教

育优质资源；加快老年护理资源的建

设，适应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形势；

通过引进市级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提

升二级医疗机构综合能力；加快建设区

域标志性、高品质的公共文化设施；合

理增加人员数量，人口计生部门要加大

与卫生等部门的使用，力争在综合治理

外来常住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工作

取得突破。

（４）全面推进的领域。主要指那些
需要政府首先重点解决、全社会普遍需

求、奠定民生基础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例如，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化，

优化养老机构的空间布局，使之与老年

居民的机构养老需求基本一致；建立引

导病人分流的激励机制，鼓励外来流动

人口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人口计

生部门则以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试点为契机，全面推进人口计生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资源的配置要综

合考虑高效、节能及可及性，全面推进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

依据上述定位标准，结合宝山区各

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实际，可确定目前至

“十二五”期间宝山区社会事业的发展

定位。

（二）促进宝山人口增长与主要社

会事业资源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１、探索构建“有序流入、理性流出”
的人口调控机制，缓解社会事业资源配

置压力

２、不断加大投入，提升社会事业资
源供给能力，优化社会事业资源空间

布局

３、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构建社会事
业资源有效供给和集约使用机制

（区委政研室供稿）

百姓百团百歌大赛决赛 区文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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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　引
■编辑　吴思敏

说　　明

一、本索引采取主题分析索引方法，索引名称（标引词）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二、表格、图片在页码后注有（表）、（图）字样。

三、专文只作作者姓氏索引。

四、索引名称后的数字标示页码，数字后的字母（ａ、ｂ、ｃ）表示该页码片面从左至右的栏别。
五、为便于检索，部分名称以简称、全称方式在本索引中重复出现。

六、索引名称一般采用主题词、中心词或简称。党政机关名称不冠以“宝山区”或“区”，如“人大”、“政府”、“税务分局”等，

请在检索时注意。

Ａ

艾宝俊　６７ｃ
爱国卫生　２３４ｃ　２３５ａ
爱国主义教育　２７６ｂ
爱卫办　２３５ａ
安保工作　７５ｃ
安全生产　３２ｃ　１７０ｂ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１７０（图）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１７０ｃ
“安全生产月”活动　１７０ｃ
安全生产知识竞赛　９３ａ　９３（图）
安置帮教　２５５ｃ
案件　２４９ａ

Ｂ

八一钢铁拜城　１０１ｂ
巴布亚新几内亚镍钴项目　１１７（图）
巴中市代表团　７７ｂ
白事热线　２７４ｃ
百场文化下乡　２０６ａ
百货分公司　１３８ｂ
“百名机关干部进社区”走访活动

　２６２ａ
百名将军书画宝山巡展　４５（图）　７９ｂ
　８０ｃ

百企千岗民营企业招聘会　４７ｂ
百千万示范工程　２３４ｃ
“百团百歌百姓”活动　２０６ｂ　３５２（图）
《百姓连线》　６９ｂ
“百字”系列群体活动　２３６ｃ
办信查案　４３ａ　４３ｃ
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１８ｃ
帮困粮油　１２９ｂ
帮困慰问金　２７５ａ
帮困助学活动　９５ｃ
宝房集团　１５０ａ
宝钢—澳大利亚联合研发中心　１００ａ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　１００ａ
宝钢电视台　２４６ｃ
宝钢发展　１０１ｂ
宝钢发展管理体制优化工作动员会　
１０３（图）
宝钢高磁感取向硅钢　１００ｂ
宝钢工业旅游　１０２（图）
宝钢股份厚板部　１０１（图）
宝钢核心能源管控体系　９９ｃ
宝钢集团　９９ａ
宝钢日报　２４６ａ
宝钢“三项教育”专题活动　１０３ｂ
宝钢生产服务业　１０２ａ
宝钢新品成果　９９ｃ
宝钢原料码头　１００ａ　１００（图）
宝钢债券　１０１ａ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１００ｂ
宝钢重点投资项目　１０２ａ
“宝航１８”轮首航　１０１ａ
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６１ａ
宝林六村社会管理创新试点　３０４ｃ
“宝农３４”大米　３０ｂ　１４１ｂ
宝山巴士　１９５ａ
宝山—宝钢迎春座谈会　４１ｂ
宝山报　２４５ｂ
“宝山北部地区‘产城融合’综合性整体

开发”课题调研　８０ａ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１５ａ　１１５（图）
宝山城市转型示范区建设　３３６ａ
宝山党建网　４５ａ
宝山地情　２１０ｂ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１４ａ　１１４（图）　２８６ｂ
“宝山规划土地”网站　１７５ｃ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２８１ａ
宝山海事处　１１０ｃ
宝山沪剧团　２０６ａ
宝山·嘉定读书月　２０６ａ　２９６ｃ
宝山经济发展区　１２４ｃ
宝山科技节　２０２ａ
宝山领导干部大会　６１（图）
宝山罗店医院改扩建工程　２８６ｃ
宝山民营科技园　１２４ｃ
《宝山年鉴—２０１１》　２１０ｃ
《宝山区保密工作实施细则》　５４ｃ

３５３



“宝山区产学研合作沙龙”　２０１ｃ
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３１４ａ
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３１４ａ

《宝山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方案》

　１８８ｃ

宝山区加油站专项规划　１７６ｂ
《宝山区农业网》　１４１ａ
《宝山区卫生局医学科研、继续教育管

理工作奖励标准（暂行）》　２２８ｂ
宝山区政府采购管理中心　１５３（图）

宝山人口发展研讨会　２７４ａ
宝山神工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　１８７ａ
《宝山审计讲坛》　１６７ｂ

宝山实验学校花样跳绳队　２１３ｂ
宝山市容信息大楼　１８９ｂ

宝山寺　４７ａ　２７７ｃ　２７８ｂ
宝山体育中心　２５（图）　２３５ｃ　２３７ｂ
　２３７（图）

宝山体育中心改造项目　４１ａ
宝山体育中心管理机构　２３６ｂ

宝山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创新与发展论坛

　８９（图）
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４２ｃ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２４ａ
宝胜公司　１３８ｃ

“宝探”轮　１００（图）
宝杨路码头综合客运交通枢纽　６８ｃ
保密　５４ｂ

保密工作会议　３８ａ
保密工作专项培训　５４ｃ

保密教育　５４ｂ
保险　１６１ｃ
保险公司　１５７ａ

保障性住房　１４４ａ　１５０ｂ
报关单　１０８ａ

北欧航标　２８６ａ
“北翼生活馆”　１３８ｂ
备灾救灾　２７８ｃ

标准化菜市场　１２７（表）
标准化示范试点　１７０ａ

滨江带建设　６７ｂ
滨江功能规划　１７６ａ
滨江广场　６８ｂ

滨江景观带　１９１ｂ
殡葬管理　２７４ｃ

兵役工作　２５８ａ
兵役执法检查　２５８ａ
并联审批　１２３ｂ

病虫预测预报　１４２ａ
病床　２２７ａ
玻璃博物馆　１３６ｃ

步云临时菜场　３０５ｃ
部队建设观摩点　２５８ｂ

Ｃ

财税　１５１

财税体制　１５３ａ
财政　１５１ａ

财政局　１５１ａ
财政局数据存储系统　２３９ｃ
财政审计　１６６ｃ

财政收入　３３０（表）
财政卫生事业费　２２７ａ

财政预算　１５４ａ
财政支出　１５１ｃ　３３１（表）
“采管分离”　１５３ｂ

“菜场要姓菜”代表书面意见　５７ｃ
蔡达峰　４０ａ

蔡威　４０ａ　８６（图）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管理　７２ｂ

餐厨垃圾管理　１８９ａ
餐饮服务新品牌　７５ｃ
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９７ｃ

残疾人　２７４ｃ
残疾人保障体系　２７４ｃ

残疾人大学生就业率　２７４ｃ
残疾人法律援助　２７５ｃ
残疾人服务体系　２７５ｂ

残疾人就业培训　２７５ｂ
残疾人事业　２７４ｃ

仓储　３０ｃ
测绘管理　１７５ａ
测量标志　１７５ａ

拆迁许可证发放　１５０（表）
拆违控违　１９０ａ　２７９ｂ

《产品环境声明》　１００ｂ
产权交易鉴证　１６６ｂ

产学研合作　２０１ｃ
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　１０２ｃ
产业调整　６１ａ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１５１ｂ　１６４ａ
长江河口科技馆　４１ａ

长江口股份　１３８ｂ
“长江口民营经济论坛”　４７ａ
长江原水厂　１９８ａ　１９８（图）

常住人口　２７２ｂ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会议　９２ｂ
车辆年审　１９３ａ

车身广告专项整治　１９４ｃ
撤制村队资产处置　１４０ａ

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北园）　２９７ａ
陈伯吹先生浮雕　２１３ｃ
成人教育　２２４ｂ

城保医疗待遇　２７１ｂ
城管大队　１８９ｂ

城管监察执法　１８９ｂ　１８９ｃ
城管执法专项整治竞赛　１９０ｂ
城建档案　１７４ｂ

城市光网　２４０ａ　２４５ａ　２４７ｃ
城市基础设施　３１ａ

城市建设管理　１７９ａ
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　１９４ａ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１９０ａ

城乡发展　６３ｃ
城乡管理　１７１　１７９ａ　２８４ｂ　２９５ａ

城乡规划　１７１ａ
城乡建设　１７１　１７９ａ　２８２ｃ　２８４ｂ
　２９５ａ

城乡建设管理　２７９ａ
城乡建设和管理提案　８１ａ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２６９ａ
城镇管理 　２９０ｃ　２９３ａ　２９７ｃ　３００ａ
城镇集体企业　１６５ｃ

城镇建设　２９０ｃ　２９３ａ　２９７ｃ　３００ａ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７０ｃ

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　２７１ａ
出访　７３ｃ
出境旅客　１０８ａ

出口　１２１（表）
出口商品　１２１（表）

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　１２２（表）
出口市场　１２１ａ
出口退税　１５５ｂ

出入境（港）船舶　１０９ａ
出租汽车　１９３ａ

出租行业监督管理　１９４ｃ
初次信访事项办理质量　７０ｂ
储备经营性用地　１４３ａ

储备粮　１２９ｂ
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　４１ｂ

处级干部实绩考核集中述职会　４２ｂ
穿梭巴士　１９５ｂ　１９３（图）
传媒　２３９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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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　２２７ａ
创模景点　１９２（图）
创先争优　４０ｂ　４４ｃ　５１ｂ　５２ｃ

创新金融　１６３ｂ
创业者见习基地　２６９ｂ

“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２７０（图）
春运省际客运专项整治　１９４ｃ
村级财务管理信息化　１４０ａ

村级经济统筹管理服务平台　２８７ａ
村（居）党组织换届　４４ｂ

村、居民区　２８２（表）
村（居）委会　２８０（表）　２８８（表）
　２９５（表）　３０２（表）

村民委员会　２８ｂ
村委会　２９０（表）

村镇管理　２８７ｃ
村镇建设　２８７ｃ
存量房　１４６ｃ

Ｄ

“打违除患”专项行动　１６９ａ

大场公园　１９１ａ

大场桃浦河　１８１（图）
大场镇　２９２ｃ
大衡器专项整治　１６９ｃ

大事记　２１
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　２８６ａ

大学生就业　２６９ｃ
大中修工程建设　１８４ｂ
大宗邮件处理点　１９６ｂ

代表选举日　５８ｃ
逮捕案件　２５３ａ

党代会　３７ａ
党管武装　２５７ｂ
党史　２１０ａ

党史知识竞赛　５３ｂ
党务公开　３８ｂ　３９ａ　４３ｂ　５２ａ

党校　４９ｂ　５０（表）
党员　５１ｂ

党员志愿者　４５ａ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３９ａ
党政机关　３１４

党支部换届　２８９ａ
党组织建设　５１ｃ

档案　２０７ｂ
档案工作　３８ａ
档案工作会议　２０８ａ

档案工作晋升市级（含）以上先进单位

　２０９（表）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２０８ｃ

档案局多媒体档案管理系统　２４１ａ
档案利用服务　２０８ｂ

档案数字化信息化建设　２０８ａ
档案宣传　２０８ｃ
档案业务指导　２０８ｃ

盗窃油罐车油料案　２６４ａ
道德风尚奖　２８３ｃ

道口通行费　１８４ａ
道路规划　１７７ａ
道路交通安全　１９５ａ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　１８３ｂ　２４２ｃ
道路交通噪声　１８６ｂ

道路维修工程　１８２ｃ　１８３（图）
道路扬尘　１８５ｃ
道路运输行政许可　１９３ａ

地方财政收入　１５１ａ
地方财政支出　１５１ａ

地方史志　２１０ａ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１５４ａ
《地方志工作条例》主题宣传活动

　２１０ｃ
地沟油　２３４ｂ

地理位置　２７ａ
地名管理　１７４ｃ
地名命名　１７８（表）

地名普查　１７４ｃ
地区生产总值　３３０（表）

地区宣传思想工作　３０４ｂ
地下空间　２６８ｃ
地形　２７ａ

第八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４２ｂ
第八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

　２８１ａ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２６０ｃ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８１ｃ

第２４届中国上海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
赛　２１３ｂ

第六次党代会　３７ｂ　３７（图）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１６８ａ
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３１５ａ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　２１（图）
第六届“英港杯”体育舞蹈公开赛

　２３６ｃ
第七届农运会　２３７ａ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１０　

１２（图）
第七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２４
（图）　４２ａ　２９９ｂ

第七税务所　１５４ｃ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２０７ａ

第三届亚太地区蛋白质科学学会学术会

议　２１７ａ
第三人民医院心胸外科联合病房　２３３ｃ

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１８６ｃ
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３１５ａ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８１ｂ
电力　１９７　１９７ａ

电台栏目　２４３ｂ
电梯专项检查　１６９ａ
电信　２４７ａ　３３３（表）

电子商务创业园　２９６ｂ
电子商务企业　１２９ａ

电子政务平台　２４０ｂ
电子政务网络应急演练　２４１ｃ
调查资料　３３６ａ

丁大恒　３１０（图）
丁婉娥陈列室　２８９ａ

丁薛祥　４０ａ
东方讲坛　４５ｂ

东方网　２５３（图）
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６１ｂ
动拆迁　１４５ａ

动物检疫　１４２ｃ
动物免疫　１４２ｃ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２７２ｃ
“读书伴我成长”系列活动　５２ｃ

堆场企业收费新政　１６４ｂ
对口支援　７６ａ　７６ｂ
对台干部队伍建设　７５ａ

对外经济　３１ａ　１２２（表）

Ｅ

恶性肿瘤　２２９（表）
二手房买卖合同备案　１４６ｃ

Ｆ

发电　１９７ａ

法律服务　２５４ｃ　２５５（表）　３３５（表）

法律顾问工作室　２５４ｃ
法律监督　２５３ｃ
法律援助　２５４ｃ

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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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案件　２５４ｃ
法律咨询　２５４ｃ
法院精品案例　２５２（表）

法院示范庭审　２５２（表）
法院优秀裁判文书　２５２（表）

法制建设　１８９ｃ
法制委员会　８２ａ
法制宣传教育　２５５ａ

反规避执行　２５２ｂ
犯罪嫌疑人　２６０ｂ

饭店经营指标　１３７（表）
防汛防台　５７ｂ
防汛基础设施　１８１ａ

防汛视察　１８０（图）
防汛预案　１８１ｃ

房产管理　１４４ｃ
房产交易　１４６ｃ
房地产　３１ａ　１５０ｂ

房地产测绘　１４５ａ
房地产档案　１４５ａ

房地产登记　１４６ｃ
房地产开发企业年检　１４５ｂ
房地产权证　１４６ｃ

房地产市场　１４５（表）
房地产税源　１５４ｃ

房地产业　１４３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４７ｂ　１５０ｂ
非法卷烟　１３０ｃ

非法客运　１９４ｂ
非居民企业税源　１５５ａ

非农就业　２６９ａ
废弃食用油脂管理　１８９ａ
“风险管理”试点　１６９ｂ

“服务明星”　１５６ｃ
服务区域经济　７３ｂ

服务业　１２８ｂ
服务业集聚区　１１９ｂ
服务业投资　１２９ａ

服务业项目　１２８（表）
服务业载体项目　１２８ｂ

辐射安全管控、预警及应急系统　２４２ａ
妇联　９５ａ
妇女儿童发展“十一五”规划先进个人

　３１１ａ
妇女儿童发展“十一五”规划先进集体

　３１３ｂ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９５ｂ
妇女工作委员会　９５ａ

“妇女之家”建设　９５ｃ
附录　３２１
副食品价格补贴　１２９ｂ

富邦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１ｂ

Ｇ

干部调整　４３ｃ
干部教育培训　４３ｃ

干部日常监督　４３ｃ
干以胜　３９ａ

钢雕　１３６（图）
钢铁工业　２８ｃ
钢铁延伸业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１７０ｃ
钢铁业　９９

港口　２８ｃ　１０５
港务　１０５ａ
高境经济适用房　３０２ａ

高境庙纪念村牌坊　３０２ａ
高境镇　２９９ｃ

高境镇宝贝“小叮当”　３０１（图）
高境镇人口和家庭发展服务中心　３０１ｃ

高境镇现代服务业项目　３００（图）
高清卡口信息化系统　２６２ｃ
高新技术产业　６３ｂ　２０１ａ

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１１３ａ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１ａ　２０４（表）

个人住房房产税　１５５ａ
各地驻宝山区工作处通过年检名单　７８（表）
各街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２５（表）

各区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２５（表）
耕地　３３２（表）

耕地面积　１３９ａ
工会　９１ａ
工会五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　９１ｃ

工会五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　９２ｃ
工伤保险　２７１ａ

工伤认定　２７１ａ
工商联　８３ａ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６４ｂ
工商业联合会　９０ｂ
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８ａ

工商注册资金　１２３ａ
工业　３０ｂ　１１３　１１３ａ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１１３ａ
工业旅游　１０２（图）
工业生产资料市场　１３４（表）

工业消费品市场　１３３（表）
工业销售产值　１１３ａ　１１４ａ
工业用地　１１４ｂ

工业用地招拍挂　１７３ｃ
工业园区综合评估　１１３ａ

工资总额　３３５（表）
公安宝山分局第六届运动会　２６３ｃ
公安队伍建设　２６１ａ

公安局宝山分局分所属机构　２６５（表）
公安微博　２６２ｂ

公安行政管理　２６０ｃ
公共安全管理　３０６ｂ
公共安全罪　２５０ｂ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３４５ａ
公共交通　６１ｃ　１８０ａ

公共就业服务　２６９ｃ
公共绿地　１９０ｂ　１９２（表）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５７ｂ

公共停车场　１９４ａ　１９３ａ
公共通信应急演练　２４２ａ

公共图书馆　３３４（表）
公共卫生　２８８ｃ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２７ｂ

公共文化设施　６２ｂ　２０５ｃ
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２６５ｂ

公共租赁住房　１４６ａ
公惠医院助医卡　９１ｂ
公交车辆　１９３ａ

公交候车亭　１９３ｃ
公交线路　１９３ａ　１９３ｂ

公交线网布局　１９３ｂ
公交行风　１９４ｃ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　２２７ａ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２８ａ
公路　１８３ｃ　１８４（表）

公路管理　１８３ｃ
公诉　２５３ａ
“公推直选”　５１ｂ

公务车专项治理　７５ｃ
公务卡管理系统　１５３ａ

公务员交流　７１ｂ
公务员考核　７１ｃ
公务员能力素质信息系统　７１ｂ

公务员培训　７１ａ
公务员　７１（图）

公务员选拔任用　７１ａ
公务员招录　７０ｃ　７１ａ
公务支出　１５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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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电影　２０６ａ
公益指示牌　１８３ａ
公证　２５４ｃ

公证服务进社区　２５４ｃ
公众开放日　２５２ｂ

供销社　１３７ｃ
共青团　９３ａ
共青团宝山区第八次代表大会　９３ｂ

共青团员　９３ａ
骨干河道整治　１８１ａ

固体废物治理专项治理　１８７ａ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　２６（图）　１４６ｂ
顾村公园二期　１９１ｃ

顾村星星村　２６１ｃ
顾村一号基地社区　１３８ａ

顾村镇　２８９ｃ
顾村“镇管大型社区”管理模式　７２ｃ
挂职锻炼　４８ｃ

挂职锻炼基地　３７ｃ
关爱青春活动　２７３ｃ

关停并转企业　１８５ａ
“光辉永照我心”演讲比赛决赛　２９６ｃ
广播电视　２４３ｂ　３３３（表）

广播电视台　２４３ｂ　２４４（表）
广播体操培训　９２ｂ

归国华侨联合会　９６ｂ
规范性文件　６９ｃ
规划编制　１７１ｃ

规划监督　１７４ａ
规划建设项目管理培训　１７２（图）

规划委员会　１７１ｃ
锅炉脱硫改造　１８７ａ
国防动员　２５７ａ

国防后备力量　２５７ｃ
国防教育　２５７ａ

国防刊授教育最佳奖　２５７ａ
国际民间艺术节　２０７ａ　２８９ａ
国际民间艺术节安保　２６０（图）

国际手工坊　２０６ｃ
国际邮轮　６７ｃ

国家二级综合档案馆　２０７ｃ
国家级基本气象站　２０５ａ
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　２０１ａ

国家模范城区　１９２ｃ
国家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９９ｃ

国家生态镇　１８７ｂ
国内国际大赛　２３６ｂ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１６５ｃ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　７０ａ
国有资本金预算　１５３ａ
国有资产结构　１６６ａ

Ｈ

哈佛大学医学院　２３３ｃ

海隆控股有限公司上市　１１４ｃ　１６３（图）
海上沙龙“相聚宝山、携手发展”活动

　７４ｂ
海峡大学孔子学院　２１７ｃ

海洋工作　１８２ａ
韩正　３９ｂ　７６ｃ　２９２ａ
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２４ａ

航运经济发展区招商成果　１２４（图）
合同外资　１２０（表）

合资企业　１２２ｂ
合作办学　２１３ｃ
合作交流　７６ｃ

河道保洁　６１ｃ　１８１ａ
河道综合治理　１８５ｂ

河流监测　１８６ａ
“黑车”非法营运　２６１ａ

《红帆港》　５３ｂ
《红梅颂》　２０６（图）
《红色记忆》专题片　４６ｂ　４６（图）

　２１０ａ
红十字会　２７８ｂ

红十字救护培训站（点）　２７８ｂ
红十字宣传　２７８ｃ
红十字志愿服务者　２７８ｂ

《红叶魂》　２０６ｃ
胡晓春　２５７ｂ

胡延照　３９ｃ　６８ａ　２９２ａ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考察团　７７ｃ
户籍人口　２８ｂ　２６０ａ　２７２ｂ

户籍人员居住地服务　２６２ｂ
户籍人员居住地管理　２６２ｂ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１９７ａ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１９７ａ

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７４ｂ
化救队伍　２６８（表）
化救器材　２６８（表）

化救专家队伍　２６７（表）
环保宣传　１８８ｂ

环境　２９ｂ　１８５
环境保护　３２ｃ　１８５ａ
环境空气质量　１８５ｃ　１８６（表）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系统　１８８ｂ
环境友好型机关　１８８ｂ
环境噪声　１８６ｂ

环球时尚超级模特大赛全球总决赛　
１３５ｃ　２８６ｂ

环卫职工收入　１８９ａ
换届工作　３８ｃ
换届纪律　４３ａ　４４ｂ

换届选举　３３ｃ　２９４ｃ
回报社会“感恩行动”　７４ａ

会务接待保障　７５ｃ
婚检率　２２７ｃ
婚姻管理　２７４ｃ

火灾　３３４（表）
货物吞吐量　１０５ａ

货物运输监管　１９４ｃ
货物运输企业　１９３ａ

Ｊ

机动车　３３５（表）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７５ｃ
机关党工委　５１ｂ

机关党支部　５１ｂ
机关党总支　５１ｂ
机关节能降耗　７５ｃ

机关事务管理　７５ｂ
机关运动会　５２ｃ

基层党建论坛　５４（图）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３０６ｃ
基层调研基地建设　５０ｃ

基层工会　９１ａ
基层综治社保队伍　２５９ｂ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８６ａ
基础教育　２１１ａ
吉林省沪浙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专题培

训班　７７ｃ
集体合作农场　１４０ｃ

集体土地调查　１７２ｃ
“集体协商”专题培训班　９２ｃ

集体资产结构　１６６ａ
集装箱运输企业　１９３ａ
计划生育　２７２ｂ

计划生育补助　２７３ｂ
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　２７３ａ

计划生育奖励　２７３ｂ
计划生育药具服务　２７３ｃ
计量器具　１６８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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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执法检查　１６９ｃ
计生协会五届三次理事会　２７４ａ
纪检　４３ａ

纪检监察组织　４３ａ
纪念建党 ９０周年活动　４６ａ　７４ｂ

　３０６ｃ
纪念辛亥革命 １００周年名人书画展
　８０ｃ

“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征文和演讲
活动　７５ａ

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１９ｂ
“继往开来，同唱一首歌”国庆联谊会

　８０ｃ

加勒比海洋神话号　４０ｃ
家庭人口计划指导　２７３ｂ

家庭医生　２２８ｃ　３０２ｂ
“家庭医生”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８０ｂ
家庭医生责任　２４０ｂ

价格管理　１６４ａ
价格检查　６４（图）

假冒伪劣商品　１２７ａ
假日蓝盾　２６３ｃ
假日阳光警务　２６３ｂ

“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全面提升宝

山城市化水平”论坛　８０ｂ

监察　６９ａ　２５３ａ　３１６ｂ
检察调研　２５３ｃ
检察开放日　２５４ａ

检委会　２５３ｃ
检务公开　２５４ａ

建党９０周年表彰会　５３（图）
建党９０周年歌咏大会　２０６ｃ
建党９０周年文艺汇演　５２（图）

建党９０周年系列活动　４４ｃ　４５ａ　５１ａ
　５３ａ　７５ａ　９３ｃ　２８３ｂ

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２１７ｃ
建军８４周年军政座谈会　３８ｃ
建设工程安全质量　１８２ａ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１７９ａ
建设项目规划管理　１７５ｂ

建设项目招投标　１８０ｂ
建设银行宝钢宝山支行　１５８ｃ
建设用地审批　１７３（表）

建设用地事务　１７３ｂ
建置　２８ａ

建筑工程规划管理　１７３ａ
建筑市场整顿　１４６ｂ　２８５ａ
建筑市场专项整治　１７９ｃ

建筑业　３０ｂ　１１３　１１５ｂ
建筑业增加值　３０ｃ
江苏海门钢构项目　１０１ｂ

姜睴　４０ａ
姜平　４０ｂ

降本增效　１０２ｃ
降尘量　１８７ｃ
降水　２７ｂ　１８６（表）

交流考察　７５ｂ
交通　１９３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６１ａ
交通环境　１８０ａ
交通稽查　１９４ｂ

交通事故　２６１ｂ
交通体系　２９ａ

交通行政执法　１９４ａ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８ｃ
交通运输　３０ｃ

交通运输管理　１９３ａ
交通执法检查　１９４（图）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２１ｂ
教师节　２１１（图）
教卫领导　２１３ｂ

教学联建体会议　２１３ａ
教学设施　２１４（表）　２１５（表）

教育　３１ｂ　２１１
教育人才　２１２ｃ
教育设施规划　２１２ｃ

教育委员会　８２ａ
教育行风　２１２ｃ

教育学会建会３０周年　２１３ｃ
《教育友好合作协议》　２１３ｂ
教育支出　１５２ｂ

街道　２７９　３１８ｂ
街道经济　３０５ｂ　３０３ａ　３０７ａ

街道吸收外资　１１９（表）
街镇人大工作　５８ｃ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５９ｃ

街镇文化事务服务中心　２０５ｃ
节能减排　１２８ａ　１６４ａ

节能减排高级研讨会　２４１ａ
节能降耗　１１３ｂ
节庆消费增长　１２６ｂ

结对帮困服务　９４ａ
结婚　２８ｃ　２７４ｃ

截污纳管　１８０ｃ
界河项目整治　１８１ｂ
“金秋助学”活动　９２ｃ

金融　１５７
金融茶话会　１６０（图）
金融业　３１ａ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２１１ｂ
进出境报检　１０９ｂ

进出口货物　１０８ａ
进出口贸易　１１９
进口商品　１２２（表）

经纪企业年检　１４５ｂ
经济建设　２７９ａ　２８１ｃ　２８４ｂ　２８７ａ　

２９０ｂ　２９３ａ　２９５ａ　２９７ｂ　３００ａ
经济建设提案　８１ａ
经济适用房　１４６ａ

经济相对困难村帮扶机制　６７ａ
经济行政　１６３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６６ｂ　１６６ｃ
经济指标　６２（表）
经营公司　１３８ｃ

经营性用地出让　１４３（表）
“精彩宝山，青春舞台”活动　９４（图）

精品创业项目　２６９ｂ
精神讲文明建设　３８ｂ　４５ｃ　５２ｂ　
２８０ｃ　２８５ａ　３０８ｃ

景点　１３５ａ　１９２ｃ
景观灯光　１８８ｃ

景区（点）　１３５ｂ
警务　２６０ａ
敬老院　２７４ｂ

境外投资　１２２ｂ
纠风　６９ａ

九三学社　８８ａ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六次社员代表大会　
８８（图）

旧里改造　１４６ｃ
旧区改造　３０５ｃ

旧小区整治　１４６ｂ
救灾　２６７ａ
救助关爱　２７８ｂ

就业　２６９ａ　２８０ｃ　２８２ｃ　２８４ｃ　２８７ｂ
　２９１ａ　２９４ａ　２９６ａ　２９８ｂ　３００ｂ　

３０６ａ　３０８ａ
就业岗位　２６９ａ
就业新政策　２６９ａ

就业援助　２６９ｃ
居民委员会　２８ｂ

居民消费能级　１２６ａ
居民医保　２７０ｂ　２７１ｂ
居委换届选举　２９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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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　２８５（表）　２９１（表）　２９３（表）
　２９８（表）　３０３（表）　３０５（表）　３０７（表）
举报宣传周　２５４ｂ　２５４（图）

决策咨询　４９ａ
军粮保障　１２９ｂ

军民共建　２５８ｂ
军事　２５７

军转干部安置　７１ｂ

Ｋ

喀交会　７６ｂ

开门评警　２６２ａ

《开拓》　５０ａ
抗诉　２５３ａ

科技　２０１　２０１ａ
科技发展基金　２０１ｂ
科技入场指导　１４１ａ

科技推广　１４１ｂ
科技项目　２０２（表）

科技支出　１５２ｃ
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提案　８１ａ

科普　２０１ｃ
科普场馆　２０１ａ
科普惠农示范基地　２０２ｃ

科普教育基地　２０１ａ
科普培训　２０２ａ

科学技术　３１ｂ
科学技术合同　２０１ｂ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８１ｃ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　１８６ａ
克隆出租车　１９４ｃ

客运旅客　１９５ｃ
空巢老人家　２７３ｂ

控烟宣传　２３５ｂ
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７７（表）

口岸管理　１０５　１０８ａ
会计诚信体系建设　１５４ｂ
会计规范化管理　１５４ｂ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１５４ｂ
会计信用等级　１５４ａ

“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健康讲座　８０ｂ
矿坑花园　１９０（图）

困难高校毕业生　２６９ｃ

Ｌ

垃圾分类减量　１８９ａ

垃圾分类减量试点　３０４ｂ
来沪人员管理服务　３０６ｂ
来沪人员就业服务　２７０ａ

来沪人员就业管理信息系统　２４２ｂ
来沪人员专场招聘会　２７０ａ

滥用食品添加剂　２３４ｂ
劳动保障监察　２７１ｃ
劳动关系　２７１ｃ

劳动合同签订率　２７１ｃ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２７２ｂ

劳动争议　２７１ｃ
劳动争议社会化调解　２７２ｂ
劳动争议仲裁　２７２ａ

劳模先进事迹专题报道　９１ａ
老地埋小区网络　２４５ａ

老干部工作　３８ｂ　５１ａ
老龄事业　２７５ｃ
老年活动室　２７６ａ

老年人　２７９（表）　２８１（表）　２８３（表）
　２８６（表）　２８９（表）　２９２（表）　２９４（表）

　２９７（表）　３００（表）
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１５２（图）　２７６ａ
老年维权　２７６ａ

老镇改造　２７９ａ
离婚　２８ｃ　２７４ｃ

离休干部　５１ａ
李希　４０ａ
历史文化　２９ｂ

历史沿革　２８ａ
厉无畏　３９ｂ

联防机制　２５９ａ
廉政监察员　２４９ｃ
廉租房　１４６ａ

粮食　１２９ａ　１４１ｂ
粮食仓库设施　１２９ｃ

粮食管理　１２９ａ
粮食流通　１２９ｃ
两级消防安全委员会　２６６ｂ

“两新”组织　５２ｃ　９４ｃ
“两优一先”　５１ｃ

临时身份证　２６０ｃ
零就业家庭　２６９ａ　２６９ｃ
领导班子换届考察　４４ｂ

领导调研　４２ｃ　１５５（图）　１５６（图）
领导信箱　７０ａ

刘云耕　３９ｃ　２９２ｂ
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免费孕检　２７３ａ
“六个为什么”试点工作　２１７ａ

六届人大八次会议　５５ａ　５５（图）
六届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５６ｃ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５６ｂ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５５ｂ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５６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５６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５５ｃ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扩大）会

议　５５ｃ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５６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５５ｂ
六届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５６ｃ
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扩大）会议　５６ｂ

六届人大常委会专题会议　５６ｃ
六届人大及常委会会议　５５ａ

“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　６２ｃ
路政审批　２６１ｂ
路政许可　１８４ｃ

路政治超　１８４ｃ　１８４（图）
吕民元　７７（图）

旅行社　１３５ａ　１３７（表）
旅行社经营指标　１３７（表）
旅游　１２５　１３５ａ

旅游饭店　１３５ａ
旅游服务业标准化工作　１７０ａ

旅游经济　１３６（表）
旅游景点　３０ｃ
旅游系统政风行风建设推进大会　１３５（图）

旅游宣传　１３７ｂ
旅游业　３０ｃ

旅游政风行风　１３５ａ
旅游住宿业　１３５ａ
律师　３３５（表）

绿地　１８５ｂ　１９０ｂ
绿地公元１８６０石库门住宅小区　２９２ａ

绿地建设　１９２（表）
绿地建设资金　１９０ｃ
绿化　１９０ｂ

绿化覆盖率　１８５ｂ　１９０ｃ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１８８ｃ

绿化建设　１９０ｃ
绿化模范城区创建　５７ｂ
绿色小区　１８８ｂ

《绿色宣言》　１００ｂ
绿色学校　１８８ｂ

绿叶菜市场步云店　１２７ａ
罗店北欧新镇　２８６ａ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４１ａ　１４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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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ｂ　１７６ｂ
罗店居住区配套商品房　７２（图）
罗店居住区　７２（图）

罗店老镇改造　２８５ｃ
罗店美罗湾４号地块项目　１３８ａ

罗店天平村　２０２ｃ
罗店小城镇综合试点　１６４ａ
罗店新镇开发　２８５ｂ

罗店镇　２８３ｃ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６ｃ

罗泾镇　２８６ｃ
“罗森宝商务中心”项目　１２４ａ

Ｍ

慢性病管理　２２７ｂ

煤气　１９７ｂ　１９７ｃ
美兰湖上海名人赛　２３７（图）
美兰湖音乐节　１３５ｃ

美罗社区　１７５（图）
“魅力庙行”文化节　２９６ｃ

门急诊　２２７ａ
免费妇科体检　９１ｂ

庙彭排水系统　１７７ｂ
庙行镇　２９４ｃ
庙行镇电子商务创业园　２９６ｂ

庙行镇商会　２９６ｃ
庙行镇综合团委　２９６ｃ

灭火器　２６７ａ
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２７６ｂ
“民办”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　２１３ｂ

民兵训练基地　２５８ｂ
民兵预备役　２５７ａ

民防　２６７ａ
民防办　２６７ｂ
民防办化救器材　２６８（表）

民防工程　２６７ａ
民防工程建设　２６８ｃ

民防工程维护　２６８ｃ
民防工程治理　２６８ｃ

民防项目审批　２６７ａ
民防演练　２６７ｂ
民防知识培训　２６７ｃ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　２６７ｃ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　２６７ｃ

民防指挥预（方）案　２６７ｃ
民革区委　８３ａ
民建宝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８５（图）

民建宝山区委　８４ｃ
民进宝山区委　８５ｂ
民盟宝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　８４（图）

民盟宝山区委　８３ｃ
民生　３０４ａ

民生保障　１１５ａ
民生实事项目　１５０ａ
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１５９ｃ

民事案件　２５０ｃ
民事审判　２５０ｃ

民事审判监督　２５３ａ
民营医疗　２２８ｃ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３１（表）

民政　２７４ａ
民主党派　８３　８３ａ　３１４　３１８ａ

民主党派换届　４６ｃ　４８ｃ
民主生活会　３９ａ
民族成分证明　２７８ａ

民族信息　２７６ｂ
民族宗教调研　２７８ａ

民族宗教法制宣传　２７６ｃ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８２ｃ

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２７６ｂ
民族宗教事务性工作　２７８ａ

Ｎ

纳税服务　１５６ａ

南大地区各类企业单位　１８８（表）
南大地区企业动迁　１８８（表）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３３ａ　１８７ｃ　２９３ａ

内资企业出口额　１２１ａ
能源　２９ｃ

年终视察　８０ｃ
“凝聚力工程”建设　５２ａ
农保基金　２７０ｃ

农产品认证　１４１ｃ
农村残疾人新农保　２７５ａ

农村村庄改造长效管理机制　６７ａ
农村村庄改造项目　６７ａ

农村低保　２７４ｂ
农村公路　１８４ｃ
农村公路体制改革　１７９ｂ

农村合作医疗　２２８ｂ
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　６７ｂ

农村环境保护　１８７ｂ
农村环境卫生　２７９ｂ
农村会计人员培训　１５４ｂ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１４０ａ
农村经济　１３９
农村经济总收入　１３９ａ

农村科普画廊　２０２ｃ
农村生活污水　１８１ｂ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中心

　１６５（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　１３９ｂ

农村文化活动　６７ｂ
农副产品　３０（表）

农副产品储藏保鲜新建项目　１４０（图）
农副产品市场　１３１（表）
农工党宝山区第七次代表大会　８６（图）

农工党宝山区委　８６ｂ
农家书屋　２８５ｂ

农经站　１６６ｂ
农民保障水平　６７ｂ
农民动迁安置房　２８６ｂ

农民工工资　１８０ｂ
农民工培训　２７０ａ

农民健身家园　２３５ｃ
农民培训　１４１ａ

农民人均收入　１３９ａ
农民养老金　２７０ｃ
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农场　３０ｂ

农业　３０ｂ　１３９
农业人口　２８ｂ

农业信息化　１４１ａ
农业行政执法　１４０ｂ
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８ｂ

农业专业化技术培训　１４１ａ
农业总产值　３３１（表）

女司机被殴案　２５３ａ
诺贝尔科学奖展　２１７ｂ

Ｐ

排水管道养护　１８１ｃ

培智学校　２７５ｂ
配套商品房项目出让　１４４（表）

彭水根　４０ｂ　２５７（图）
批发　３０ｃ
贫困残疾人医疗救助　２７５ａ

平安建设　２５８ｃ　２７９ｃ　２８２ｃ　２８４ｃ　
２８８ｂ　２９１ａ　２９６ａ　２９８ｃ　３００ｃ

　３０８ｂ
“平安市场”　１６５ｂ
平安吴淞　３０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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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校园　２１２ｃ
平均工资　３３５（表）
浦东新区主体班教学　５０ｃ

Ｑ

“七彩杯”企业风采大赛　２０７ａ

“七一”红歌会　２９９ｂ
“七一”讲话精神　３８ｃ

其他团体　９６ａ
气候　２７ｂ

气温　２７ｂ
气象　２０５ａ
企业扶持政策　１５１ｂ

企业服务中心　１２３ｂ
企业所得税　１５５ａ

企业污染指数　１８７ａ
企业污染治理　１８７ａ
汽车配件执法检查　１６８（图）

汽车维修企业　１９３ａ
契税　１５５ａ

“千万人帮万家”迎春帮困送温暖活动

　２７８ｂ

钱伟长　２１６ｃ　２１７ｃ
钱伟长诞辰９９周年　２１７ｂ
侨法宣传月主题活动　７４ａ

侨界人士看宝山　７４ｃ
侨情调查　７４ａ　７４ｂ　３０２ａ

侨务　７４ａ
侨务工作培训班　７４ｂ
桥梁　１８２ｂ

桥梁管理　１８３ａ
桥梁结构普查　１８３ａ

桥梁维修　１８３ａ
侵犯知识产权　１２７ａ
青海果洛州青年干部培训班　５０ｃ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民族歌舞团

　７７ｂ

青海省果洛州党政代表团　７７ｃ
青年联合会　９７ａ

青少年业余体校　２３５ｃ
“清积案、反规避、护民生”主题专项执

行　２５２ａ

“清剿火患”战役　１９４ａ　２６６ｃ
清洁生产　１８７ｂ

清网行动　２６１ｂ
清真供应网点　２７７（表）
清真食品供应　２７６ｃ

区府办文件　３２１
区级登记保护建筑　２０６ａ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２９ｃ

区级机关运动会　２３６ｃ
区级纪念点　２０６ａ

区级图书馆　２０５ｃ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０６ａ
区级增加值　３３０（表）

区情通报会　３８ｃ
区委　３３　３１４ａ

区委办文件　３２１
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　１　３（图）
区委工作报告　１

区委工作机构　３１４ａ
区委六届一次全会　３７ｃ

区委全会　３７ａ
区委文件　３２１
区委五届十六次全会　３７ａ

区委五届十四次全会　３７ａ
区委五届十五次全会　３７ａ

区委重要会议　３７ｃ
区委重要活动　３９ａ
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５６ｃ

区域节能减排　２３９ｂ
区域特点　２８ｃ

区域信息化　２４７ｃ
区政府文件　３２１
区属文化馆　２０５ｃ

全国“安康杯”竞赛先进个人　３１０ｂ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３１１ｂ

　３１２ａ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班组　３１１ｂ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

　３１１ｂ
全国“安康标”竞赛优秀个人　３１０ｂ

全国部分钢铁城区（市）人大工作联席

会第十六次会议　５８ｂ
全国车辆模型、建筑模型总决赛　２１３ａ

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居）村

　３１１ｂ

全国工会优秀职工书屋　３１１ｂ
全国工会优秀职工书屋示范点　３１１ｂ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先进单位　３１１ｂ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先进个人　３１０ｂ
全国海洋宣传日上海纪念大会　４２ａ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示范区　２７３ａ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３１０ｂ
全国巾帼文明岗　３１１ｂ

全国科普示范城区　２０１ａ
全国流动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试点工作　２７３ａ

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６１ｃ　１９２ｂ
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　２５８ａ

“全国窃密泄密案例警示教育展”　５４ｃ
全国少先队优秀中队　３１１ｂ
全国双拥模范城　４６ａ　２５８ｂ　２７４ｃ

全国文明村镇　２８３ａ
全国文明镇　４６ｃ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３１１ｂ
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３１１ｂ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３１０ｂ

全国信访信息系统　７０ｃ
全警消防　２６２ｃ　２６６ａ

全民健身工作会议　２３６ｃ
全民消防运动会　２６６ｂ
全球零售自有品牌产品亚洲展　１２６（图）

群防群治　２５９ｂ
群访矛盾　１５６ａ

群体性事件　２５９ａ
群众体育　３０８ｂ

群众团体　８３　３１４　３１８ａ
群众性宣讲活动　４６ｂ
“群租”　１４７ｃ

Ｒ

燃气　１９７　１９７ｂ

燃气内管改造　１８０ｃ
“染色馒头”案　２５０（图）　２６４ｃ

人才发展平台　７２ａ
人才服务　７１ｃ

人才服务政策　７１ｃ
人才类居住证　７０ｃ
人才引进　７０ｃ

人大　５５
人大财政预算　５６ｃ

人大常委会　３１６ａ
人大常委会工作交流　５８ｂ

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５９（表）
人大代表　５５ａ
人大代表工作　５８ｃ

人大代表培训　５９ａ
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

会议　５６（图）
人大代表通报会　２５４（图）
人大代表选举　５８ｂ　２９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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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座谈会　５８ｃ
人大调研　５７ｃ
人大０１号议案　１７９ｃ　２６５ｃ

人大换届选举　５５ａ
人大检查指导宝山选举　５８ｃ

人大视察　５７ａ
人大书面意见　５８ｃ
人大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　５６ｂ

人大重大决定　５６ｃ
人大重要会议　５６ｂ

人大重要活动　５７ｃ
人防志愿者队伍　２６７ａ
人均公共绿地　１８５ｂ　１９０ｂ

人口　３２ａ　２７２ｂ
人口出生率　２８ｂ　２７２ｃ

人口密度　２８ｃ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８２ａ
人口综合服务　３８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２７０ｃ
人民调解　２５４ｃ　２５５ｂ　２５５ｃ

人民陪审员　２４９ａ
人民生活　３２ａ

人民团体　３１８ａ
人民武装　２５７ａ
人民政府　３１６ｂ

人事人才　７０ｃ
人事制度改革　４４ｃ

人武部　２５７ａ
人物　３０９
日照　２７ｂ

荣誉　３０９
融资性担保公司　１５７ａ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５２ａ
软件正版化　２４２ｂ

Ｓ

“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９５ａ

“三岛”航线　１９５ｃ
三岛水运市场　１９６ａ

三方合议庭　２７２ａ
三级救助网络　２７４ｂ
“三农”建设　１５２ａ

三网融合　２３９ｃ
“三我”主题教育　２６３ａ

三星级公园　１９０ｃ
“三支一扶”工作　７２ｃ
桑国卫　３９ｂ

杀人碎尸案　２６４ａ
商标战略　１６５ａ
商品房　１４６ｃ

商品房维修基金　１４５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１４４ｃ　１４７（表）

商品交易市场　１３０ｃ
商品销售总额　３０ｃ　１２５ａ
商业　１２５　１２５ａ

商业商务规划　２７９ａ
上港十四区　３３ａ　１７６ａ

《上海百科全书》　２１０ｂ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２０７ｂ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２０６ｃ

上海宝冶　１１５ｂ
上海玻璃博物馆　４０ｃ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６８ａ　２０２ｂ
上海大学　２１５ａ
上海大学 ２０１１级学生军训阅兵式

　２１７ｂ
《上海大学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战略合

作协议》　２１７ａ
上海“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

　２４３ｂ

上海工会优秀职工书屋　３１２ａ
上海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先进个人　３１０ｂ

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　１３５ｃ
上海国际港务宝山分公司　１０５ｃ
上海国际港务罗泾分公司　１０５ｂ

上海国际港务张华浜分公司　１０５ａ
“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

区”　３３ａ
上海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３ｃ
上海浩天矿物油脂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１８９ａ
上海合作组织公共外交研究院　２１７ａ

上海婚礼中心　１２８（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２３３ａ

上海喀什文化周　７７ｂ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２５ａ　２２５（图）

上海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７６ｃ
上海美兰湖高尔夫名人赛　２３７ａ　２８６ｂ

上海美兰湖音乐节　２８６ｂ
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２９４ｂ

上海名牌申报　１６９ｂ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０ａ
《上海培训》　１９６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９ａ
上海十三冶　１１６ｃ
上海示范性保障房基地　２９２ａ

“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保障工作

　１６９ａ

上海市百万职工劳动竞赛优秀品牌

　３１２ｂ
《上海市宝山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

究》　１７５ｂ
《上海市宝山新城 ＳＢ－Ａ－４编制单元

（上港十四区）控制性详细性规划》

　６７ｃ
上海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

　３１２ａ
上海市第七届农民运动会健身秧歌比赛

　２９７ａ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２２８
（图）

上海市妇女权益保障先进个人　３１１ａ
上海市妇女权益保障先进集体　３１３ｂ

上海市工会系统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３１０ｂ
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３１２ａ

上海市好家长　３１１ａ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员

会　９６ａ
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３１１ａ
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３１０ｂ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３１３ａ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２０１ｂ

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　２０５ａ
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奖　２７３ａ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１９６ａ

上海市劳务派遣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先进

单位　３１２ａ

上海市民诵读大赛铜奖　３１２ｂ
上海市模范职工小组　３１２ｂ
上海市模范职工之家　３１２ａ

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３１３ａ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３１１ａ　３１３ａ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标兵　３１０ｂ
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　３１３ｂ
上海市十佳“语文教学之星”称号

　２９６ｃ
上海市水上交通和应急处置系统　２３９ｃ

上海市团队创先特色班组　３１２ｂ
上海市推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

单位　３１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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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五四红旗团委　３１２ｂ
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３１３ａ
上海市五四特色团委　３１２ｂ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３１０ｂ
上海市“五一文化奖”提名奖　３１２ａ

　３１２ｂ
上海市学习型家庭创建先进集体　３１２ａ
　３１３ｂ

上海市学习型家庭示范户　３１３ｂ
上海市烟草专卖局宝山分局　１３０ａ

《上海市养犬许可证》　２６１ａ
上海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１７５ａ
上海市优秀公安局　２６０ｂ

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３１１ａ
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团员　３１１ａ

上海市优秀基层商会　２９６ｃ
上海市优秀家长学校　３１３ｂ
上海市邮政公司宝山区邮政局　１９６ｂ

《上海市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系列活动

　９２ｂ

上海市职工科技创新标兵　３１０ｂ
上海市职工科技发明选拔赛金奖　３１２ｂ
上海市职工科技发明选拔赛优秀组织者

奖　３１０ｂ
上海市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３１２ｂ
上海市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

　３１２ｂ

上海市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个人

　３１０ｂ

上海市志愿服务先进集体　３１３ａ
上海五冶　１１６ｂ
上海易迅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９ａ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１６０ａ
上海樱花节　４１ｃ　１３５ｃ　２９２ａ

上海原创漫画国际文化交流博览会

　１３７ａ
上海智力产业园　１２９ａ

上海中小学气象科技教学创新学术论坛

　２０５ｂ

上海中小学气象科技教育创新学术论坛

　２１３ｃ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２７８ｃ

少数民族　２８ｃ　２７６ｂ
少数民族困难家族　２７８ａ

少数民族证明　４７ａ
少先队　９４ｃ
社会安全　２５７

《社会保险法》　２７０ｃ
社会保险费补贴　２６９ａ　２７１（图）
社会保障　３２ａ　６７ｂ　２７０ｂ　２８０ｃ　

２８２ｃ　２８４ｃ　２８７ｂ　２９１ａ　２９４ａ　
２９６ａ　２９８ｂ　３００ｂ　３０４ａ　３０６ａ

　３０８ａ
社会保障和平安建设提案　８１ｂ
社会诚信广场宣传活动　１３０（图）

社会诚信体系　２４０ｂ
社会工作党委　５２ｃ

社会公共设施　１５２ｃ
社会管理　２５９ａ　３０６ｂ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３２９（表）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３３１
（表）

社会救助　６７ｂ　２７４ａ　２７４ｂ
社会矛盾　２５３ｂ
社会矛盾预防　２５９ａ

社会生活　２６９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８２ａ

社会事业　２８０ｃ　２８４ｃ　２８７ｂ　２９０ｃ　
２９４ｂ　２９５ｂ　２９８ｃ　３０１ａ
社会体育指导员　２３５ｃ

社会团体　２７６ａ
社会团体管理局　２７６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０ｃ　１２５ａ　１２５
（图）　３３３（表）

社会治安　２５８ｃ　２６０ｃ　３３５（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９４ａ
社会主义学院　４８ａ　４８（表）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７６ａ
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例会　８０ｃ
社区巴士　１９５ａ

社区调研　７３ａ
社区公共运动场　２３５ｃ

社区管理　７２ｃ　３０７ａ
社区红十字服务站　２７８ｂ
社区化管理新模式　２６１ｃ

社区建设　７２ｃ　３０７ａ
社区矫正　２５５ｃ

社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　５８ｂ
社区戒毒　２５９ｃ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３０６ｃ

社区康复　２５９ｃ
社区民防规范化建设　２６８ｃ

社区民族工作　２７６ｃ
社区“十二五”规划　７２ｃ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２７４ｂ

社区体育俱乐部　２３５ｃ
社区卫生服务　２２８ａ
社区委　８８ａ

社区文化　３０４ａ
社区婴幼儿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２７３ｃ

社区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７２ｃ　２４０ｂ
社协年度检查　２７６ｂ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２７６ａ

涉台纠纷　７５ｂ
涉台宣传教育　７５ａ

申诉案件　２５１ｂ
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１ａ
沈骏　３９ｃ　４０ｃ　４１ａ

沈晓明　２１７ｂ
沈增善　３１０（图）

审查起诉案件　２５３ａ
审计　１６６ｂ
审计局　１６６ｂ

审计整改　１６７ｂ
审判　２４９ａ　３１６ｂ

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１７０ｂ
生产性服务业　１１３ｂ
生活待遇　５１ａ

生活垃圾分类启动仪式　１８９ａ　１８９（图）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１８７ａ

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６７ｂ
生态建设　１８７ｂ
生育知识礼包　２７３ａ

生猪　１４２ｃ
生猪口蹄疫　１４２ｃ

失业保险金　２７０ｂ
湿度　２７ｂ
“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　４１ｂ

十二五规划　４９ｃ　１６３ａ　２８８ｃ
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９７ｃ

石奇学　３１０（图）
石仲泉　４６ａ
实到外资　１１９ａ

食品安全　２３４ｃ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８１（图）

食品安全监管　１６５ａ
食品药品监督　２３４ａ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２３４ｂ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２３４ｂ
食盐　１６４ｂ

世界海洋日　４２ａ　１８２（图）
世界环境日　１８８ｂ
世界人口日　２７２（图）

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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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２３５ａ　２３５（图）
世良法师　２７６ｂ
市场　１３０ｃ

市场成交额　３０ｃ
市场管理　１２７ａ

市场就业服务平台　２６９ｃ
市府１号实事工程　２６５ｃ
市级纪念点　２０６ａ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２０６ａ
市计生协会主题摄影展　２７４ａ

市领导调研　３９ｂ
《市民话宝山》　４３ｂ
市民信息安全　２４１ｃ

市农运会　２８３ｃ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５９ｂ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例会　５８ａ
市容环境社会公众满意度　２８３ａ
市容环境示范街道　３０８ａ

市容环境顽症整治　３０４ｃ
市容环卫管理　１８８ｃ

市外来务工女性医疗帮困金　９２ａ
市委巡视　４０ｂ
市消防局战勤保障基地宝山保障大队揭

牌　２６６ｃ
市政道路　１８２ｂ

市政道路设施量　１８３（表）
市政道路行政许可　１８３ａ
市政工程管理　１８２ｂ

市政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１７３ａ
市政设施养护维修　１８２ｃ

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　１８８ｃ
市政专业网格化　１８３ｂ
市属单位负责人　３１９ｂ

事业单位岗位　７１ｃ
事业单位招聘　７２ｂ

逝世人物　３１０（图）
手机信息平台　２４２ｃ
“手拉手”夏令营活动　７７ａ

首届老街新居市民文化节　３０８ａ
首届群众体育大会　２３７ａ

首届上海民间艺术成果展　２３（图）
首批经适房摇号排序　１４６（图）
售后房物业费补贴资金　１４７ａ

蔬菜　１４１ｂ　１４１ｃ
蔬菜标准园　１３９（图）

“双在双争”活动　５１ｃ
水产养殖　１４２ｂ
水厂水质指标　１９９（表）

水稻　１４１ｂ
水环境保护　１８７ａ
水环境质量　１８６ａ

水环境治理　１８７ａ
水利普查　１８２ａ

水陆客运　１９５ａ
水生态功能建设　１５２ｂ
水务（海洋）法律法规宣传　１８１ｃ　１８１

（图）

水务（海洋）建设　１８０ｃ

水务（海洋）局　１８０ｃ
水质　１８６ａ
水资源　２９ｃ

税收　１２２ｂ　１５４ｃ　３３０（表）
税收宣传　１５６ｃ

税收优惠　１５５ｂ
税收专项检查　１５５ｂ
税务　１５４ｃ

税务稽查　１５４ｃ
税务培训　１５６ｃ

税务信息化稽查　１５５ｃ
司法　２４９

司法服务窗口　２５５（表）
司法建议　２４９ｂ
司法救助制度　２４９ａ

司法行政　２５４ｃ
私房政策　１４５ｂ

斯福民　１　１（图）　３７（图）　７７（图）
　２０８（图）　３０９（图）
“四个一百”反腐倡廉宣教活动　４３ｂ

四星级公园　１９０ｃ
淞宝地区菜场　１２７（图）

《淞沪魂》　２０６ｃ
淞南镇　２９７ａ
“送温暖援助服务日”活动　９１ｃ

送医送药送健康进农家　２２７（图）
酸雨　１８５ｃ

Ｔ

台胞台属联谊会换届　７５ｂ

台情调查　７５ａ
台商“看宝山、促发展”活动　７５ａ

台湾事务　７４ｃ
泰和水厂　１９９ａ

陶行知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邮票　２１３ｃ
特大聚赌案　２６４ｃ
特困家族　２７８ｂ

特色楼组党建　３０８ｃ
特殊教育　２１１ｃ
特殊教育现代化　２１１ｃ

特邀监督员工作会议　８０ｂ
特载　１

特种设备　１６８ｂ
特种设备人员培训　１６８ｃ
提案委员会　８１ｂ

体检疗休养　７２ｂ
体教结合　２３６ａ

体育　３１ｃ　２２７　２３５ｃ　３３４（表）
体育比赛　１１４（图）
体育彩票　２３５ｃ

“天使妈妈—来沪天使育儿扶助”服务

项目　９４ｃ

挑战杯　２１７ｃ
庭审装备标准化　２４９ａ
停车泊位　１９３ａ

通河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２３６（图）
通行费　１８３ｃ　１８４ａ

统计　１６７ｃ
统计服务　１６７ｃ
统计基础　１６７ｃ

统计局　１６７ｃ
统计资料　３２９

统一战线　２７６ｂ
统战　４６ｃ
偷逃税案件　１５４ｃ

头脑奥林匹克　２１２（图）
图像监控系统　２４１ｃ

土地变更　１７２ｃ
土地储备　１４３ａ　１５３ｃ　１７２ｂ
土地储备信息化管理系统　１４３ｃ

土地储备中心　１４３ａ
土地复垦　１７３ａ

土地供应　１４３ａ
土地管理　１７１ａ　１７２ａ　２７９ｂ
土地例行督察　１７４ａ

土地评估操作办法　１７２ｃ
土地收支预算网络系统　１５３ｃ

土地卫（星）片（图）执法检查　１７４ａ
团伙信用卡诈骗案　２６４ｂ
团支部　９３ａ

团总支　９３ａ
团组织自身建设　９３ｃ

“推动宝山城市转型发展”课题调研

　８０ｂ
退管调配中心　１３８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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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管理　７２ｂ

Ｗ

ＷＣＢＡ联赛上海赛区比赛　２３６ｂ

外贸出口额企业　１２１（表）

外贸进出口　１２１ａ
外贸进出口总值　１２１ａ
外贸吞吐量　１０５ｃ

外商投资产业分布　１２０（表）
外商投资方式　１２０（表）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２２ｂ
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额前十名　１２３（表）
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入前十名　１２３（表）

外商投资企业行业利润　１２３（表）
外商投资企业行业税收　１２３（表）

外商投资企业行业销售收入　１２２（表）
外商投资企业运营　１２２（表）
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　１２０（表）

外事　７３ａ
外事办　７３ａ

外资　１１９ｃ　１１９（表）
外资企业出口额　１２１ａ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１２２ｂ
外资项目　１１９ａ
晚稻　１４１（图）

婉娥之乡沪剧社　２８９ａ
万达广场　３０２（图）

“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　６９ａ
汪泓　１０　１０（图）　１２７（图）　３０９（图）
王柏强　２６０ｂ　２６１ａ　２６３ｃ

王培生　３９ｃ
王新奎　４０ｂ

王祝雄　３９ｂ
网格环境整治　１８７ｂ
网络宣传　２４３ａ

《网络舆情专报》　４５ｃ
“网上房地产”　１４６ｃ

网上信访　７０ａ　２４２ｃ　２４３ａ
网上行政审批平台　２４２ｂ

网上招聘　７２ａ
网上追逃　２６０ｂ　２６１ｂ
网站群　２４３ａ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１７０ｂ
“微游上海滩”宝山区首发启动仪式　

４２ａ　４６ｂ
为老服务　３０６ａ
为老服务活动　９３ａ

违法犯罪专项活动　１５５ｃ
违法建筑　７０ａ　１４７ｃ　１９０ａ
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２３４ｂ

违法用地　１７４ｂ
违纪案件　１５６ｃ

违禁药物检测　１４２ｃ
卫生　３１ｃ　２２７
卫生技术人员　２２７ａ

卫生健康知识竞赛　２３５ｂ
卫生实事项目　２２８ｃ

卫生信息化　２２９ｂ
卫生行政许可　２２７ｃ
未成年人教育　９６ａ

伪劣产品案　２６４ａ
文化　３１ｃ　２０１　３３３（表）

文化馆（站）　２０５ｃ
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２０６ａ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８２ｂ

文化下乡　２０６ａ
文化艺术　２０５ｃ

文明公园　１９０ｃ
文明示范公园　１９０ｃ
文明样板路　１８４ｃ

污染物减排项目　１８５ａ
污染物浓度　１８６ａ

污染物排放　１８５（表）
污染源环境监测　１８５ａ
污染源纳管　１８１ｂ

污水管网建设　１８７ａ　２７９ｂ
污水基础设施建设　１８１ｂ

污水截污纳管　１８７ａ
污水纳管率　１８０ｃ
无土载培基地　１８８ｂ

无证汽修摊点　１９５ａ
无证汽修专项整治　１９５ａ

无证犬　２６１ａ
无证无照整治　１６５ｂ
“无执行积案法院”活动　２５１ｃ

吴淞八棉地块行业自治平台　２６３ａ
吴淞八棉地块治安防范联合会　２６３ａ

吴淞（宝山）海关　１０８ａ
吴淞长途汽车站　１９５（表）
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０９ａ

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１０９ｂ
吴淞大桥加固抢修工程　１８２ｂ

吴淞工业区　１７６ａ
吴淞海事处　１１１ｂ
吴淞街道　３０５ａ

吴淞开埠广场　２４７（图）
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　１９５（表）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６７ｃ　６８ａ　１０７ｂ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警务室　６８ｃ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６８（图）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５９（图）　１０７（图）
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１９５ｃ
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９７ｂ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２９（图）　
６８ａ　６８（图）　１９０ｃ　１９０（图）

吴淞水厂　１９８ｂ
吴淞中学　２１３ａ
吴幼英　４０ａ

吴志明　３９ｂ　４０ｂ
“五五”普法先进　２１３ａ

“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先进表彰大会

　９２ａ
武汉宝钢制罐有限公司　１０１ａ

物流　２８ｃ
物业　１４７ａ

物业服务呼叫平台　１５０ｂ
物业小区　１４７ａ

Ｘ

西藏江孜县党政代表团　７７ｃ

吸收外资　１１９ａ
夏雨　６２（图）　７３（图）

先进个人　３１０ｂ
先进集体　３１１ｂ
现代服务业　５７ｂ

现代服务业发展　６３ａ
现代服务业项目　３０２ａ

现代化集装箱转运码头　１０９ａ
线网调整　１９５ａ
宪法宣传周　２５５ａ

乡土文化　２９ｂ
消防　２６５ａ

消防安全读本　２７４ｃ
消防　３３４（表）

消防工作网格化管理　２６５ｃ
消防栓　２６７ｂ
消防行政处罚　２６５ａ

消防知识竞赛　２６６ｂ
消防中队　２６５ａ

消费者权益　１６５ｂ
消火栓　２６５ａ
消火栓整治　２６６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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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社会保险　２７１ａ
小城镇社会保险体系　２７１ａ
小额贷款公司　１５７ａ　１６１ａ

“小金库”　４３ｂ　１５４ａ
小区消防设施改造　３０６ｂ

“小陶子”少年邮局　１９６ｃ
小型内河船舶安全大检查　１１０（图）
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名人书画展　４７（图）

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系列主题活动　７４ｂ
新春团拜会　４１ａ　４１ｂ

新疆教育厅宣讲慰问团　２１３ｂ
新疆喀什地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培训班

　７６ｃ

新疆叶城县　７７ａ
新农保参保人员　２７０ｂ

新农保制度　６７ａ　１６５ａ　２７０ｂ　２８７ｃ
　２８４ａ
新农村建设资金　６７ａ

新任主要领导人　３０９ａ
新世纪公司　１３８ｂ

新闻报道　２４５ｃ
新闻报道　４５ｃ
新闻栏目　２４６ａ

新闻务虚会　４５ｃ
新闻宣传　４５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７０ｂ
新型消费方式　１２６ｃ
馨佳园　２６（图）　４１ａ　２９２ａ

信访　７０ａ　２５１ｃ
信访办　７０ｂ

信访代理　２５４ｃ
信访工作　３８ｂ
信访积案　７０ｂ

信访理论研讨　７０ｃ
信访联合接待大厅　７０ｃ

信访投诉　１８８ｂ
信访稳定工作例会　７０ｂ
信息　２３９

信息安全管理培训班　２４１ｃ
信息核对　２７６ｂ

信息化　３１ｂ　１８８ａ　２３９ａ
信息化发展成果汇编　２３９ａ
信息化合作协议　２４０ａ

信息化宣传周　２４０ｃ
信息化与企业发展论坛　２４０ｃ

星星村村宅社区化管理　２９２ｂ
星月国际商务广场　６８ｂ　１９９（图）
刑事案件　２５０ａ　２６０ｂ

刑事审判　２５０ａ
刑事司法政策　２５３ｂ
行政复议　６９ｃ

行政复议案件　６９ｂ
行政监察　６９ａ

行政区划　２８ｂ
行政审判　２５１ａ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１５３ｂ

行政诉讼　６９ｃ
行政诉讼监督　２５３ａ

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培训　７０ａ
行知学院　２２４ｂ
行知学院学历教育专业　２２５（表）

熊黎鸣　２９６ｃ
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　２６４ｂ

徐乐江　１８５ｂ
徐祖达　２４３ｂ
畜牧场　１４２ｂ

宣传　４５ａ　２５３ｃ　２７６ｂ
选举委员会　５８ｂ

选民登记率　５８ｂ
学生健康促进工程　２１２ａ

学生联合会　９７ｂ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　２１５（表）
学习考察　７７ａ

学习型机关建设　５２ｂ
学校　２１４（表）　２７９（表）　２８３（表）

　２８６（表）　２８９（表）　２９２（表）　２９５（表）
　２９７（表）　３０１（表）
学校学生　３１（表）

巡回审判站　２４９ａ
循环经济　１８７ｂ

汛期　２７ｂ
汛情　１８１ｃ

Ｙ

“１１９消防宣传周”　２６６ｃ　２６６（图）

“１１０”警营开放　２６２（图）
亚当·古德斯丁　７３（图）

烟草经营　１３０ｂ
烟草销售网络　１３０ｃ
烟草专卖　１３０ａ　１３０ｃ

扬尘　１８７ｃ
“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　１８７ｃ

阳光家园　２７５ｃ
阳光资源库　２１２ａ
杨晓渡　４０ａ

杨行“画乡邻里文化节”　２８１ａ
杨行镇　２７９ａ
杨行镇敬老院　２８１ａ　２８１（图）

《杨行镇志》　２１０ｂ　２１０ａ　２８１ａ
杨雄　４０ａ

杨正新‘情归故里’作品展”　２３（图）
养护管理　１９０ｃ
养老床位　２７６ａ

养老机构　２７６ａ
养老金　６７ｂ

养殖业　１４２ｂ
药品不良反应　２３４ｃ
药品监管　２３４ｂ

药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　２３４ｃ
业委会　１４７ｂ

一德连锁公司　１３８ｃ
“一府两院”领导联席会议　５６ｂ
伊犁钢铁基地　１０１ｂ

医保卡　２７１ｂ
医疗保健　２２７ａ

医疗保险　２７１ｂ
医疗保障　６７ｂ　２２７ｂ
医疗健康咨询　２２８ｃ

医疗救护站　２２７ａ
医疗科研成果　２３４ａ

医疗器械监管　２３４ｂ
医疗卫生改革　１５２ｃ
医疗卫生机构培训　１５４ｂ

医疗咨询　８７（图）
医学卫生类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２３２（表）
医药卫生体制　２２８ｃ
医院　２３０（表）

依法监督　５７ａ
宜家家居上海宝山商场项目　２９４ｂ

以旧换新　１２６ｃ
义诊　２３３ｂ
疫苗　２２７ｂ

意大利国际玻璃艺术品牌 ＶＥＮＩＮＩ巡回
展　２９９ｃ

因公出国（境）管理　７３ａ
殷一璀　４０ｂ　２１７ｃ
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６１ｂ

银行　１５７ａ　１５７ｃ
银行存、贷款余额　１６２（表）

隐患排查治理　１７０ｂ
应急处置示范演练　４２ｂ
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特别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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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９ｃ
鹰眼整治行动　２６６ａ
营业税改征试点　１５５ａ

拥政爱民　２５８ｂ
优抚安置　２７４ｂ

优生促进工程　２７３ｂ
优秀历史建筑保护　１４６ｃ
邮编变更　１９６ｃ

邮路　１９６ｂ
邮政　１９３　１９６ｂ　３３３（表）

邮政储蓄余额　１９６ｂ
邮政服务处　１９６ｂ
邮政所　１９６ｂ

邮政业　３０ｃ
邮政支局　１９６ｂ

“油改气”工程　１９３ｃ
友好地区名单　７８（表）
友好访问　７７ａ

友好往来　７４ｃ
友谊公园　１９１ｂ　１９１（图）

友谊路街道　３０２ｃ
友谊路派出所　２６３ｂ
有线电视工程　２４４ｃ

有线电视节目　２４４ａ
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　２４５ｂ

有线电视中心　２４４ａ
有线电视中心机房　２４４ｃ　２４５（图）
有线电视中心监控室　２４５（图）

有线网络　２４５ａ
于信汇　７６（图）

渔业船舶　１４２ｂ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１４２ｃ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１４２（图）

育龄妇女　２７２ｃ
育龄妇女免费普查　９５ｃ

预备党员　５１ｂ
预算单位结余　１５３ａ
“园丁一心跟党走”合唱比赛　２１３ａ

园区　３１８ｂ
园区吸收外资　１１９（表）

园区招商　１２４ａ
援滇医疗　２３３ｂ
援疆考察　７６ｂ

月浦馆影剧院　２０７（图）
月浦锣鼓年会　２８３ａ

月浦马路河　１８１（图）
月浦人民法庭　２８２ｃ
月浦水厂　１９８ｃ

月浦文化馆影剧院　２０７ａ
月浦镇　２８１ａ
月浦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７６ｃ

越江隧道工程专项规划　１７６ｃ
“云计算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研讨会

　２４２ｂ
云南省迪庆州党政代表团　７７ａ
云南省迪庆州政法系统代表团　７７ａ

云南省红河县浪堤乡中心小学图书室

　２３３ｂ

云南省维西县劳务工　７６ａ
运动项目　２３６ａ
?藻浜航道视频监控管理系统　２４１ｂ

Ｚ

灾害性天气　２８ａ

灾害性天气等应急处置　１８２ｃ
噪声专项治理　１８７ａ

渣土运输企业　１８９ａ
张华浜分公司　１０５ａ

张静　３０９（图）
张庙街道　３０６ｃ

张学兵　３９ｂ　２９２ｂ
招商服务　１１９　１２３ａ
赵雯　３９ｂ

震旦职业学院　２２０ｂ
“震源石”　７６ｂ

镇　２７９　３１８ｂ
镇班子换届　４４ｂ
镇村集体资产　１６６ａ

镇村医疗机构一体化　６７ｂ
镇管学校　２８２（表）

镇红十字服务中心　２７８ｂ
镇“十二五”规划　３０１ｃ
镇吸收外资　１１９（表）

征兵工作　２５７ａ
征地保障　２７１ａ

征地养老待遇　２７１ａ
征地养老管理信息系统　２３９ｂ

征地养老人员　２７１ａ
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活动　５８ｃ
证券　１６２ｃ

证券公司　１５７ａ
证券经营机构证券营业网点　１６２（表）

证照管理　７３ｂ
郑惠强　４０ａ　８４（图）
政策法规宣传　２７６ｃ

政策研究　４９ｂ
政法综治工作　３７ｃ
政法综治宣传　２５９ｃ

政府　６１
政府采购管理中心　１５３ｂ

政府常务会议议题　６４（表）
政府法制　６９ｂ
政府非税收入　１５３ａ

政府工作报告　１０
政府工作机构　３１７ｂ

政府公开信息　２４２ｃ
政府实事工程　１８２ｃ
政府实事项目　６３ｃ　９５ｃ　１２６ｃ　１８０ｂ

政府投资审计　１６７ａ
政府投资项目　１５３ｃ　１６３ｂ

政府信息公开　２４２ｃ　２８６ａ
政府信息系统安全　２４２ａ
政府性基金　１５１ａ

政务视频会议系统　２４１ａ
政协　７９　３１７ｂ

政协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３１７ｂ
政协六届常委会会议　７９ｃ
政协六届六次会议　７９ｃ　７９（图）

政协六届六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８２（表）
政协提案办理　８１ａ

政协优秀提案　８２（表）
政协重要活动　８０ａ
政协主席会议　８２（表）

政协主要会议　７９ｃ
政治待遇　５１ａ

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网上申报平台

　２４１ｂ
执法打假　１６９ｃ

直属工会　９１ａ
职工互助保障计划　９１ｂ

职工人数　３３５（表）
“职工书屋”授牌　９１ｃ　９２（图）
职介招聘会　９２ａ

职务犯罪　２５３ａ
职业技能培训　２７０ａ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１７ｃ
职业教育　２１２ｂ
植物检疫　１４２ａ

植物人　２３３ｃ
指挥通信设备器材　２６７（表）

志愿服务　２７８ｃ
志愿服务行动　９４ｂ
志愿捐献　２７８ｃ

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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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技术监督　１６８ａ
质量技术监督局　１６８ａ
治安案件　２６０ｃ
治安辅助力量　３８ａ
治安整治　２６１（图）
智慧宝山　２３９ａ
《“智慧宝山，无线城市”建设合作框架》

　２４０ａ
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　１０９ａ
中国城市信息化管理创新奖　２４１ａ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电信局

　２４７ａ
中国动漫衍生产业高峰论坛　６２（图）
中国二十冶　１１７ａ　１１７（图）
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　３８ｃ　３８（图）
　４０ｃ　９２ｃ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８３ａ
“中国旅游日”　１３７ｂ
中国民主促进会　８５ｂ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４ｃ
中国民主同盟　８３ｃ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６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宝山区支行　１５９ｂ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宝山支公司　１６２ａ
中国人寿宝山支公司　１６１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

　４１ｃ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７ｃ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１６０ｃ
中国致公党　８９ｂ
中华慈善奖“爱心捐赠企业”　１００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１８４ａ
中小企业公共平台　２４０ｃ
中小企业评估　１７０ｃ

中小企业融资　１５１ｃ
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卡　１５７（图）
中央领导调研　３９ａ
《忠诚》　２４９ｃ
钟燕群　４０ａ
种植业　１４１ｂ
重大产业项目　１６３ａ
重大规划设计项目　１７７（表）
重大活动安保　２６０ａ　２６０（图）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２６６ａ
重大市政工程　６３ｂ　１８０ａ
重大项目　４０ｃ
重大研究课题　４９ａ　４９（表）
重点基建工程　１８０ａ
重信重访专项治理　７０ｂ
重要地区调态转型　６３ａ
重要决策　６３ａ
重要政事　６３ａ
周德勋　２７６ｃ
周汉民　４０ａ　８５（图）
周永生作品音乐会　２０６ｂ
朱永泉　２７６ｃ
朱争平　４０ｂ
主力业态销售　１２６ａ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２５１ｃ
主题友好交流　７３ｃ
主要疾病　２２９（表）
主要商业竣工项目　１２７（表）
主要死因顺位　２３０（表）
助残实物帮困卡　２７５ａ
住房保障　１４５ｃ
住房成交面积　１４５（表）
住房改革　１４５ａ
住宅建设　１４４ａ
住宅开工面积　１４４ａ
住宅全装修　１４４ｃ
住宅小区配套　１４４ｃ
驻军　２５８ｂ

专场招聘会　２６９ｃ
“专家能手”　１５６ｃ
专利　２０１ｃ
专任教师职称　２１４（表）
专题栏目　２４３ｃ
专题片　４６（图）　２４３ｃ
专题网（页）　２４３ａ
专委会工作　８１ｂ
资产分公司　１３８ｃ
资源环境审计　１６７ａ
自闭症残障儿童　２７５ａ
自闭症康复训练中心　２７５ｂ
自来水　１９７　１９８ａ
自谋职业者专项补贴　２６９ａ
自然环境　２７ａ
自然增长率　２７２ｃ
自行车停车棚　１８３ａ
自助式公平秤　１６９ｃ
宗教　２７６ｂ
宗教活动场所　２７７（表）
宗教事务　２７６ｃ
总工会　９１ａ
总工会退管会　９３ａ
综合保险　２７１ａ
综合管理　１３９ａ
综合经济　３０ａ　１６３ａ
综合救助演习　１１１（图）
综合治理　２５３ｂ　２８８ｂ
综治警务室　２８５ａ
走访慰问老干部　５１（图）
租住地工会　２９２ｂ
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４５ａ　３０５ａ
组织　４３ｃ
组织资源体系建设　５３ｃ
钻杆产品“双反”调查案　９９ｂ
最低生活保障　２７４ａ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　６７ｂ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　１７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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