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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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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３０）
对外经济　（３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学生情况（表）
　（３０）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３０）

信息化　（３０）
教育和科学技术　（３０）
文化、卫生和体育　（３１）
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３１）
环境保护　（３２）
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　（３２）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综述　（３３）

区委全会　（３４）
六届区委全体会议　（３４）
六届区委二次全会　（３４）
六届区委全委会成员会议　（３５）
六届区委三次全会　（３５）

重大决策　（３５）
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　（３５）
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宝山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　（３５）

重要会议　（３５）
政法综治工作大会　（３５）
统战工作会议　（３６）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３６）
信访工作会议　（３６）
拆违控违工作会议　（３６）
深入推进依法治区工作会议　（３６）
招商引资工作会议　（３６）
农村和水利工作会议　（３６）
老干部工作暨“双先”表彰会　（３６）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会议　
（３６）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３６）
加强和改进工商联工作会议　（３６）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推进大会　
（３６）

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１周年暨创
先争优活动专项表彰大会　（３６）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　（３７）
区委保密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

２０１２年保密工作会议　（３７）

提名推荐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

工作会议　（３７）
离退休干部区情通报会　（３７）
创先争优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交流座谈

会　（３７）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３７）
重要活动　（３７）
中央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３７）

市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３７）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３９）

组织居（村）委换届选举　（３９）
重大项目推进　（３９）
举行“向着阳光出发———‘蓝天下的至

爱’２０１２爱心全天大放送启动仪式”
　（４０）
召开宝山—宝钢迎春座谈会　（４０）
召开宝山—上大迎春座谈会　（４０）
举行２０１２年迎春联谊会　（４０）
举行中国文联、中国视协《送欢乐下基

层》活动———“龙腾宝山闹元宵”　
（４０）

举办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４０）
举办２０１２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　
（４１）

举办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　（４１）
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先进表彰

暨劳模座谈会　（４１）
举行“东鼎国际杯”２０１２宝山国际男篮
挑战赛开幕式　（４１）

举办２０１２中国“邮轮经济与城市发展”
论坛　（４１）

举办２０１２中国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
　（４１）
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５周年
军政座谈会暨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大

会　（４１）
举行“宝山新印象—万名市民看亮点”

活动启动仪式　（４１）
举行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仪式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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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仪式　
（４１）

举行感动宝山—２０１２身边典型人物颁
奖典礼　（４２）

举行大型原创现代沪剧《挑山女人》首

演　（４２）
举行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宝山展示周

暨区第二届群众体育大会开幕式　
（４２）

举办第九届长江口民营企业经济发展

论坛　（４２）
举行２０１２年上海海洋论坛　（４２）
开展调研　（４２）
纪检　（４２）
概况　（４２）
召开六届区纪委二次全会　（４３）
推进“滨江清风”廉政文化建设　（４３）
贯彻落实《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

若干规定（试行）》　（４３）
深化专项治理工作　（４３）
办信查案工作　（４３）
组织　（４３）
概况　（４３）
完成区“两会”选举和相关代表推选工

作　（４４）
分层分类开展干部教育工作　（４４）
加强年轻干部储备培养　（４４）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４４）
推进开展全区创先争优活动　（４５）
开展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和整改提高

工作　（４５）
开展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４５）
推进落实区“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　
（４５）

以“一迎双争”为主题加强自身建设　
（４５）

宣传　（４５）
概况　（４５）
制定实施《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宝山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　
（４６）

组织评选“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　（４６）
开展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活动

　（４７）
统战　（４７）
概况　（４７）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工作

　（４８）
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４８）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
（表）　（４８）

政策研究　（４９）
概况　（４９）
推进务实性前瞻研究　（４９）
开展决策咨询　（４９）
开展重、热、难点问题对策性实证研究

　（４９）
做好专题性调查研究　（４９）
２０１２年度宝山区重大研究课题（表）　
（４９）

研究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５０）
党校　（５０）
概况　（５０）
完成办学评估工作　（５０）
共同主办“城区转型与社区治理”理论

研讨会　（５０）
完善课程体系　（５０）
扩大服务基层范围　（５０）
表彰优秀基层党校　（５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表）　
（５０）

老干部工作　（５１）
概况　（５１）
落实政治待遇　（５１）
落实生活待遇　（５２）
开展纪念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３０周年
活动　（５２）

区级机关党工委　（５２）
概况　（５２）
开展“双在双争”活动　（５２）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５２）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５２）
机关作风建设　（５３）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５３）
机关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５３）
机关群团工作　（５３）
区社会工作党委　（５３）
概况　（５３）
深化创先争优活动　（５３）
推进《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　（５３）
开展主题活动　（５３）
加强组织保障体系建设　（５３）
开展教育培训　（５４）
保密　（５４）
概况　（５４）
做好党的“十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保

密工作　（５４）

强化建章立制工作　（５４）
推进保密技术装备建设　（５４）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综述　（５５）
区七届人大及常委会会议　（５５）
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５５）
区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５５）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５５）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５５）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５５）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５６）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５６）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５６）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５６）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５６）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５６）
重要会议　（５６）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领导

联席会议　（５６）
区人大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　（５６）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５６）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５６）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专题会议　（５６）
社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工作推进

会　（５７）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法院办公室涉

诉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５７）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５７）
重大决定　（５７）
关于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５７）
１１号议案处理　（５７）
依法监督　（５７）
视察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　（５７）
视察监狱工作　（５７）
视察南大地区整治及水环境建设管理

工作　（５７）
视察区集中启动项目建设情况　（５８）
视察区促进就业工作情况　（５８）
视察区公共文化建设情况　（５８）
调研督办１１号议案　（５８）
跟踪调研代表议案决议落实情况

　（５８）
重要活动　（５８）
市人大领导到宝山调研　（５８）
市人大常委会在宝山召开座谈会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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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走访顾村镇

羌家村　（５９）
代表工作与街镇人大工作　（５９）
书面意见办理　（５９）
召开代表座谈会　（５９）
开展代表培训　（５９）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５９）
召开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６０）
２０１２年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表）　
（６０）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综述　（６１）
重要政事和决策　（６２）
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　（６２）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６２）
发挥创新政策效应　（６３）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６３）
加大重大项目推进力度　（６３）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６３）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６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经济主要指标（表）　
（６３）

加快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　（６４）
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６４）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６４）
２０１２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６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表）　（６５）

新农村建设　（６８）
概况　（６８）
完善经济相对困难村帮扶机制　（６８）
推进农村村庄改造项目　（６８）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６８）
推进农村村庄改造长效管理工作　
（６８）

提高农民保障水平　（６８）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６９）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６９）
概况　（６９）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首年接靠国际

邮轮６０艘次　（６９）
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

区正式获批　（６９）
２０１２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开幕　
（６９）

举办２０１２中国邮轮经济与城市发展论
坛　（７０）

举办２０１２中国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
　（７０）
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启动建

设　（７０）
滨江广场（长江壹号）一期开工建设　
（７０）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成立　（７０）
加强国际邮轮物资配送　（７０）
建立邮轮人才培养体系　（７０）
监察与纠风　（７０）
概况　（７０）
推进五项重点监察项目　（７１）
规范运行“区纠风监督网上平台”　
（７１）

推进民主评议基层站所工作　（７１）
政府法制　（７１）
概况　（７１）
２０１１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情况上报　
（７１）

规范性文件审查和数据库校对　（７１）
编写《南大地区综合整治文件汇编》　
（７１）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办理　（７２）
推进成立区政府法律顾问室　（７２）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及违法建筑强制拆

除　（７２）
信访　（７２）
概况　（７２）
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工作　（７２）
建立分级分责化解信访矛盾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工作制度　（７２）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７２）
开展信访突出矛盾化解工作　（７２）
完善区信访稳定工作例会制度　（７３）
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启动运行　（７３）
推动第三方力量参与信访工作　（７３）
人事人才　（７３）
概况　（７３）
公务员招录　（７３）
开展公务员培训　（７３）
公务员选拔任用与交流　（７３）
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　（７３）
军转干部安置和维稳　（７３）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　
（７４）

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工作　
（７４）

优化人才服务政策环境　（７４）
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７４）

推进人才发展平台建设　（７４）
开展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７４）
事业单位人员招聘与管理　（７４）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７４）
体检疗休养与退休人员管理　（７４）
开展“三支一扶”工作　（７４）
社区建设和管理　（７４）
概况　（７４）
推进顾村大型社区运营管理　（７４）
推进社区管理信息化建设　（７４）
创新社区管理　（７５）
外事　（７５）
概况　（７５）
因公出国（境）管理　（７５）
证照管理　（７５）
服务区域经济　（７５）
主题友好交流　（７５）
侨务　（７６）
概况　（７６）
开展侨法宣传月主题活动　（７６）
举办妇女节女侨胞座谈会　（７６）
开展“感悟宝山、聚焦高境”活动　（７６）
举办宝山区侨务工作培训班　（７６）
成立全市首家留学人员联合会基层分

会　（７６）
举办“相聚宝山、共谋发展”活动　（７６）
举行“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活

动　（７６）
召开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第二次会

员大会　（７６）
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７６）
开展侨资企业走访调研　（７６）
举办“庆国庆、迎中秋”侨界电影招待会

　（７６）
召开全区侨务工作会议　（７６）
举办“侨界人士看宝山”活动　（７６）
举办“送医疗、送文化、送温暖”活动　
（７６）

市华侨书画院到宝山采风　（７６）
举办２０１２年上海侨商高尔夫联谊赛　
（７６）

接待海外侨团来访　（７６）
台湾事务　（７７）
概况　（７７）
开展涉台宣传月主题活动　（７７）
举办区对台工作培训班　（７７）
台湾桃园县议长率团来访　（７７）
接待台湾各界来访　（７７）
罗店中学管乐团赴台交流演出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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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第三届两岸县市“双百论坛”　
（７７）

开展两岸文化交流　（７７）
举办首届沪台两地青少年科技教育论

坛　（７７）
组织赴台交流考察　（７７）
涉台社团工作　（７８）
处置涉台矛盾纠纷　（７８）
机关事务管理　（７８）
概况　（７８）
获上海市文明单位“四连冠”　（７８）
落实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７８）
做好新进公务员住房货币补贴工作　
（７８）

推进节能降耗　（７８）
做好会务服务保障　（７８）
开展红色之旅庆祝建党九十一周年　
（７８）

开展喜迎“十八大”百日优质服务竞赛

活动　（７８）
加强机关大院安保工作　（７８）
加强机关大院财务资产管理　（７８）
对口支援　（７８）
概况　（７８）
新疆喀什地区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

培养　（７８）
召开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

小组专题会议　（７９）
区代表团到四川都江堰市向峨乡学习

考察　（７９）
区党政代表团到云南迪庆州、维西县学

习考察　（７９）
区党政代表团到青海果洛州学习考察

　（７９）
区党政代表团到西藏江孜县学习考察

　（７９）
区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叶城县学习考察

　（７９）
举办５期新疆叶城县基层干部培训班
　（７９）
举办２期云南维西县基层干部培训班
　（７９）
举办青海果洛州办公室系统人员专题

培训班　（７９）
举办新疆叶城县市场管理干部进修班

　（７９）
宝山区委党校讲师团到云南维西县授

课讲学　（７９）
区农技人员到云南维西县开展培训　

（７９）
区农技人员到新疆叶城县开展培训　
（８０）

宝山区确定援疆公共卫生“三降一提

高”项目方案　（８０）
组织区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工作　
（８０）

合作交流　（８０）
概况　（８０）
青海省来沪参展人员到访宝山　（８０）
重庆市万州区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０）
辽宁省鞍山市政府考察团到访宝山　
（８０）

新疆叶城县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０）

青海省果洛州领导到访宝山　（８０）
新疆喀什地委办干部赴上海培训团到

宝山参观考察　（８０）
甘肃省商务厅考察团到访宝山　（８０）
吉林省吉商商会考察团到访宝山　
（８０）

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党政代表团到访

宝山　（８０）
参加第八届“喀交会”　（８０）
参加“积聚总部经济，助推转型发展”主

题活动　（８０）
江西省吉安市政府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０）

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

会”　（８０）
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党政代表团到访

宝山　（８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工师考察团到访

宝山　（８０）
河南省武陟县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０）

重庆市大渡口区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０）

宝山区结为友好地区名单（表）　（８１）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综述　（８３）
主要会议　（８３）
区政协七届一次全体会议　（８３）
区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８３）
区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８３）
区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８４）
区政协七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８４）
重要活动　（８４）
开展“推进宝山区钢贸型企业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课题调研　（８４）
开展“推动宝山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

设”课题调研　（８４）
举办“文化建设好———进一步构建覆盖

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坛

　（８４）
召开特邀监督员工作会议　（８４）
开展２０１２年度年中视察　（８４）
举办“月圆中秋，情浓宝山”———宝山区

各界人士迎中秋、庆国庆联谊会　
（８４）

举行“喜迎‘十八大’———便民医疗服务

活动”　（８５）
开展２０１２年度年终视察　（８５）
提案办理　（８５）
概况　（８５）
促进“经济发展好”提案　（８５）
促进“民生保障好”提案　（８５）
促进“社会管理好”提案　（８５）
促进“文化建设好”提案　（８５）
促进“生态改善好”提案　（８５）
专委会工作　（８５）
提案委员会　（８５）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８６）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８６）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８６）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８６）
法制委员会　（８６）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８６）
教育委员会　（８７）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８７）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８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表）　
（８７）

２０１２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表）　
（８８）

宝山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题

目（表）　（８８）
２０１２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
目（表）　（８８）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８９）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８９）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９）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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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１）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９１）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９３）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９５）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９６）
工会　（９６）
概况　（９６）
召开工会五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议

　（９８）
举行２０１２年劳模迎春团拜会　（９８）
召开“面心实”活动动员会　（９８）
组织春秋两季大型招聘会　（９８）
组织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１０２
周年暨宝山各界女职工“喜看宝山新

变化”活动　（９８）
全国工会服务职工工作组到宝山区开

展“面心实”活动　（９９）
组织区教育系统工会主席培训班　
（９９）

举行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先进表彰暨

劳模座谈会　（９９）
开展“六个一”系列活动　（９９）
举办工会讲坛　（９９）
召开区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９９）
组织开展工会退休职工代表“喜看宝山

新变化”活动　（９９）
组织开展退休劳模体检　（９９）
举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班组暨上海

市班组长岗位培训宝山专场活动　
（１００）

组织学习“十八大”精神报告会　（１００）
建立大学生实践基地　（１００）
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　（１００）
开展六大赛区主题劳动竞赛　（１００）
共青团　（１００）
概况　（１００）
组织团区委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

员集体学习　（１０１）
青年志愿者工作　（１０１）
关爱来沪青年　（１０１）
推进“两新”组织团建工作　（１０１）
开展相亲交友系列活动　（１０１）
召开团区委八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１０１）
召开《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二五”规

划》调研座谈会　（１０２）

共青团上海市委调研宝山共青团工作

　（１０２）
举行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９０
周年暨“五四”运动９３周年主题活动

　（１０２）
开展２０１２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青年
主题系列活动　（１０２）

实施扶持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计划　
（１０２）

开展青年文化体育工作　（１０２）
举办区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员）

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１０３）
召开团区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１０３）
开展共青团与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１０３）
开展重阳节“敬老爱老、构建和谐”主题

团日活动　（１０３）
开展 ２０１２年双拥国防知识竞赛　
（１０３）

启动《宝山区共青团志》编纂工作　
（１０３）

召开少先队宝山区第八次代表大会　
（１０３）

妇联　（１０３）
概况　（１０３）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１０４）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１０４）
开展帮困和助学活动　（１０４）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　（１０５）
组织建设和培训　（１０５）
开展“知心妈妈”结对安抚工作　（１０５）
实施区妇女儿童“十二五”规划　（１０５）
其他团体　（１０５）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作委

员会　（１０５）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０６）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１０６）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１０７）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１０７）

钢铁业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９）
概况　（１０９）
“两片易拉罐用镀锡钢板的开发与应

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１０９）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挂牌

　（１０９）
重组广钢取得实质性进展　（１０９）

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１１０）
推进宝山地区钢铁业结构调整　（１１０）
宝钢集团中央研究院揭牌　（１１０）
取向硅钢制造技术与产业化项目获冶

金科技奖特等奖　（１１０）
汽车用先进高强钢批量供货　（１１０）
６９０合金 Ｕ形管首次用于核电机组　
（１１０）

获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１１０）
宝钢海外市场拓展取得突破　（１１１）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１１１）
概况　（１１１）
包装业务经营业绩　（１１１）
气体业务经营业绩　（１１１）
金属制品业务经营业绩　（１１１）
汽车贸易业务经营业绩　（１１１）
优化体系管理　（１１１）
重视科技发展　（１１１）
施工项目进展顺利　（１１２）
推进星级工厂管理　（１１２）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２）
概况　（１１２）
工程技术板块　（１１２）
ＩＴ技术板块　（１１３）
装备制造板块　（１１３）
钢结构板块　（１１３）
钢铁技术服务板块　（１１３）
能源环保板块　（１１３）
住宅钢结构板块　（１１３）
轧辊新事业　（１１３）
海外事业　（１１３）
招标监理业务　（１１３）
技术创新成果显著　（１１３）
工程技术创新　（１１４）
深化内部协同　（１１４）
支撑湛江钢铁项目建设　（１１４）
形成知识管理体系　（１１４）
推行平衡计分卡　（１１４）
推动员工发展　（１１４）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４）
概况　（１１４）
编制《宝钢发展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发展
规划》　（１１４）

宝钢矿棉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揭牌　
（１１５）

宝龙建材环保节能改造项目开工　
（１１５）

宝乐汇购物中心开工　（１１５）
推进节能环保项目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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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实验室　（１１５）
退出宝江燃气业务　（１１５）
物流信息系统上线试运行　（１１５）
自主管理成果　（１１５）
人才队伍建设　（１１６）
基层党建创新　（１１６）
绿化养护管理　（１１６）

港口与口岸管理

港务　（１１７）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１１７）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１７）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１９）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９）
口岸管理　（１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１２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１２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１２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１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１２５）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　（１２５）

工业与建筑业

工业　（１２７）
概况　（１２７）
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　（１２７）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１２７）
推进工业节能降耗　（１２７）
服务中小企业　（１２８）
加大政策扶持和招商引资力度　（１２８）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２８）
概况　（１２８）
推进项目开工建设　（１２８）
推进动迁安置工作　（１２８）
开展园区规划及功能定位研究　（１２８）
推进平安园区建设　（１２８）
支持园区周边城镇建设　（１２８）
加强园区党的建设　（１２９）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２９）
概况　（１２９）
加快经济转型发展　（１２９）

加强民生保障　（１２９）
园区综合管理　（１２９）
园区建设　（１２９）
园区党建　（１２９）
建筑业　（１２９）
概况　（１２９）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９）
五冶集团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１３０）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３１）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１）

进出口贸易·招商服务

吸收外资　（１３３）
概况　（１３３）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宝山　（１３３）
拓展利用外资领域和方式　（１３３）
利用外资形式多样化　（１３３）
外资企业潜利工业有限公司转型发展

　（１３３）
实到外资２亿余美元　（１３３）
宝山区历年批准外资情况（表）　（１３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街镇、园区吸收外资情
况（表）　（１３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产业分布情况（表）
　（１３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
况（表）　（１３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方式（表）　
（１３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合同外资分段情况（表）
　（１３４）
外贸进出口　（１３５）
概况　（１３５）
出口整体呈下降态势　（１３５）
铁矿砂进口有一定增长　（１３５）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所增长　（１３５）
对主要市场出口均呈现下滑　（１３５）
境外投资总额９０７３万美元　（１３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表）　
（１３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街道、镇、园区企业出
口情况（表）　（１３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贸出口额３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企业情况（表）　（１３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表）
　（１３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表）　
（１３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情
况（表）　（１３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对外投资情况（表）　
（１３７）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１３７）
概况　（１３７）
各行业销售增幅较快　（１３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情况
（表）　（１３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按行业销
售收入情况（表）　（１３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入
前１０名（表）　（１３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额
前１０名（表）　（１３７）

招商服务　（１３７）
概况　（１３７）
开展“营改增”税务知识竞赛　（１３８）
上海宝山现代服务业推介会在苏州举

行　（１３８）
推进企业服务中心平台功能建设　
（１３８）

走访调研在区冶建企业　（１３８）
园区招商　（１３８）
区航运经济发展区累计引进企业３５０户
　（１３８）
开展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　（１３８）
选举产生区六次工代会代表　（１３８）
上海宝山民营科技园　（１３８）

商业与旅游

商业　（１３９）
概况　（１３９）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各区县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情况（表）　（１３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街镇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情况（表）　（１３９）

宝山区政府与市商务委签订共同推进

宝山商务工作发展合作协议　（１４０）
改善型消费增长显著　（１４０）
主力业态销售持续增长　（１４０）
节庆消费拉动　（１４０）
特色商业集聚效应显现　（１４０）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１４０）
推进商业设施建设　（１４０）
加强商业管理　（１４０）
完成节能减排年度目标　（１４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开工、竣工的主要商业项
目情况（表）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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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改扩建６家标准化菜市
场名单（表）　（１４１）

服务业　（１４１）
概况　（１４１）
提升服务业综合效益　（１４１）
推进服务业载体建设　（１４１）
推进试点区建设　（１４１）
粮食管理　（１４２）
概况　（１４２）
区级储备粮　（１４２）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１４２）
帮困粮油供应　（１４２）
粮油清仓查库　（１４２）
粮油统计监测　（１４２）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１４２）
粮食仓库设施维修管理　（１４３）
军粮保障供应　（１４３）
烟草专卖　（１４３）
概况　（１４３）
烟草经营　（１４３）
烟草专卖管理　（１４３）
烟草销售网络建设　（１４３）
召开全国卷烟营销网络建设现场会宝

山分会场　（１４３）
侦破上海宝山“２·３”制售假烟网络案
　（１４４）
和谐企业建设　（１４４）
课题研究与管理创新　（１４４）
海烟服务品牌建设　（１４４）
宝山商厦装饰工程　（１４４）
开展百日劳动竞赛　（１４４）
市场　（１４４）
概况　（１４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市场（表）　（１４４）
旅游　（１４８）
概况　（１４８）
开展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　（１４８）
推进旅游政风行风建设　（１４８）
加强旅行社行业管理　（１４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旅游经济情况（表）　
（１４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表）　
（１４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
（表）　（１５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表）
　（１５０）
加强旅游住宿业建设　（１５０）
加强景区（点）建设　（１５０）

旅游宣传促销　（１５０）
服务邮轮旅游　（１５１）
举办美兰湖国际美术馆系列展　（１５１）
顾村公园举行消夏赏荷游　（１５１）
组织万名市民看亮点活动　（１５１）
举办美兰湖音乐节　（１５１）
举办上海樱花节　（１５１）
举行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仪式暨“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仪式　
（１５１）

供销社　（１５１）
概况　（１５１）
重点项目　（１５１）
成员企业发展　（１５１）
长江口股份　（１５２）
概况　（１５２）
百货分公司　（１５２）
新世纪公司　（１５２）
一德连锁公司　（１５２）
宝胜公司、绿叶菜市场　（１５２）
资产分公司　（１５２）
经营公司　（１５２）
退管调配中心　（１５２）

农业与农村经济

综合管理　（１５３）
概况　（１５３）
农村土地承包常态化管理　（１５３）
升级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１５３）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１５４）
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龄普查工作

　（１５４）
开展涉农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１５４）
撤制村队资产处置　（１５４）
农业行政执法　（１５４）
农业集体规模经营　（１５５）
开展农业专业化技术培训　（１５５）
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１５５）
科技入场入户指导　（１５５）
种植业　（１５５）
概况　（１５５）
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５５）
病虫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　（１５６）
养殖业　（１５６）
概况　（１５６）
动物免疫　（１５６）
动物检疫　（１５６）
违禁药物检测　（１５６）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１５６）

房地产业

土地储备与供应　（１５７）
概况　（１５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经营性用地出让（表）　
（１５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配套商品房用地出让地
块（表）　（１５８）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５８）
概况　（１５８）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５８）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１５８）
房产管理　（１５８）
概况　（１５８）
动拆迁管理　（１５８）
房地产测绘　（１５８）
房地产档案管理　（１５８）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１５９）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１５９）
私房落实政策　（１５９）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年检

　（１５９）
住房保障　（１５９）
概况　（１５９）
廉租房管理　（１５９）
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供应管理　
（１５９）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１５９）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管理　（１５９）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１６０）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１６０）
住宅综合改造　（１６０）
房产交易　（１６０）
概况　（１６０）
交易登记　（１６０）
物业管理　（１６０）
概况　（１６０）
物业企业资质管理　（１６０）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６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表）　
（１６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表）　（１６１）

开展“走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忧”

夏令主题服务活动　（１６１）
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１６１）
推进“群租”整治　（１６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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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宝房集团　（１６３）
概况　（１６３）
房产经营开发　（１６３）
融入重点区域建设发展　（１６３）
承接顾村大居物业管理任务　（１６３）
完成政府实事项目　（１６３）
物业呼叫中心和房屋维修应急中心　
（１６３）

财　税

财政　（１６５）
概况　（１６５）
区本级财政收入　（１６５）
区本级财政支出　（１６５）
区本级法定增长支出高于财政收入增

长　（１６５）
民生保障支出增１２４％　（１６５）
财政支农资金稳步增长　（１６６）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１６６）
支持区域雨污水纳管建设　（１６６）
社会事业支出增２４３％　（１６６）
教育投入持续增长　（１６６）
支持群众文化体育设施建设　（１６６）
区财政扶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１６６）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１６７）
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２６亿元
　（１６７）
保障结构转型重大工程建设　（１６７）
完善“镇财区管”改革　（１６７）
教育附加资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１６７）

“采购分离”节约率６％　（１６７）
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１６７）
审核拨付各类扶持补贴　（１６７）
开展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１６８）
规范区、街镇财政分配管理体制　
（１６８）

获市级文明单位九连冠　（１６８）
“学习型机关”建设　（１６８）
“文明机关”建设　（１６８）
税务　（１６８）
概况　（１６８）
制定《宝山区税务局税收征管改革二期

方案》　（１６９）
开展“营改增”试点　（１６９）
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１６９）
税务稽查　（１６９）

纳税服务　（１７０）
开展税法宣传　（１７０）
完成发票简并工作　（１７０）
完成金税三期网络改造　（１７０）
纳税登记　（１７０）

金　融

综述　（１７１）
完善金融业发展政策体系　（１７１）
创新金融服务　（１７１）
举办 ２０１２年上海金融法治论坛　
（１７２）

银行　（１７２）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１７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１７２）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１７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１７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１７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１７４）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１７４）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４）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５）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１７５）

２０１２年末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表）
　（１７５）
小额贷款　（１７５）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７５）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域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情况（表）　（１７５）

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７６）

保险　（１７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１７６）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１７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域内保险公司（表）　
（１７６）

证券　（１７６）
概况　（１７６）

２０１２年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
业网点（表）　（１７６）

经济行政管理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７７）
概况　（１７７）
协调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１７７）
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１７７）
推进改革创新　（１７７）
落实支持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政策　
（１７７）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１７７）
价格管理　（１７８）
概况　（１７８）
做好涉案财产价格鉴定工作　（１７８）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７８）
概况　（１７８）
服务转型发展　（１７８）
促进商标、广告业健康发展　（１７８）
服务新农村建设　（１７８）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　（１７８）
无证无照整治　（１７９）
“平安市场”创建　（１７９）
查办经济违法案件　（１７９）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７９）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１７９）
概况　（１７９）
国有、集体资产监管　（１７９）
国有、集体资产结构调整　（１８０）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１８０）
审计　（１８０）
概况　（１８０）
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　（１８０）
推进经济责任审计　（１８０）
加强政府投资审计　（１８０）
推进审计公开　（１８１）
举办“宝山审计讲坛”干部教育培训　
（１８１）

统计　（１８１）
概况　（１８１）
推进统计“四大工程”　（１８１）
深化统计规范化建设　（１８１）
构建“两区”指标体系　（１８１）
提升监测预警经济职能　（１８１）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８１）
概况　（１８１）
开展“三个导向”课题研究　（１８２）
开展风险管理大排查活动　（１８２）
装备食品动态执法系统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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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１８２）
建立食品安全舆情发布平台　（１８３）
成立宝山区食品生产企业联合会　
（１８３）

完善产品质量档案　（１８３）
开展计量专项检查　（１８３）
推进医疗卫生单位计量管理工作　
（１８３）

免费安装自助式公平秤　（１８３）
推进能源计量工作　（１８３）
推进居民住宅区老旧电梯改造工作　
（１８３）

开展特种设备系列专项检查　（１８３）
开展校园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及宣传

活动　（１８３）
加强特大型企业特种设备行业监管　
（１８４）

做好市级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　（１８４）
配合国家级旅游标准化示范试点创建

工作　（１８４）
安全生产　（１８４）
概况　（１８４）
明确监管责任　（１８４）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１８４）
开展分类分级监管　（１８４）
开展安全宣传教育　（１８４）

城乡建设与管理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１８５）
概况　（１８５）
规划编制和管理　（１８６）
举行２０１２·上海·大都市规划战略研
究国际专家咨询会议　（１８６）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１８６）
土地管理　（１８６）
土地收储及出让　（１８６）
地籍管理　（１８６）
国家建设用地　（１８７）
工业用地招拍挂　（１８７）
设立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　（１８７）
启动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　（１８７）
土地登记　（１８７）
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　（１８７）
调整宝山区农转用审批范围　（１８７）
土地整理复垦　（１８８）
建筑工程规划管理　（１８８）
市政建设规划管理　（１８８）
规划监督检查　（１８８）
检查宝山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履行情

况　（１８８）
土地卫片执法检查　（１８８）
《宝山区加油站专项规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获批　（１８８）
滨江地区规划建设　（１８８）
祁连敏感区（南大地区）环境综合整治

　（１８９）
南大地区水务专业规划　（１８９）
罗店大型居住区建设管理　（１８９）
《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实施城市风貌规划导则　（１８９）
老镇旧区规划建设　（１８９）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专项规划》获

批　（１８９）
宝山新城淞宝 Ａ单元控规初步方案评
审　（１９０）

《上海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

划》调整获批　（１９０）
何家湾产业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研究报告评审　（１９０）
测绘管理和测量标志保护　（１９０）
城建档案管理　（１９０）
地名管理　（１９０）
完成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１９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重大规划设计项目（表）
　（１９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表）　
（１９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工业用地招拍挂（表）　
（１９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地名命名（表）　（１９４）
城乡建设与管理　（１９５）
概况　（１９５）
重大市政工程建设　（１９５）
区区对接道路建设　（１９５）
大居外围配套市政工程建设　（１９５）
大居内配套全面启动建设　（１９６）
公共交通和交通环境治理　（１９６）
道路桥梁养护管理　（１９６）
燃气管理　（１９６）
建设工程监管　（１９６）
建设项目招投标　（１９６）
开展“质量月”系列活动　（１９６）
区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查管理中心成

立　（１９６）
整顿建筑市场　（１９６）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１９６）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１９６）
概况　（１９６）

骨干河道整治及小城镇水系生态治理

　（１９７）
污水管网建设　（１９７）
排水管道疏通养护　（１９７）
防汛基础设施建设　（１９７）
防汛防台　（１９７）
供水设施建设　（１９７）
农田水利建设及农桥维修翻建　（１９８）
水务执法　（１９８）
水文测报　（１９８）
水务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管　（１９８）
网格化管理与海洋工作　（１９８）
开展水利普查　（１９８）
开展水务（海洋）法律法规宣传　（１９８）
市政工程管理　（１９８）
概况　（１９８）
吴淞大桥加固抢修工程竣工　（１９８）
重点道路和市政大中修项目　（１９８）
开展道路环境专项整治　（１９９）
桥梁普查与管理　（１９９）
市政道路掘路管理　（１９９）
网格化管理和道路交通信息设施管理

　（１９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表）　
（１９９）

公路管理　（１９９）
概况　（１９９）
大中修工程建设　（１９９）
公路设施管养　（１９９）
农村公路建设与管理　（２００）
桥梁管理　（２００）
路政治超和路政许可　（２００）
文明样板路创建　（２００）
解决噪声扰民及交通拥堵问题　（２００）
规费退费及征收职工安置　（２０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公路（表）　（２００）

环　境

环境保护　（２０１）
概况　（２０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类污染物统计（表）　
（２０１）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０１）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环境空气质量
各级别分布（表）　（２０２）

污染物浓度　（２０２）
水环境指标　（２０２）
环境噪声　（２０２）
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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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２０３）
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　（２０３）
噪声污染控制和固体废物利用与处置

　（２０３）
工业污染防治与产业结构调整　（２０３）
清洁生产审核　（２０３）
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２０３）
网格色标环境管理　（２０３）
开展环境宣传教育　（２０４）
推进南大路地区环境综合整治　（２０４）
上海殷泰纸业有限公司完成余热改造

项目　（２０４）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完成天然

气锅炉改造项目　（２０４）
市容环卫管理　（２０５）
概况　（２０５）
清理规范事业单位　（２０５）
成立上海玖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５）

宝山市容信息大楼投入运营　（２０５）
提供上海樱花节绿化市容保障　（２０５）
开展第三方巡查评价活动　（２０５）
完善废弃食用油脂监管机制　（２０５）
引入菜场垃圾处理设备　（２０５）
环卫行业改革　（２０６）
夜景灯光和绿化小品　（２０６）
城管监察执法　（２０６）
概况　（２０６）
城管执法队伍建设　（２０６）
城管法制建设　（２０６）
拆违控违　（２０６）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０７）
绿化　（２０７）
概况　（２０７）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２０７）
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　（２０７）
开展群众绿化　（２０７）
开展防台防汛绿化抢救　（２０７）
启动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程绿地一期

建设　（２０８）
永清公园改建　（２０８）
宝山区生态专项建设　（２０８）
创建上海市星级公园　（２０８）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绿地建设周期（表）　
（２０８）

交通与邮政

交通运输管理　（２０９）
概况　（２０９）

道路运输管理　（２０９）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０９）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０９）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２０９）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监管　（２０９）
交通行政执法　（２０９）
概况　（２０９）
打击非法客运　（２１０）
行业稽查监管　（２１０）
维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交通运营秩序

　（２１０）
水陆客运　（２１０）
上海宝山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２１０）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０）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

刻（表）　（２１１）
２０１２年上海吴淞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表）　（２１１）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１１）
邮政　（２１１）
概况　（２１１）
邮政机构调整　（２１２）
形成“５＋１”业务经营机制　（２１２）
开展“夕阳红”俱乐部社区居民活动　
（２１２）

改善网点硬件设施　（２１２）
邮政服务入驻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２１２）

举行宝山红色之旅集邮展　（２１２）
举办“上海邮政就在您身边”巡展活动

　（２１２）
大华支局员工勇救落水群众　（２１２）
高境支局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　
（２１２）

电力·燃气·自来水

电力　（２１３）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１３）
燃气　（２１３）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１３）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１４）
自来水　（２１４）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２１４）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２１４）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２１５）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２１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自来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表）　（２１５）

科技与文化

科技　（２１７）
概况　（２１７）
举办产学研合作沙龙　（２１７）
举办“喜迎龙年闹新春”系列活动　
（２１７）

组织开展技术对接活动　（２１８）
成立宝山区青少年机器人活动中心　
（２１８）

科普工作　（２１８）
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联盟成立　（２１８）
举办全国科普日宝山区活动　（２１８）
举办“培育企业创新文化、促进企业创

新发展”论坛　（２１８）
２０１２年宝山科技活动周开幕　（２１８）
知识产权工作　（２１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获国家、市资金支持科技
项目（科技、科普）（表）　（２１９）

举办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　
（２２０）

举行 ２０１２科技馆管理发展论坛　
（２２０）

举行２０１２第九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
论坛　（２２１）

举行沪台两地青少年科技教育论坛　
（２２１）

“庄松林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　（２２１）
《宝山区科普基地建设（２０１２年）》白皮
书首发　（２２１）

举行“２０１２·上海海洋论坛”　（２２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高新技术企业（表）　
（２２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科技进步主要指标（表）
　（２２３）
气象　（２２３）
概况　（２２３）
开通“宝山气象”新浪微博　（２２４）
开展为农气象服务　（２２４）
“气象联合体”活动不断创新　（２２４）
文化艺术　（２２４）
概况　（２２４）
开展百场文化下乡活动　（２２４）
举行送欢乐下基层活动　（２２４）
成立宝山区收藏家协会　（２２４）

０１

目　录



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　
（２２４）

吹塑版画《石库门 ＮＯ７：夏日》入选“全
国美术作品展”　（２２５）

淞沪抗战８０周年珍贵历史影像播映　
（２２５）

开展 ２０１２宝山·嘉定读书月活动　
（２２５）

举行传统皮影戏艺术展　（２２５）
举办２０１２年“滨江欢歌———十佳歌手”
评选大赛　（２２５）

举办伊廷先生个人收藏捐赠仪式暨“织

与绣”中外民间手工艺展　（２２５）
《悲情杨派暖人间·杨飞飞》首发　
（２２６）

举办２０１２台湾跨世代工艺薪传上海特
展　（２２６）

宝山区图书馆新馆正式开馆　（２２６）
沪剧《挑山女人》首演　（２２６）
《历史亲历者———淞沪抗战》制作完成

并播放　（２２７）
举办“乡音绕滨江”第二届沪剧电视大

赛　（２２７）
举办“江、浙、沪、台”两岸四地手工艺精

品展　（２２７）
举行“滨江欢歌·和谐之声”群众合唱

比赛　（２２７）
举行第八届宝山区文化经营场所“七彩

杯”企业风采大赛　（２２７）
宝山科技园获“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称号　（２２７）
档案　（２２８）
概况　（２２８）
区领导调研　（２２８）
开展“档案服务进社区”　（２２８）
开展周六档案查询服务接待　（２２８）
召开民生档案社区便民查询服务工作

专题会　（２２８）
档案收集整理　（２２８）
首创档案利用“三联动”工作品牌　
（２２８）

档案资料、地情资料征集　（２２８）
档案法制宣传监管　（２２８）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２２８）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档案工作升级达标（表）
　（２２９）
党史研究　（２２９）
概况　（２２９）
完成《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

滨江新区宝山》　（２２９）
梳理研究成果　（２２９）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历次党代会、全委

会资料选编》编辑启动　（２２９）
地方史志　（２２９）
概况　（２２９）
《宝山年鉴（２０１２）》出版发行　（２３０）
开展“地方志法规宣传日”活动　（２３０）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整理出

版　（２３０）
完成《上海世博志》宝山区章节资料汇

编上报　（２３０）

教　育

基础教育　（２３１）
概况　（２３１）
均衡发展基础教育　（２３１）
加强特殊教育　（２３１）
提高教育服务社会能力　（２３１）
推进素质教育　（２３１）
优化教育资源布局　（２３２）
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２３２）
上大附中成为全国创新人才教育研究

会会员单位　（２３２）
副市长沈晓明调研特殊教育医教结合

工作　（２３２）
宝山学生获第２５届头脑奥林匹克创新
大赛多项奖项　（２３２）

召开社区教育工作会议　（２３２）
接受上海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综

合督政　（２３２）
聘任新一届教育政风行风监督员　
（２３２）

行知中学获 ＲＣＪ智能机器人世界杯亚
军　（２３２）

承办２０１２年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　
（２３２）

举办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２３３）
罗店中学举行创办 ７０周年活动　
（２３３）

召开教育学会年度会员代表大会　
（２３３）

全国首次自闭症儿童教育学术研讨会

举行　（２３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宝山区学校情况（表）
　（２３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普通中学、小学专任教师
职称情况（表）　（２３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设施

情况（表）　（２３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阶段教学实施情况
（表）　（２３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
情况（表）　（２３４）

上海大学　（２３５）
概况　（２３５）
召开学校三届六次教代会暨工代会　
（２３６）

罗宏杰任上海大学校长　（２３６）
爱德华·尼克松一行到访学校　（２３６）
“水＋墨”新水墨画大展举行　（２３６）
与宝山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２３６）
上海大学董事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校董

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２３６）
与中科院长三角地区院所全面合作签

约　（２３６）
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沈晓明到校

调研　（２３６）
钱伟长诞辰 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举行　
（２３６）

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协议签约　
（２３７）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３７）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２３７）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３８）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３９）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４０）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１）
上海宝山职校技术学校　（２４４）
成人教育　（２４５）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４５）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４６）
２０１２年上海行知学院学历教育专业设
置（表）　（２４６）

卫生与体育

医疗保健　（２４７）
概况　（２４７）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４７）
卫生监督　（２４８）
医疗质量　（２４８）
社区卫生　（２４８）
学科人才　（２４８）
合作医疗　（２４８）
完成实事项目　（２４８）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４８）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４９）
医疗联合体工作　（２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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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责任制　（２４９）
卫生信息化工程　（２４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表）　
（２４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主要疾病死亡率与上年
比较（表）　（２５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主要死因顺位百分比
（表）　（２５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医院（表）　（２５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民营医疗机构（表）　
（２５２）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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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５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２５５）
概况　（２５５）
援滇医疗　（２５５）
学术交流　（２５５）
科研成果　（２５５）
开展义诊活动　（２５６）
医院综合楼主楼启用　（２５６）
组织应急演练　（２５６）
召开医院社会卫生服务集团理事会会

议　（２５６）
三级综合医院等级复评审　（２５６）
设立眼科联合病房　（２５６）
成为出入境检验检疫定点医院　（２５６）
成立颌面—头颈肿瘤科　（２５６）
宝钢铁水包倾翻事故抢救　（２５６）
河豚鱼中毒抢救　（２５７）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５７）
概况　（２５７）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２５７）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２５７）
餐饮食品安全日常监管重点工作　
（２５７）

药品、医疗器械日常监管　（２５７）
开展专项整治　（２５８）
药械不良反应监测　（２５８）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　（２５８）
推进药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建设　
（２５８）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远程实时监控系统

投入使用　（２５８）
爱国卫生　（２５８）
概况　（２５８）
完成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　（２５８）
贯彻实施《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　（２５８）
启动实施国家卫生区创建工作　（２５９）
体育　（２５９）
概况　（２５９）
体教结合工作　（２５９）
宝山体育中心运行管理　（２５９）
举办 ２０１２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　
（２６０）

参加上海市首届市民运动会　（２６０）
参加上海市第二届学生运动会　（２６０）
ＷＣＢＡ联赛上海赛区比赛　（２６０）
举办２０１２宝马高尔夫大师赛　（２６１）
举办宝山区第二届群众体育大会开幕

式　（２６１）
新布局运动项目签约　（２６１）
举办宝山区第四届乒乓球锦标赛　（２６１）
召开区体育总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

　（２６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新建体育设施情况（表）
　（２６１）

信息与传媒

信息化建设　（２６７）
概况　（２６７）
政务领域信息化建设　（２６７）
社会领域信息化建设　（２６７）
城市建设管理领域信息化建设　（２６７）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２６７）
无线电管理和宣传　（２６８）
信息化环境建设　（２６８）
区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　（２６８）
信息安全管理　（２６８）
牡丹江路无线覆盖免费上网工程正式

开通　（２６８）
举办“信息化与我的生活”博客征文活

动　（２６８）
市经信委调研宝山区“智慧社区”创建

工作　（２６９）
信息产业发展　（２６９）
“市民百事通”信息化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通过专家论证　（２６９）
信息化项目管理　（２６９）
承办信息化促进企业绿色生产论坛　
（２６９）

组织参展“２０１２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２６９）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７０）
概况　（２７０）
开展网络宣传　（２７０）
开展网上便民服务　（２７０）

开通“上海宝山”发布政务微博　（２７０）
筹建开通“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　
（２７０）

关注社情民意　（２７０）
提升网站运行管理水平　（２７０）
广播电视　（２７０）
概况　（２７０）
栏目设置与宣传报道　（２７０）
安全管理　（２７１）
技术人才培养　（２７１）
机构管理　（２７１）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
作品（表）　（２７１）

有线电视　（２７２）
概况　（２７２）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　（２７２）
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　（２７２）
加强机房建设与管理　（２７２）
宝山报　（２７２）
概况　（２７２）
新闻报道　（２７３）
抓好特色栏目　（２７３）
推出党的十八大特刊　（２７３）
宝钢日报　（２７３）
概况　（２７３）
重点报道　（２７３）
报纸发行　（２７３）
《宝钢日报》数字报　（２７４）
宝钢电视台　（２７４）
概况　（２７４）
电视新闻报道　（２７４）
电信　（２７４）
概况　（２７４）
推进“城市光网”建设　（２７４）
提升区域信息化水平　（２７４）
与友谊路街道合作建设“平安社区”　
（２７４）

完成牡丹江路商圈ＷｉＦｉ覆盖　（２７４）

司　法

审判　（２７５）
概况　（２７５）
刑事审判　（２７５）
民事审判　（２７６）
行政审判　（２７６）
执行工作　（２７６）
审判监督　（２７７）
诉调对接　（２７７）
信访工作　（２７７）
司法公开　（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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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　（２７７）
概况　（２７７）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２７７）
履行刑事检察职能　（２７８）
开展法律监督　（２７８）
检务公开　（２７８）
检察调研与宣传　（２７９）
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

动　（２７９）
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２７９）
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　（２７９）
司法行政　（２７９）
概况　（２７９）
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　（２７９）
法制宣传教育　（２８０）
人民调解　（２８０）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２８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表）　
（２８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表）　
（２８０）

军事与社会安全

人民武装　（２８１）
概况　（２８１）
民兵整组　（２８１）
国防教育　（２８１）
兵役工作　（２８１）
基层人武部建设　（２８２）
参加“东方—２０１２”演习　（２８２）
军民共建　（２８２）
安全管理　（２８２）
驻军　（２８２）
概况　（２８２）
拥政爱民　（２８２）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８２）
概况　（２８２）
做好党的“十八大”安保工作　（２８３）
创新社会管理　（２８３）
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２８３）
提高社会面管控水平　（２８３）
开展“政法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

　（２８３）
基层综治社保队伍建设　（２８４）
开展政法综治宣传　（２８４）
铁路护路联防工作　（２８４）
禁毒预防　（２８４）
警务　（２８５）
概况　（２８５）
刑事案件侦破　（２８５）

社会治安管理　（２８５）
公安行政管理　（２８５）
公安队伍建设　（２８６）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８６）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２８６）
华欣苑探索党建带动社区管理新模式

　（２８６）
建设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２８７）
开展“宝剑”系列集中整治行动　（２８７）
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２８７）
开展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　（２８７）
开展集中收教失足妇女专项行动　
（２８７）

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　（２８８）
开展“三电”专项整治行动　（２８８）
开展“守护平安·干净社区”主题活动

　（２８８）
开展保安服务市场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２８８）
抗击台风“海葵”　（２８８）
加强“二类车”管理　（２８９）
开展“群租”房集中整治　（２８９）
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２８９）
完成高清卡口信息化系统二期工程建

设　（２８９）
开展大型企事业单位实有人口管理试

点　（２９０）
推进宝山公安文化建设　（２９０）
庙行派出所试行“群租”房分类管理机

制　（２９０）
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到顾村镇星星

村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２９０）
民警摄影作品获上海第十一届国际摄

影艺术展银奖　（２９０）
侦破“２０１２·０４５”制造、运输、贩卖毒品
案　（２９１）

侦破“４·１３”入室抢劫杀人案　（２９１）
侦破“２·０３”假冒注册商标案　（２９１）
侦破“３·２９”系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　（２９１）

侦破“５·１０”出售假币案　（２９１）
侦破“５·１”盗窃邮政储蓄所案　（２９１）
侦破“７·２４”系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名
酒案　（２９１）

查处特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２９２）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
所属机构名录（表）　（２９２）

消防　（２９３）
概况　（２９３）
完成党的“十八大”消防安保任务　

（２９３）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２９３）
加强部门联勤联动　（２９３）
实施消防“网格化”“户籍化”管理　
（２９３）

市级挂牌重大火灾隐患督查　（２９３）
完善消防公共基础建设　（２９３）
开展“啄木鸟”行动　（２９３）
推进“全警消防、多警联勤”战略　
（２９４）

开展消防知识宣传教育　（２９４）
民防与救灾　（２９４）
概况　（２９４）
民防指挥训练和演练　（２９４）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２９５）
国防动员潜力调查数据统计　（２９５）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和培训　（２９５）
社区民防建设　（２９５）
民防工程建设　（２９５）
民防工程维护和治理　（２９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表）
　（２９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表）
　（２９５）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２９５）
优化民防服务流程　（２９５）
民防机构调整　（２９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统计（表）　（２９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表）　
（２９６）

社会生活

就业　（２９７）
概况　（２９７）
出台就业新政策　（２９７）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２９７）
扶持失业青年就业　（２９８）
援助困难群体就业　（２９８）
公共就业服务　（２９８）
职业技能培训　（２９８）
来沪从业人员就业服务　（２９９）
社会保障　（２９９）
概况　（２９９）
开展社会保障政策宣传　（２９９）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９９）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９９）
征地落实保障　（３００）
外来从业人员参保　（３００）
工伤保险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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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　（３００）
医保平安建设实事项目　（３００）
劳动关系　（３００）
概况　（３００）
劳动关系协调　（３００）
群体性劳资纠纷处置　（３０１）
劳动保障监察　（３０１）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３０１）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３０１）
人口与计划生育　（３０１）
概况　（３０１）
开展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示范区活动

　（３０２）
推进全国流动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试点工作　（３０２）
开展“幸福泉·泽万家”系列品牌创建

活动　（３０２）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　（３０３）
开展家庭计划指导系列活动　（３０３）
完成优生健康检查市政府实事工程　
（３０３）

开展“优质服务提升年”活动　（３０３）
推进０岁～３岁婴幼儿早期启蒙工程　
（３０３）

开展关爱青春活动　（３０４）
完成计生协会工作　（３０４）
民政　（３０４）
概况　（３０４）
社会救助　（３０４）
优抚安置　（３０４）
完成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３０４）
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一口受

理”　（３０４）
殡葬管理　（３０４）
婚姻管理　（３０４）
残疾人事业　（３０５）
概况　（３０５）
创建全国“阳光家园”示范区　（３０５）
出台１０项惠残新政策　（３０５）
优化残疾人康复服务　（３０５）
市人大检查《残疾人保障法》贯彻执行

情况　（３０６）
开展文化助残周系列活动　（３０６）
加强残疾人工作者队伍建设　（３０６）
老龄事业　（３０６）
概况　（３０６）
老年维权　（３０６）
老年活动室　（３０６）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３０６）
养老机构　（３０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养老机构（表）　（３０７）
社会组织管理　（３０８）
概况　（３０８）
开展社团、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　
（３０８）

信息核对与宣传　（３０８）
民族与宗教　（３０８）
概况　（３０８）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３０８）
推进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　（３０８）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社区创建活动　
（３０８）

开展清真食品供应监督检查　（３０８）
配合开展援疆培训工作　（３０８）
加强宗教场所规范管理　（３０８）
开展宗教活动场所安全大检查　（３０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清真供应网点（表）　
（３０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表）　
（３０９）

治理非正常宗教活动　（３１０）
开展民族宗教帮困解难题工作　（３１０）
红十字会　（３１０）
概况　（３１０）
救助关爱　（３１０）
备灾救灾　（３１０）
救护培训　（３１０）
红十字会网站建设　（３１０）
募捐箱管理　（３１０）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３１０）
志愿服务　（３１０）
志愿捐献　（３１０）
红十字宣传　（３１０）

镇与街道

杨行镇　（３１１）
概况　（３１１）
经济建设　（３１１）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３１１）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杨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表）　（３１１）

２０１２年杨行镇学校（表）　（３１１）
２０１２年杨行镇村（居）委会（表）　
（３１２）

平安建设　（３１２）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１３）
社会事业　（３１３）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１３）
举办第三届杨行镇运动会　（３１３）
举办第五届上海杨行“画乡邻里文化

节”　（３１３）
举办第九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

会　（３１３）
月浦镇　（３１４）
概况　（３１４）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２年月浦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表）　（３１４）

２０１２年月浦镇学校（表）　（３１４）
经济建设　（３１４）
城乡建设　（３１５）
社会管理　（３１５）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１５）
获上海市文明镇“五连冠”　（３１５）
２０１２年月浦镇村（居）委会（表）　
（３１５）

月浦民间艺术团赴德参加中德文化交

流　（３１５）
完成村居委换届选举　（３１６）
章旭飞获伦敦残奥会坐式排球三连冠

　（３１６）
潜力与普洛斯股权并购　（３１６）
红十字服务中心成立　（３１６）
罗店镇　（３１６）
概况　（３１６）
新农村建设　（３１６）
经济建设　（３１６）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年罗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表）　（３１７）

２０１２年罗店镇学校（表）　（３１７）
创建国家卫生镇　（３１７）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３１７）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１７）
社会事业　（３１８）
平安建设　（３１８）
２０１２年罗店镇村（居）委会（表）　
（３１８）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１９）
罗店新镇开发　（３１９）
罗店老镇改造　（３１９）
宝山区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建设　
（３１９）

政府信息公开　（３１９）
基层组织建设　（３１９）
宝山寺移地重建工程获鲁班奖　（３１９）
承办“湖上海风”中国画邀请展　（３１９）
罗店百姓游泳池对外开放　（３１９）
举行罗店镇第三届运动会　（３１９）
举办 ２０１２年 ＢＭＷ 高尔夫大师赛　
（３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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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泾镇　（３１９）
概况　（３１９）
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２年罗泾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表）　（３２０）

２０１２年罗泾镇学校（表）　（３２０）
经济建设　（３２０）
社会事业　（３２０）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２０）
镇村建设与管理　（３２０）
２０１２年罗泾镇村（居）委会（表）　
（３２１）

新农村建设　（３２１）
平安建设　（３２１）
开展清剿安全隐患集中行动　（３２１）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视察罗泾农村文

化事业　（３２２）
罗泾第二幼儿园开园　（３２２）
举办罗泾镇首届“古韵新彩”民间文化

节　（３２２）
罗泾舞蹈队获上海市第十届“华文奖”

艺术大赛金奖　（３２２）
上海木材交易中心开工建设　（３２２）
上海国际钢建筑创意中心开工建设　
（３２２）

顾村镇　（３２２）
概况　（３２２）
经济建设　（３２２）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２３）
社会事业　（３２３）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年顾村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表）　（３２３）

２０１２年顾村镇学校（表）　（３２３）
２０１２年顾村镇村委会（表）　（３２４）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２４）
平安建设　（３２４）
中央综治委调研组视察星星村村宅社

区化管理试点工作　（３２４）
举办２０１２年上海樱花节　（３２４）
２０１２年顾村镇居委会（表）　（３２５）
市社会工作党委、市社建办调研社会管

理创新工作　（３２５）
市党代表走访联系胡庄村　（３２５）
市政协副主席吴志明调研顾村大型居

住区馨佳园　（３２５）
市政府调研室调研政府购买服务情况

　（３２５）
市总工会主席钟燕群调研工会工作　
（３２５）

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参观发那科

机器人公司　（３２５）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获市经信委认定授

牌　（３２６）
副市长张学兵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３２６）
翼家菜场正式开业　（３２６）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开展联系社

区活动　（３２６）
大场镇　（３２６）
概况　（３２６）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年大场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表）　（３２６）

２０１２年大场镇学校（表）　（３２６）
经济建设　（３２６）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３２６）
２０１２年大场镇村（居）委会（表）　
（３２７）

城市基础功能建设　（３２７）
市容环境管理　（３２７）
社会管理　（３２７）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２７）
社会事业　（３２８）
宝山科技园被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　（３２８）
获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广播操一

等奖　（３２８）
大场体育中心获全国优秀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称号　（３２８）
庙行镇　（３２８）
概况　（３２８）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２年庙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表）　（３２９）

２０１２年庙行镇学校（表）　（３２９）
经济建设　（３２９）
城乡建设与管理　（３２９）
社会事业　（３２９）
２０１２年庙行镇村（居）委会（表）　
（３３０）

社会管理与平安建设　（３３０）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３０）
举办２０１２“魅力庙行”文化节　（３３０）
完成村、居委会换届选举　（３３０）
举行北上海中央商务带大型商业商务

项目推介会　（３３０）
庙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一口受

理”试运行　（３３１）
场北便民生活服务中心正式营业　
（３３１）

庙行镇社会管理联动指挥中心成立　
（３３１）

上海智力产业园二期软件及服务外包

产业园项目启动　（３３１）
淞南镇　（３３１）
概况　（３３１）
经济建设　（３３１）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淞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表）　（３３１）

２０１２年淞南镇学校（表）　（３３１）
２０１２年淞南镇居委会（表）　（３３２）
城市建设和管理　（３３２）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３２）
社会事业　（３３３）
平安建设　（３３３）
社区管理　（３３３）
完成１９家居委会换届选举　（３３３）
举办镇首届社区艺术节　（３３３）
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天使投资联盟

成立　（３３４）
市长韩正考察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３３４）
高境镇　（３３４）
概况　（３３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高境镇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表）　（３３４）

２０１２年高境镇学校（表）　（３３４）
经济建设　（３３４）
２０１２年高境镇村（居）委会（表）　
（３３５）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３３５）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３５）
平安建设　（３３６）
社会事业　（３３６）
宝山万达广场开业　（３３６）
高境镇养老院开业　（３３６）
举行首届沪台两地青少年科技教育论

坛　（３３６）
友谊路街道　（３３７）
概况　（３３７）
２０１２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表）　
（３３７）

街道经济　（３３８）
推进国家卫生城区创建　（３３８）
民生和社会保障　（３３８）
社区建设　（３３８）
社区党建　（３３８）
试点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　（３３８）
开展地区宣传理论武装工作　（３３９）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启动“一口式”

受理服务　（３３９）
吴淞街道　（３３９）
概况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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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经济　（３３９）
旧区改造　（３３９）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３３９）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３４０）
公共安全管理　（３４０）
社区建设　（３４０）
２０１２年吴淞社区（街道）居委会（表）　
（３４０）

群团组织建设　（３４０）
创建“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

　（３４１）
实施“老来乐”为老服务项目　（３４１）
创建上海市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

道　（３４１）
创建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４１）

徐剑平获“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　
（３４１）

陈家英入选“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　
（３４１）

获“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称号　
（３４１）

张庙街道　（３４１）
概况　（３４１）
经济发展　（３４１）
社区建设和管理　（３４２）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３４２）
２０１２年张庙街道居委会（表）　（３４２）
助老助残　（３４２）
社会管理　（３４３）
公共安全建设　（３４３）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３４３）
社区党建工作　（３４３）
“张庙一条街”综合改造　（３４３）
开展群众文体活动　（３４３）

人物·名录·荣誉榜

宝山区新任主要领导人　（３４５）
汪　泓　（３４５）
方世忠　（３４５）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中共区委　（３４５）
人大常委会　（３４７）
人民政府　（３４８）
政协　（３４９）
审判、检察机关　（３４９）
民主党派　（３４９）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３５０）
街道、镇、园区　（３５０）

上海市政府工作部门在宝山的分支机

构　（３５１）
区境内部分市属单位负责人名录　
（３５１）

先进集体　（３５２）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３５２）
２０１２年全国工人先锋号　（３５２）
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３５２）
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单位　（３５２）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３５２）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３５２）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第十六届）上海市
文明单位　（３５３）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文明小区　
（３５４）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文明村　
（３５５）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
赛先进集体　（３５５）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班组
　（３５５）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先进集体　（３５５）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敬老模范单位　（３５５）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
织　（３５５）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两新”组织创先争优先
进基层党组织　（３５５）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两新”组织廉洁文化示
范点　（３５５）

先进个人　（３５６）
２０１２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３５６）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３５６）
２０１２年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３５６）
“第三届中国职工艺术节”优胜奖　
（３５６）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３５６）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　
（３５６）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先进个人　（３５６）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３５６）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两新”组织创先争优优
秀共产党员　（３５６）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孝亲敬老楷模　（３５６）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孝亲敬老之星　（３５６）
逝世人物　（３５６）
厉家俊　（３５６）

杨飞飞　（３５６）

附　录

２０１２年区委、区委办、区政府、区府办
　主要文件目录　（３５７）
区委　（３５７）
区委办公室　（３５９）
区政府　（３５９）
区政府办公室　（３６２）
统计资料　（３６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表）
　（３６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区级增加值（表）　
（３６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地区生产总值（表）　
（３６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税收（表）　（３６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财政收入（表）　（３６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财政支出（表）　（３６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表）　（３６７）

各时期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表）　（３６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耕地面积（表）　（３６８）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邮政、电信（表）　（３６８）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文化事业（表）　（３６８）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表）　
（３６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
　（３６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表）　（３６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体育事业（表）　（３７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表）　
（３７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社会治安（表）　（３７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机动车车辆（表）　
（３７１）

２０１２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表）
　（３７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
均工资（表）　（３７１）

调查资料　（３７２）
宝山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研究（节选）

　（３７２）
宝山区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战略研究

（节选）　（３７５）

索　引

索引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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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特　载
■编辑　刘　娴

区委工作报告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在中共宝山区委六届三次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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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广播电视台／提供

一、２０１２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２年是宝山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的重要一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

下，区委常委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突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总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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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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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年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指标有望顺利实现，预计可完成

增加值８２４亿元、可比增长 １０％，区地
方财政收入９４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０％，
可用财力超过１５０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４５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８％，城
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同比增长 １０％以上。全国首个“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落户宝山，“全

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抓紧创建，“全国

绿化模范城区”通过核查验收，吴淞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

顾村公园、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入

选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友谊路社区（街
道）党工委被评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上海宝山科技园荣获“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一批单位和

个人分别获得国家和市级荣誉称号。

实现了新一届区委工作的良好开局，在

深化新一轮转型发展中迈出了坚实有

力的一步。

一年来，区委坚持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主要抓了三方面工作：

（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精心筹

备区第六次党代会，深化完善“十二五”

发展规划，使党代会的筹备和召开成为

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凝聚智慧、形成共

识的过程，确立“两区一体化”总目标和

“五个好”总要求，承接“三变样”③“四

个更”④发展历程，深化新一轮发展的

宏伟蓝图。联系实际、深入调研，突出

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等五大课题，

深化发展目标与工作实践的有机统一，

明确工作重点、推进抓手和落实载体。

以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为契机，结合深入学习领

会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将中

央、市委精神与宝山实际紧密结合，增

强宝山特色转型之路的道路自觉，坚定

宝山转型发展的目标自信，以为全区人

民创造美好生活为根本目的，秉承和发

扬宝山多年来坚持的经济结构调整、城

市空间布局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并进，

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融合，城市化水平

提升与城乡统筹发展相统一的探索和

实践。全区上下达成更为广泛深入的

思想共识，坚定开启了继往开来、攻坚

克难的新征程。

制定区委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明

确分工、集聚力量，各司其职、密切协

作，形成良好工作局面。聚焦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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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转型和社会管理等瓶颈问题突

破，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⑤，发挥考核激

励导向作用。注重发挥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区政府党组、区政协党组在各自

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区人大常

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共同推动宝山转型发展。支持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检察权。积极推动军地融合式发

展。认真做好统战工作，扎实推进上海

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重

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侨

联、残联、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作用。

加强老干部、党校、档案等工作。全区

上下进一步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共同

事业呈现出良好的新开局。

（二）规范管理，带好队伍。加强制

度规范。区委常委会自觉把制度作为

管人、管事、管方向的根本，带头加强制

度规范，修订印发六届区委工作规则、

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三重一大”事

项⑥决策程序等制度。制定实施一系列

规范性文件，加强对全局工作的整体性

指导，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宝山

文化发展繁荣，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完善违法

用地长效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党

政干部廉洁从政等机制，制订农村管理

“１＋４”文 件⑦，规 范 农 村 “三 资”

管理⑧。

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分层分类举

办“一把手”学习研讨班、中青班、新任

职干部党性修养班等干部专题教育培

训班，重点强化党性党风教育、党的制

度学习和履职能力培训。注重在实践

中锻炼培养年轻干部，分批组织到基层

一线、艰苦岗位挂职锻炼。坚持公平公

开公正，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干部公开选

拔、差额选拔、竞争性选拔工作。严格

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督制度，提高

选人用人公信度。全面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深入推进机关作风建设和

效能建设。组织实施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强化审计监督和整改落实。严肃

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加强廉政风险预

警防控机制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一岗双责”，推进“滨江清风”廉政文

化建设，深化“制度加科技”各项工作。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扎实开展基

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完成基层党组织分

类定级和整改提高工作，探索建立创先

争优长效机制，深化组团式联系服务群

众工作。加强党的领导，依法依规顺利

完成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强化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建设，带动基层社

会组织规范建设，推进基层社会建设和

管理。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组织居

（村）“两委”成员专题培训，开展第二

批居（村）党组织书记、主任“排头兵”

评选。

（三）突出重点，推动发展。围绕

“两区一体化”总目标和“五个好”总要

求，突出抓好重点地区调整转型、重要

工作推进落实和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突出把五大地区转型发展作为带

动宝山整体转型的重大载体。区委常

委会专题研究五大地区推进方案，作为

常委会定期听取汇报的重点，及时梳理

研究，集中破解难题。完善滨江地区功

能开发推进机制，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运

营顺利，吴淞零点广场、宝杨路交通枢

纽等一批功能项目加快实施，上港十四

区“上港滨江城”有序推进，滨江整体转

型步伐进一步加快。调整南大地区综

合整治开发工作机构，及时充实区镇两

级工作力量，建立健全全程推进机制，

加大与市及相关部门协调力度，促成一

批扶持政策具体落地，确保各项工作加

快推进。深入研究大型社区服务管理

新机制，协调加快顾村馨佳园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探索大型社区物业管理和财

力运行保障机制，进一步方便入住居民

“开门七件事”。积极创新罗店大型社

区建设理念，依托美兰湖新镇、罗店古

镇和华山医院北院、顾村公园、轨道交

通７号线等一批功能项目，加快实施具
备城市综合功能的北部新城发展战略，

整体推进罗店大型社区征收补偿、内外

配套建设，带动加快北部地区城市化进

程。坚持不懈推进老镇旧区改造，突出

居住改善、功能完善、城市化水平提升

的相融并进，大场老镇核心商业区、罗

店老镇改造等一批项目扎实推进。全

力推动吴淞工业区战略转型，深化与宝

钢的协调合作，深化完善概念性规划，

启动功能布局研究。

突出把深化结构调整作为保持经

济稳定增长的关键。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集中推进两轮重大项目⑨建设，在深

化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快培育了一批经

济潜在增长点，为后续发展积蓄了力

量。面对转型发展新态势，深化园区功

能定位，以集聚发展智能制造为重点，

启动建设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以发展研

发、销售“两头在沪”的总部型企业为

主，深入推进城市工业园转型升级；以

服务宝钢罗泾基地产业调整、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为重点，加快完善宝山工业园

区功能，建设综合性产业园区。面对城

市转型加快的实际，以淘汰零散工业

点、低效企业为重点，积极填补城市功

能空缺，同步改善市民生活，促进新兴

产业发展，继宝山万达建成开业后，加

快规划建设五大城市综合体。随着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积极推进现

代农业发展。

突出把城市管理和建设作为统筹

城乡发展、提升城市功能、改善生态环

境的重要内容。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实施康宁路大桥、镜泊湖

路、吴淞大桥抢修加固工程等一批项

目。巩固提升公交“村村通”建设成果，

新辟、调整、优化了一批公交线路。积

极拓展“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创建成果，

开工建设顾村公园二期，新增公共绿地

１３３５公顷，成功举办第二届上海樱花
节等一系列深受市民欢迎的游园活动。

有序实施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完

成年度节能减排任务。不断深化城管

网格化管理，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突出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任务。注重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发挥，坚持

把社会管理寓于公共服务之中，团结带

领群众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注重在实

践中探索创新，推广顾村镇星星村村宅

社区化管理、大场镇华欣苑社区自治等

典型经验，深入推进“一街镇一村居”社

会管理创新试点；探索“镇管社区”、组

团式服务、“大联动、大联勤”“大调解”

等服务管理新机制，着力在基层化解矛

盾，促进社会和谐。注重党员领导干部

带头深入基层化解矛盾，完善接访、下

访、包案化解等工作制度。健全群防群

治网络，发挥专门力量作用，深入开展

“打四黑除四害”⑩“宝剑”系列等专项

行动，报警类“１１０”“八类”案件明显下
降，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突出把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作

为民生改善的重中之重。坚持深化统

筹城乡发展的“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瑏瑡，

加强中期评估，及时完善配套措施，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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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实事项目已按期完成、整体实现率达

７８％。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促进
就业工作体系。坚持“四位一体”瑏瑢推

进住房保障建设，加快老公房成套改造

和老小区供水设施改造。坚持城乡教

育联动发展，在上海市“区域推进教育

现代化综合督政”和“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督政”中取得良好成绩。坚持提高城

乡卫生服务能力，全区群众关注的华山

医院北院等一批优质医疗机构建成投

用，一批医疗惠民实事受到群众称赞。

坚持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共同提高，宝

山体育中心开放以来，已接待市民近

２００万人次，实现群众健身活动和品牌
赛事的有效融合。坚持在共建共享中

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广泛开展公民道德

教育实践活动，圆满完成一批文化下乡

惠民实事，群文活动展演平台不断创

新，现代沪剧《挑山女人》首轮演出 ３０
场，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
摄影／李苏新

一年来，在应对外部严峻挑战和自

身转型压力中，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取

得的成绩来之不易。这是中央和市委

正确决策、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区上

下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立足新

起点，推动宝山新一轮发展，必须坚持

深入学习、准确领会中央和市委精神，

着眼全局、融入大局，借势借力、主动作

为；必须坚持把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

重群众首创精神，始终牢记人民是历史

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

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同时，我们也切实体会到，在前进

的道路上还充满各种风险和挑战。在

经济发展上，面对经济趋势性下滑和较

大波动的外部环境，深化调整转型的难

度进一步增大，新兴产业体系有待加大

培育力度。在城市建设上，快速增长的

人口规模、亟待提升的功能配置与城市

建设历史欠账并存，加快建设和加强精

细化管理的任务尤为繁重。在社会管

理上，与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尚有差

距，探索创新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而面对如此历史重任，一些党员干部在

精神状态、工作作风、能力素质等方面

仍有不足，个别干部不思进取、消极应

付、甚至渎职腐败的情况仍有发生。我

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防微

杜渐，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

旨意识、使命意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

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３年主要任务

２０１３年是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加快落实

区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深入

推进“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一年。面对

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我们必须

坚持一分为二看问题，既要看到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仍处于大

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要深刻认

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

了新的变化，面临的风险、挑战和不确

定性加大。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结合宝山实际，推进宝山发展，必须坚

定不移加快经济转型发展。只有转型，

才能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宝山一路走来

的成功实践、深刻体会、经验总结。面

对经济下滑与产能过剩、成本提高与效

益下降、经济发展与资源承载、就业需

求与落后产业淘汰等一系列新情况和

新矛盾，巩固宝山已经取得的调整成

果、加快实现从传统老工业基地向现代

化城市的转变，深化转型发展，势在必

行、刻不容缓。必须坚持不懈推进经济

转型、城市转型、生态改善的协调发展。

转型发展，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生态

改善、社会管理的全面转型，是以人为

本、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深化

转型发展，必须协调推进经济转型、城

市转型和生态改善，调结构、换空间，提

功能、换优势，强管理、换效益，优生态、

换更美丽的家园、更美好的生活。必须

毫不动摇把握转型先机。深化转型发

展，妥善处理调与换、退与进的关系，必

须增强率先一步、抢抓机遇的战略思维

能力，在大调整中实现领先突破、弯道

超越，反之则错失良机、积重难返。把

握转型先机，从宝山实际出发，遵循经

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要在深

化转型中使经济发展有一定速度、城市

建设有一定力度、社会管理有一定强

度，齐头并进，整体提升。必须切实增

强忧患意识。转型发展越深入，难题越

多、压力越大，在所难免。坚持把宝山

发展放在上海乃至全国发展的大背景、

大环境中来谋划推进，必须高度重视将

要遇到的突出问题和瓶颈约束，必须充

分估计将要遇到的各种风险和困难挑

战，看清问题，看足困难，以创新求突

破，以改革促转型，沉着坚韧，不甘人

后，远近结合，实干破题，始终把发展的

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

坚韧不拔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

设。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

落实在推进深化转型的过程中，各级党

组织、广大党员作用的有效发挥上；体

现在加快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各级党组

织、广大党员坚持群众路线，脚踏实地、

实干兴区上；最终汇集到“两区一体化”

总目标和“五个好”总要求宝山转型发

展的宏伟蓝图上，同心同德、步调一致，

不断取得调整转型攻坚战的新胜利。

区委对 ２０１３年工作的要求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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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

届市委三次全会部署，坚持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总方针，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围绕“两区一体化”总目

标、贯彻“五个好”总要求，稳中求进、开

拓创新、攻坚克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

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

２０１３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
指标为：区增加值可比增长８％，区地方
财政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２％，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３５０亿元，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１０％以上，城镇登记失
业人数控制在３０１万人以内。

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

一体总布局，围绕“两区一体化”总目标

和“五个好”总要求，突出抓好四方面

工作：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更

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积极推动经济

转型、城市转型深度融合，进一步增强

城市活力、区域经济实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

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聚焦三条

轨道交通线，坚决调整和淘汰与都市功

能优化区的发展定位不适应、影响群众

生活的低效集装箱、钢材堆场，进一步

优化拓展城市空间布局。做大做强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着力引进和培育领军企业和领军人才，

积极搭建促进服务业集聚、增效的功能

性平台。完善城市功能，加快建设五大

城市综合体，积极拓展商旅文联动发展

的空间，努力优化产业结构。

要做优做强工业园区。深化三大

园区产业发展定位，推动园区特色化发

展，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促进工业化

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重点推进上海

机器人产业园建设，打造以机器人智能

化生产为特色的高端制造业集聚区；完

善园区功能和布局，优化管理体制和运

营机制，提升园区服务水平；加强与高

等院校合作，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提

高企业创新能力。

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坚持

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积极引入市

场机制，完善农业经营制度，提高农业

规模化经营水平。促进农业龙头企业

发展，扩大“宝农３４”稻米等品牌效应。
规范农村经济管理，稳步推进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要激发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聚

焦游轮服务、旅游会展、钢铁交易、移动

互联网、电子商务、智能制造等领域，争

取国家和全市重大改革政策先行先试，

细化落实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善政策和

服务体系。依托宝钢等部市属大企业、

大集团，主动加强沟通和服务，助推发

展新兴战略产业。发挥企业在创新转

型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和扶持企业发明

创新、改造创新和集成创新。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推广网上审批

平台。

（二）加大城乡管理和建设力度，努

力建设美丽家园。坚持将生态文明、城

乡统筹的要求贯穿于城乡建设始终，抓

住功能性、枢纽型、有利于长远发展的

重大项目，促进公共资源有效调剂与合

理配置，提升城市品质和生态质量，加

快宝山由传统工业基地向生态旅游城

市转变。

要聚焦转型发展的重大载体。滨

江地区在加快邮轮综合配套和服务设

施建设的同时，依托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临江绿地等功能性项目，完善

滨江带生态功能，辐射带动生态旅游城

市建设。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咬定

目标，加快国有企业征收补偿，继续推

动居农民房屋征收补偿，加大生态绿地

建设力度，研究确定核心区产城融合规

划方案，努力建设大型生态宜居城市综

合功能区。大型社区要超前谋划，加快

内外配套建设，顾村、罗店大型社区在

满足入住居民需求的基础上，沿沪太路

城镇发展轴瑏瑣与美兰湖新镇、罗店古镇

联动呼应、组团发展，努力打造具有城

市综合功能的北部新城，辐射带动北部

地区城市化进程。吴淞工业区继续深

化功能定位研究，完成结构规划认定报

批。老镇旧区加快改造，完善生活配套

功能。罗店老镇加快风貌改造。大场

老镇加快核心商业区建设。顾村老镇

启动改造。杨行老镇完善改造方案。

加快吴淞、张庙等地区旧区改造。

要统筹功能配置和提升。围绕都

市功能优化区的发展定位瑏瑤，深化实施

“一带、两轴、三分区”区域总体规划，加

快完 善 基 础 设 施 体 系。配 合 推 进

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Ｓ７等重大市政工程，
加快推进富长路、宝嘉公路等道路建

设，优化宝山东西向路网布局，推动过

境交通与区域交通、货运与客运相剥

离。强化组团式功能配置，南部重点配

置市政道路通畅、排水和电力，中部重

点弥补提升完善功能配套，北部重点推

进城市化发展。推动水、电、煤气、通信

等公用事业进一步提升扩容，加快实施

变电站、排水、燃气改造等项目建设，推

进教育、医疗、文化等项目建设，优化提

升社会事业资源配置。

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进一

步巩固提升“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创建

成果，积极争创“国家卫生区”，提升

城管网格化管理水平。加快推进顾村

公园二期生态绿化建设。突出水安

全、水环境和水景观协调，完成一批积

水点改造，建成一批防汛设施，推进截

污纳管和骨干河道综合治理，加强农

村生活污水设施管理。推进第五轮环

保三年行动计划，促进区域污染物排

放总量稳步下降，提升区域环境空气

质量优良率。

（三）着力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推

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必须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

会管理体制，努力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

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以

创建创业型城区为载体，发挥创业带动

就业效应。推进青年“启航”计划，深化

来沪人员“满意３６０”服务品牌瑏瑥，加强

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各类群体就业，确

保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按

期安置率保持１００％。加强劳动保障监
察和劳动争议调解，规范用工行为，推

进企业集体协商与民主管理，促进劳动

关系和谐。

要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有效

对接各项新保障政策，完善新农保区级

统筹。提高征地保障待遇，确保新征地

人员落实社会保障率１００％。完善社会
救助机制，深化“八送”瑏瑦帮困送温暖等

活动。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做好为

老服务工作。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

服务体系，创建“全国阳光家园示范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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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加快

区属动迁安置房建设，继续开展动迁基

地削减，力争经过 ３年左右努力，基本
解决在外过渡动迁居农民的安置问题。

推进公共租赁房项目建设。有序开展

租金配租和实物配租工作。实施第四

批经济适用房选房供应工作。加快推

进北部地区农民居住条件改善。

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突

出内涵发展，推进“五化”瑏瑧建设，增强

优质资源辐射功能。推进学前教育“四

个优化”瑏瑨，加快高中教育特色发展，推

进职业教育联动发展。创建“全国社区

教育示范区”。加快顾村青少年创新教

育和实践中心建设。

要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发挥

华山医院北院等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带

动作用，完善“４＋１”卫生服务体系瑏瑩，

拓展医疗联合体功能。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巩固国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创建成果。

要夯实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健全

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

众自治机制，加强居（村）委会自治能力

建设。完善“镇管社区”模式，提高大型

社区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延伸城乡社

区“四个中心”瑐瑠的服务功能，实现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一口受理”全覆盖。

推动社区共驻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和管

理。深化和拓展“六位一体”综治警务

室瑐瑡的服务管理功能，整合业委会、物业

公司等管理力量，形成行政管理与自治

管理、小区管理的有效互动。深入开展

“一街镇一村居”社会管理创新，推广星

星村、华欣苑综合管理试点经验。规范

实施居住证积分管理制度，推进“三个

实有”瑐瑢管理服务全覆盖。

要发挥法治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深入推进依法治区，加强法治的引领、

示范、协调和保障作用。加大依法打击

处理违法犯罪行为力度，在从严执法中

体现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平正义。注

重资源整合，建立执法联动机制，深入

推进城市管理“大联动、大联勤”。深入

开展“六五”普法教育。

要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健全

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建

立群众诉求分层分责快速解决机制。

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完善人民调

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落

实信访工作“一岗双责”，深化领导干部

信访包案、接访和下访工作。落实重大

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深化平安创建，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深入开展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

治和“宝剑”系列等专项行动。推进平

安实事项目。继续实施“无刑案”“六

无”平安居（村）评选。加强平安志愿

者队伍建设。争创“上海市平安示范城

区”。

要切实维护城市运行安全。完善

重大公共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深入推

进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地下空间安全

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食药品安全

的监督执法和专项整治。深化拆违控

违工作。加大非法客运整治力度。加

强无证无照经营和“群租”整治。加强

对物业公司的行业指导和管理。

（四）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坚持价值引领、文化惠

民、共建共享，丰富城市内涵、铸造文化

品牌、发展文化产业，树立文化自觉和

文化自信，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

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

潮、凝聚社会共识，弘扬民族精神、时代

精神和上海城市精神，倡导公正、包容、

责任、诚信的价值取向。推进公民道德

建设，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教育，加强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

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深化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宣传和弘扬身边的先

进典型，引导和鼓励市民参与志愿服

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发展。

要营造健康向上、团结奋进的社会

舆论氛围。深化群众性宣讲宣传工作，

主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培育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

问题，集中开展宣传教育和主题实践活

动。加强内宣外宣网宣工作，积极宣传

党的大政方针，通达社情民意，弘扬社

会正气。聚焦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众

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增强对重大政

策、重大事件、重要舆情和社会热点的

引导能力。以网络诚信建设为重点，加

强网络文化建设，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

环境，完善宝山政务微博群，善于运用

新兴媒体，融合多种传播手段，提高舆

论引导和应对水平。

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

公共文化设施布局，推进街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建设全覆盖，加快农村文化活

动分中心建设。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和

产品供给能力，精心举办第八届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深化“一地一品”特

色文化品牌瑐瑣建设。强化文化、科技场

馆等资源的整合利用，努力满足城乡居

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群众体育、竞

技体育全面发展，打造两大“十、百、千、

万”品牌系列瑐瑤。

要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助推文化

创意产业园建设，培育文化创意骨干企

业和品牌。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专

业化管理运营机制，引导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化宝山沪剧艺

术传承中心改革，探索完善沪剧剧目市

场运作机制。

三、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宝山各级党组织肩负着带领全区

人民加快实现“两区一体化”总目标、整

体落实“五个好”总要求的重责大任。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作用发挥得

好，与人民群众联系深入，转型发展的

工作就更实、成效就更突出，人民就更

幸福、更满意。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认真落实市委的工作要求，要求我

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努

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细化

落实各项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尤其要突

出以下重点：

（一）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思想理

论建设这个根本，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

追求，重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与深化宝山转型发展相联系，与宝山

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肩负的职责使命

相统一。抓好理想信念这个核心，就是

要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秉持为了党的事业贡献个人一切的坚

强品格，牢记宗旨、志存高远；就是要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落实到脚踏实地推进“两

区一体化”总目标的发展实践中，落实

到坚定不移实现“五个好”总要求的具

体工作中，真正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共

产党人瑐瑥，一个事业信赖、组织信任、人

民信服的共产党人。

（二）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

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群众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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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是我们党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始

终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落实中央和

市委要求，在转型发展、城乡一体中率

先突破，必须要有牢固的群众观点。群

众观点不空洞，是靠干出来的、做出来

的，必须准确把握群众的新期盼，更加

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更

多地靠制度来解决民生难题。群众观

点不抽象，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尤其是在新形势下，要继承发扬行之有

效的老办法，做实做好现有的好办法，

积极探索群众工作的新方法，始终在群

众中研究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加强群众

工作。群众观点须臾不能忘，要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倡导共建共享的理念，不

喊空口号、不开空头支票；要尊重群众

主体地位，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

础作用，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法

治理念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坚

持原则，回应群众关切，不做老好人、不

滥用公共财力和资源、不违背规律、不

用片面的方法去博取一时的掌声。弘

扬群众路线，要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

认真组织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

教育实践活动；要带头执行中央关于改

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

定，凡是中央和市委有明确要求的、我

们必须严格做到；凡是我们能够做得更

好的，要体现从紧从严原则，结合实际

制定细则，做到可操作、可落实、可检

查。要切实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果必

信，对执行制度的情况加强评估和督

查，区委常委会要带头执行、接受各方

监督，带头弘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

（三）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

治本色。围绕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

治清明的目标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

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努力营造

勤政廉政、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严格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全面推进惩

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宣传

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健全分层

分类施教机制，严格规范党员干部廉洁

从政行为。加大办信查案工作力度，强

化查办案件的震慑治本功能。深化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扩大“制度加

科技”防治腐败工作覆盖面，重视群众

监督、舆论监督和网络监督，不断健全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基层

党风廉政建设，规范基层执法行为，切

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严

肃党的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

立党章意识，严格遵守党章，切实做到

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加强对政治

纪律、组织纪律执行情况和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有令

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

（四）进一步增强党的创造活力。

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切实保障党员主

体地位，完善党内各项制度，自觉按照

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

事，切实营造听真话、讲实话的良好氛

围，确保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严格落

实区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健

全全委会决策和监督机制，提高科学决

策水平。探索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多种

实现形式，全面实施农村“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瑐瑦，建立社区党员代表议事会制

度，落实党内民主评议等制度，完善党

代表任期制，深化党代会代表提案制，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支持人大及其常

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支

持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创造性地推进各

项工作。支持政协履行好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进一步巩固和

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支持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不断加强党管武装、党校、档案

和史志等工作。

（五）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

定性因素，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骨干

力量。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干部

队伍建设提出的“四个坚持”瑐瑧，继续深

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注重在实践中

培养选拔干部，用贯穿在日常工作中的

制度来保证干部在实践中得到磨练。

注重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做到干部认

可、群众认可，过程认同、结果认同。在

注重年轻干部选拔培养的同时，充分发

挥好各年龄段干部的作用。更加注重

“一把手”队伍建设，发挥“一把手”对

班子精神状态、民主作风、工作能力等

建设的带头示范作用。进一步形成敢

担当有机会、能干事有舞台、干成难事

受激励的浓厚氛围，打造一支政治坚

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干

部队伍。

（六）进一步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

础。党的基层组织必须始终牢记团结

带领群众贯彻落实党的理论方针政策、

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职责，关键是

做到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群众得

实惠，充分尊重基层创新实践、充分尊

重群众首创精神。要全面落实《加强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进一

步推进各领域的基层党建工作，扩大党

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发挥基层党组

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

和谐的作用，以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动

其他各类基层组织建设，成为联系群众

的神经末梢、攻坚克难的战斗堡垒、推

动发展的领导核心；进一步加强基层党

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研究制定居（村）

党组织书记培养管理办法；深化组团式

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健全党员立足岗位

创先争优长效机制，加强和改进党员教

育管理服务，推动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

同志们，努力实现宝山发展蓝图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在市委的领导下，围绕“两区一体

化”总目标，贯彻“五个好”总要求，深

化思考认识，狠抓推进落实，加强团结

协作，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现代化滨

江新区建设！

注释：

① 以下简称“两区一体化”总目标。
② 以下简称“五个好”总要求。
③ 四届区委提出的“一年小变样、三年中变样、五年大变样”的奋斗目标。
④ 五届区委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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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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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确立“１＋３”考核体系：“１”是指年度实绩考核指标体系，“３”是指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动拆迁基地清理和动拆迁工作、信
访工作等单项考核。

⑥ 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
⑦ “１”是指《宝山区加强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４”是指《宝山区村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宝山区村级集体投
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村主要干部收入分配管理的意见》和《关于规范村级集体经济

组织公务接待及会务考察费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

⑧ 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管理。
⑨ 年初，集中梳理推进７８个重大项目；年中，又集中梳理推进３８个重大项目。
⑩ 严厉打击整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黑作坊”、制售假冒伪劣生产生活资料的“黑工厂”、收赃销赃的“黑市场”和涉黄
涉赌涉毒的“黑窝点”。

瑏瑡 “３５８”，指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三年加快推进，五年形成格局，八年基本实现”；“６５０”，指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要着力在统筹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管理等六个方面下功夫，加快推进落实５０项
主要指标和实事项目。

瑏瑢 廉租住房、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征收安置住房（动迁安置住房）。
瑏瑣 《上海市宝山区区域总体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２０）》明确宝山区域空间布局结构为“一带、两轴、三分区”，“一带”是指滨江发展
带，“两轴”是指宝杨路—宝安公路综合发展轴、沪太路城镇发展轴，“三分区”是指外环线以内的上海中心城宝山部分、外

环线与郊环线之间的宝山新城区、郊环线以北的综合产业区。

瑏瑤 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和《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宝山为全市都市功能优化区。
瑏瑥 “３”是指服务水平提升、服务流程优化、服务内容创新三项承诺；“６”是指培训、服务、业务、宣传、监督、文化等六项管理体
系；“０”是指归零服务心态，历练内功、探索方法，提高服务质量。

瑏瑦 送关爱、送物品、送补助、送岗位、送服务、送保险、送医疗、送欢乐等８项实事工程。
瑏瑧 细化资源布局，强化队伍建设，深化精细管理，优化教育评价，亮化品牌项目。
瑏瑨 优化资源配置、优化课程评价、优化园际联动、优化医教结合。
瑏瑩 “４”是指四大医疗联合体，即以市一医院、华山医院、曙光医院、市三医院为龙头，分别与区域内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组成的市一、华山、曙光、市三四大医疗联合体；“１”是指区域康复联合体，即以第二康复医院为龙头的区域康复联
合体。

瑐瑠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综治工作中心。
瑐瑡 居（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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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瑐瑢 实有房屋、实有单位、实有人员。
瑐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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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庙排舞等。

瑐瑤 群众体育十大特色项目、百个精品活动、千个健身团队和万人群众体育大会；竞技体育十项青少年系列赛、百名优秀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苗子、千名注册运动员、万人阳光体育大联赛。

瑐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会见罗阳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时指出，人们常用“最美中国人”来表
达对时代英雄模范人物的赞誉，罗阳同志就是最美中国人，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说他顶天，就是罗阳同志有着崇

高的理想信念，志存高远、心系蓝天，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说他立地，就是罗阳同志脚踏实地、爱岗

敬业、恪尽职守，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有着坚定的执着和追求。

瑐瑦 “四议”是指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是指决议公开、
实施结果公开。

瑐瑧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注重实际、群众公认。

７

区委工作报告



区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在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宝山区区长　汪　泓

区长汪泓作政府工作报告 摄影／浦志根

一、２０１２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２年是宝山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的重要一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

坚强领导下，全区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突出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总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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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总目标，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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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总要求。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积极应对外部严峻挑战和

自身转型压力，实现区地方财政收入

９４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区可用财力
达１５３亿元；完成区增加值８２４２亿元，
可比增长１０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４６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５％；城镇
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 １１３％和 １１９％③。全国首个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落户宝山，

“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国家知识产权

试点城市”通过验收，荣获“全国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上海市

征兵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顾村公园、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科

技馆、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入选国

家４Ａ级景区。一批单位获得国家级荣
誉称号④。实现了本届政府工作的良好

开局，在新一轮发展中迈出了坚实有力

的一步。

一年来，我们不畏艰难、不惧挑战，

坚持在发展中调整、在创新中转型，坚定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集聚效应

进一步显现。“四个试点区”⑤建设有序

推进，“一带三线三园”⑥产业布局基本

形成。累计建成１０个国家级、市级服务
业园区⑦，上海钢铁交易中心建成启用。

成功举办上海旅游节开幕活动、２０１２邮
轮嘉年华和第二届上海樱花节，接待游

客１５０万人次，同比增长８０％。电子商
务零售额达 ５０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
倍。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提 高 到

５６５％，居郊区县首位。产业结构调整
进一步深化。在建服务业载体１８９万平
方米，绿地风尚等一批新项目投入运营，

宝山万达广场开业半年实现营业额６亿
元。巴仕特电气、宝钢不锈钢二期等启

动建设，太平洋机电、中钢（上海）公司

等建成投产。实现工业销售产值１４８８６
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５％。关停调整宝昌
铸造等４８户企业。完成市下达的２８户
危化企业调整任务。新建３７６亩设施菜
田，创建１０个农业示范合作社，８００亩标
准化水产养殖基地建成投产，“宝农３４”
优质稻米连续四年获市评比一等奖，“长

江口大闸蟹”获全国大赛金奖。一批新

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培育。集中推进两轮

重大项目⑧建设，全力克服经济下行压

力。规划建设五大城市综合体⑨，土地

收储和项目招商进展顺利。完成第三产

业投资２７２８亿元、第二产业投资３７２
亿元，为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一系列

扶持创新政策发挥效应。７８６８户企业
纳入“营改增”试点，减少企业税负２１
亿元。落实“１＋９”政策扶持资金３１亿
元，扶持项目１９９７项，有力促进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支持企业技改资金 １亿
元，带动企业先进装备投入１５亿元。实
行 “人才租房、项目资助”扶持政策。深

化与高等院校、大型企业战略合作⑩，在

全市率先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实施

产学研合作项目４０个，转化高新技术成
果２５项，３个项目瑏瑡获市科技进步奖，累

计建成３个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全社
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区生产总值的

４５％。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成
功举办２０１２中美物流论坛、中国邮轮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上海海洋论坛、长江口

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等一系列推介活动，

健全招商引资政策体系、考核办法和工

作制度，合同利用外资３５亿美元，同比
增长６２６％；新引进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
以上项目９３个瑏瑢，新加坡胜狮集团地区

管理总部等瑏瑣落户宝山。新增金融机构

１３个，金融业占增加值比重提高到
８１％。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２２亿
元，新建２亿元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
担保平台，扶持新通联、宝钢包装、相宜

本草等企业上市，支持和帮助中小企业

发展。扩大区属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

管理范围，区属国有（集体）总资产增长

６％。启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
改革瑏瑤，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瑏瑥监管平

台。援青、援疆、援藏、援滇等工作扎实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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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
摄影／浦志根

　　一年来，我们优化布局、落实规划，
坚持以功能为先导、以项目为载体，扎实

推进重点地区调整转型。细化“十二

五”规划体系，完成３３项控详规划编制。
滨江地区功能开发进入新阶段。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全年靠泊大型邮轮６０艘次，
出入境游客２８万人次，占全市邮轮游客
总数７５％以上，成为亚太地区的邮轮枢
纽港。上港十四区转型项目“上港滨江

城”顺利开工，吴淞零点广场、滨江大道、

宝杨路码头交通枢纽实现建设节点，上

海国际邮轮人才培养基地、上海国际邮

轮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国际游艇培训中

心、上海国际邮轮学院、上海国际邮轮配

送中心等一批功能型项目相继启动，成

功举行首次国际邮轮公司全球采购研讨

会。南大地区整治调整取得新进展。编

制形成“１＋１２”瑏瑦规划体系。依法作出
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决定，完成

一期居（农）民征收补偿准备工作，一期

集体企业动迁签约率达 ８５２％、腾地
１２５０亩。关停 １１户高污染、高风险企
业。拆除违法建筑９８万平方米。一期
３０公顷绿地基本建成。８８万平方米动
迁安置房开工建设。大型社区开发建设

呈现新形象。１１５万平方米顾村馨佳园
社区整体交付入住，超市、菜市场、社区

巴士等公用设施陆续投用，群众“开门七

件事”更为便利。罗店大型社区基本完

成土地收储，在全市首创大型社区建筑

风貌导则，顺利推进２００万平方米市属
保障房和一批配套设施建设。老镇旧区

改造取得新成效。大场老镇核心区完成

动迁９８１％。罗店老镇亭前街整治完
成９７％。顾村老镇完成规划调整。老
公房成套改造近２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３２５户。张庙一条街、吴淞西块、八棉二
纺等综合改造有序推进。吴淞工业区战

略转型取得新突破。落实市政府和宝钢

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精神，完成吴淞工业

区发展战略研究，持续深化概念性规划，

启动功能布局规划研究。上海玻璃博物

馆二期等项目进展顺利。

一年来，我们坚持民生优先导向，顺

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深入推进城乡统

筹、转型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融并进。

“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瑏瑧进一步落实。累

计完成农村路网体系建设等３９项主要
指标和实事项目。配合推进长江西路越

江隧道、Ｓ６高速公路等一批市级重大工
程，潘泾路三期、镜泊湖路全线贯通，吴

淞大桥完成抢修加固，宝安公路、康宁

路、殷高路等拓宽改建实现建设节点。

新辟、调整公交线路１４条。改建区级农
村危桥２７座。完成高境地区１７万户
家庭燃气内管、张庙地区１７万户低压
电网改造。新建、改建标准化菜市场 ６
个。完成光纤到户建设１３万户，开通牡
丹江路（商业街）无线上网工程。促进

就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新增就业岗位

２７万个，实现非农就业５２３８人，扶持成
功创业６３２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３０１万人以内，就业困难人员、“零就
业家庭”成员按时安置率保持１００％，创
建 “满意３６０”“公信仲裁”等一系列服
务品牌，就业工作考核列各区县第二位。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完成年度目标的

１６８８％，劳动争议案件按期办结率保持
１００％。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农
村居民落实保障 ４７万人，参保率达
９８９％，列各区县首位。外来从业人员
参加城保 １９８万人。居民医保参保缴
费１４４万人。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１８万人。被征地人员全部落实社会保
障。老年农民统筹月养老金、新农保参

保养老人员月平均养老金、区征地养老

人员月生活费标准，分别提高到４１５元、
６２６元和 １０００元，增幅为 １２２％、１３％
和１５６％。投入社会救助资金 ２１亿
元，受益群众８０７万人次。完成一批为
老实事项目瑏瑨，高境镇敬老院建成运营，

庙行镇敬老院基本竣工，新增养老床位

３７３张、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３４２名。出台
１０项助残新政策，惠及残疾人２万余人
次。高境胜通、庙行共康、大场祁连等３
个市属保障房基地开工４０万平方米，竣

工２９万平方米。宝山工业园区公共租
赁房启动建设。新增租金配租家庭２０３
户。经济适用房受益家庭达 ３２０７户。
建成区属动迁安置房３１万平方米，可安
置在外过渡家庭１１００户。

一年来，我们强化基层基础，妥善化

解矛盾，保障公共安全，积极推进社会管

理创新实践。探索了一批基层服务管理

新机制。结合人大代表议案办理，改进

和加强大型社区服务管理，探索物业管

理和财力保障长效机制，规范居委会联

合服务中心运行，推广“五融”瑏瑩工作法

和“四联”瑐瑠新机制。加强社区“四个中

心”瑐瑡建设，强化“三个实有”瑐瑢全覆盖管

理。建设城市综合管理体系瑐瑣，开展 ４４
个社区综合管理创新试点。制定一系列

政策瑐瑤，规范农村基层管理。建立区、

镇、村三级联动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

制。圆满完成３７４个居（村）委会换届选
举。化解了一批突出矛盾。集中力量破

解难题，削减存量拆迁基地３４个，动迁
居民２４３户。市下发的５７件信访积案
化解终结率达９１２％，１６件重信重访化
解率达 １００％，区信访总量下降 ４９％。
完善大调解工作机制，调解成功率达

９８６％。深化需求导向型帮教模式，刑
释解教人员帮教率达９９３％。建立了一
系列城市安全运行保障机制。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打非治违”行

动，完成１万名农民工安全知识培训，未
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创新食品

安全监管机制，成立全市首个食品生产

企业联合会，开展废弃油脂等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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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一批食品安全示范店、示范街区和

示范街镇。２５８个零售药店全部实现在
线实时监控。圆满完成高层住宅增配消

防设施、居民小区更新消火栓等一批实

事项目瑐瑥，火灾事故同比下降 ５０８％。
依法加强非法客运整治，严厉打击各类

犯罪活动，“八类”案件瑐瑦发案率下降

７７％，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居各区县
前列瑐瑧。

一年来，我们聚焦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和成果共享，大力

推进城乡社会事业同质化发展。文化建

设迈上新台阶。全面落实《实施意

见》瑐瑨，着力打造四大平台瑐瑩，扎实推进

“文化强区”建设。宝山图书馆新馆建

成开放，日均接待读者４５００人次。创排
大型现代沪剧《挑山女人》，首轮公演３０
场，社会反响强烈。完成１５万户有线电
视数字化整转工程，建成５个新农村文
化活动分中心。１００场文艺演出、６００次
文化资源配送、４３００场公益电影送进农
村和社区。教育现代化建设迈出新步

伐。顺利通过市“区域推进教育现代化

综合督政”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

政”。全面完成教育实事项目瑑瑠。稳妥

应对净增近８０００名学生入学高峰，来沪
人员近５万名随迁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
务教育。成功承办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桥牌锦标赛。公办高中应届考生本

科达线率为 ８７４％。本区学生在各类
比赛中屡获殊荣瑑瑡。大型话剧《永远的

陶行知》巡演圆满，“学陶师陶”活动深

入开展。“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创建

扎实推进。卫生服务能力得到新提升。

华山医院北院建成启用，大场医院等建

设基本竣工，一钢医院筹建转型为市第

二康复医院，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创建为

三级甲等医院。家庭医生责任制覆盖部

分街镇瑑瑢，建成杨行、泗塘、高境、淞南等

４个市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
一批医疗惠民实事项目瑑瑣。积极推进健

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本区荣获“上海市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突出贡献奖”。

深化推进“幸福泉·泽万家”系列品牌

建设，圆满完成一批人口计生实事项

目瑑瑤。体育工作取得新成绩。区体育中

心开放以来接待市民近２００万人次；成
功举办２０１２年“宝马杯”高尔夫球大师
赛、“东鼎国际杯”２０１２宝山国际男篮挑
战赛、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

比赛、区群众体育大会等一系列赛事；国

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加快创建，

在市级以上比赛中屡获佳绩瑑瑥。国防教

育、双拥共建、兵役工作进一步加强。民

族、宗教、对台、侨务、科普、档案等工作

取得新进展。妇女儿童、红十字、慈善等

事业持续发展。

一年来，我们践行世博理念，改进城

市管理，着力推进宜居城市建设。节能

减排力度进一步加大。推行“节能五色

管理法”，扶持节能降耗资金１５亿元，
完成重点企业电能平衡测试２６户、节能
工程改造３５项、企业清洁生产试点审核
３２户，节约标煤１０万吨，超额完成单位
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年度目标，居全市

前列。生态宜居程度进一步提高。实施

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深化“网格色

标环境管理”机制。加快推进顾村公园

二期等生态工程，新增绿地１３３５公顷。
林木绿化率达２４３％、人均公共绿地达
２２４平方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启动
庙行排水系统建设，敷设污水二级管网

６２４公里，完成积水点改造１７９处、农村
村庄改造 ２５７０户。骨干河道整治率提
高到 ７２％，城镇污水纳管率提高到
８７％。城市长效管理进一步加强。区本
级财力投入城市管理和维护费用９７亿
元，加强市政市容联动管理，规范户外广

告设置，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处置，完

善控违拆违长效机制，全面启动“国家卫

生区”创建。城市网格化管理平台处置

案件６２万件。３００余个建设工地全部
纳入信息化全程监管。积极应对“海

葵”台风，实现安全度汛。

一年来，我们主动面对新形势和新

考验，以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重点，持续推进政

府自身建设。自觉把制度建设作为班子

建设重要内容。修订区政府议事规则，

全面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坚

持依法行政、科学决策、规范履职。自觉

把推进发展、改善民生作为履职重点。

深入街镇、园区开展集中调研，及时解决

基层反映的９０余个突出问题。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网上审批事项办

理跟踪、同步监督、预警纠错。优化公共

财政支出结构，区本级用于民生保障、社

会事业和城市建管投入达６８９亿元，占
区本级支出的７３％；教育、卫生、农业水
利、计划生育等四项经费全部实现法定

增长。推行政府投资审计管理和审计整

改联动，对南大地区整治调整等实施重

点项目行政监察。厉行勤俭节约，公务

用车制度改革平稳实施。开通运行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初步形成服务体
系。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监

督。坚持向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

作、向区政协通报工作制度。注重提高

人大代表议案、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的

办理实效，代表和委员表示满意和基本

满意占９８％，表示理解占２％瑑瑦。依申请

公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４８０９条。宝山
政务微博开通 １１个月累计发布信息
３１００条，信息发布量和关注度均居全市
前列瑑瑧。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

市委、市政府和区委正确决策、坚强领导

的结果，是全区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奋斗

的结果。立足新起点，推动新发展，必须

坚持深入学习、准确领会市委、市政府和

区委的决策部署，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作为工作的主题和主线，着眼全局、融入

大局，借势借力、主动作为；必须坚持把

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心全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牢记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

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在此，我谨代表

宝山区人民政府，向辛勤劳动、无私奉献

的全区人民，向关心、支持、参与宝山发

展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领导、老同

志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和最诚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深切体会到，前进道路

上还充满各种风险和挑战。在经济发展

上，面对经济趋势性下滑和较大波动的

外部环境，转型发展难度进一步加大，转

方式调结构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城市建

设上，快速增长的人口规模、亟待提升的

功能配置和加快弥补薄弱环节并存，统

筹建设和精细管理的任务更加繁重。在

社会管理上，与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尚有差距，探索创新的力度需要进一步

加大。面对我们担负的历史重任，少数

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理念、服务态度、服

务效率存在明显差距，个别政府工作人

员进取心不足，被动应付、甚至渎职腐败

的情况仍有发生。对此，我们必须保持

清醒头脑，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切实增

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

意识，不回避、不推诿，认真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３年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２０１３年是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一年，是全力推进宝

山“十二五”发展的关键一年。面对形

势的发展、人民的期盼，落实好市委、市

政府和区委的要求，我们责任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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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我们应该看到，宝山已经站上更

高的发展起点，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和支

撑，更有信心和能力迎接挑战、克服困

难。我们更要看到，稳增长压力加大，调

结构难度增加，就业形势趋于严峻，各种

潜在风险和矛盾问题还在凸显。我们一

定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一分清醒，居

安思危，未雨绸缪，迎难而上，克难奋进。

２０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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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市

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总体部署，坚持创新

驱动、转型发展总方针，以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围绕“两区一体化”

总目标、贯彻“五个好”总要求，稳中求

进，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更加奋发有为

地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

根据区委六届三次全会总体部署，

综合各方面因素，建议２０１３年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为：在提高质量效益

基础上，区增加值可比增长８％，区地方
财政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２％，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完成３５０亿元，单位增加值综
合能耗下降４％。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１０％以上。城镇登
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３０１万人以内。

做好今年工作，要更加注重在空间

布局优化、功能效益提升中深化调整转

型。积极应对经济下滑与产能过剩、成

本提高与创新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承

载、就业需求增长与落后产业淘汰等一

系列新矛盾，着力增强创新驱动的发展

新动力，着力拓展城乡一体的发展新平

台，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新活

力，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新体系，着

力深化结构调整，着力提高转型效益，实

现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升。更加注重

在以人为本、服务民生中改善民生。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全区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待，努力让全区人民享有良

好的教育、充分的就业、可靠的社会保

障、优质的医疗服务、丰富的文化生活、

舒适的居住条件、优美的生态环境、便利

的交通出行、和谐的社会氛围、文明的城

市形象。更加注重在创新体制机制、推

进法治建设中加强社会管理。坚持依法

治区，自觉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精神，动员

和支持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民生事

业、城乡建设、公共管理，积极投身现代

化滨江新区建设，共同使经济发展保持

一定速度、民生改善保持一定力度、城市

建设保持一定进度、社会管理保持一定

强度。更加注重在生态、生活、生产的协

调发展中建设美丽家园。把生态文明建

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全面促进

资源节约，加强宜居环境建设，完善长效

管理机制，发挥生态改善综合效应，推进

产业转型、带动功能提升，努力让宝山成

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家园。更加注

重在尽责履职、改革创新中提升政府服

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增强忧患意

识，看清问题，看足困难，沉着坚韧，不甘

人后，远近结合，实干破题，始终把发展

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进一步把

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改革推动、发挥市场

作用、调整政府服务与管理方式，落实到

坚决突破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难题上，

体现到坚持群众路线、实干兴区上，进而

把全区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汇集到实现

“两区一体化”总目标、“五个好”总要求

的宏伟蓝图上，齐心协力、团结奋进，不

断取得转型发展攻坚战的新胜利。

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深化完善规划体系，优布局、

腾空间，抓机遇、促转型，加快建设美丽

家园。规划体系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集

中体现，是汇聚发展共识、引领发展实

践、规范推进项目、提升发展质量的行动

指南。深化完善规划体系，重在对接优

化、科学布局、盘整资源、完善功能，为加

快转型发展抢机遇、聚优势、引项目。

以规划促进空间结构再优化。对接

上海城市结构和功能布局的新变化，借

助上海城市南北发展轴线瑑瑨的综合带

动，优化“一带、两轴、三分区”区域总体

规划，落实“十二五”发展规划，完善发

展战略、空间网络、组团布局、功能分工，

整体提高空间利用效率，深化产业转型、

城市转型、生态改善的协调并进。

以规划促进城市功能再完善。顺应

城市能级的提升，系统优化教育、卫生、

文化、体育、交通等公共资源的均衡配

置。立足南、中、北三分区实际，聚焦重

点、组团联动，完善和提升南部道路、排

水和电力布局，弥补和加强中部综合功

能配套，带动和加快北部公共设施建设，

巩固促进城乡互动的发展格局。

以规划促进产业转型再提升。深化

“四规合一”瑑瑩引导机制，聚焦滨江地区、

南大地区、轨道交通沿线和一批重点产

业园区，强化控详规划编制，优化区域城

市设计，深化产城融合发展。加强产业

用地二次开发，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推进土地收储和出让，高质量、高标准地

实施调整转型。

以规划促进城市特色再凸现。深化

滨江带等重点区域功能研究，集聚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吴淞工业区、张庙一条

街、顾村公园等独特资源，汇集百年开

埠、邮轮旅游、现代工业、新兴产业、生态

景观、国防教育、都市风貌、田园风光等

特色元素，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休闲旅游

服务等配套设施，进一步凸现滨江临海、

人文深厚、大都市与新农村和谐相融的

宝山城市特色。

（二）深化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

级，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经济建设是富民之基、兴区之要，是解决

发展中问题的关键。提高经济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重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转型

发展为动力，加强政策引导，打造功能平

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转型与

城市转型深度融合，进一步增强城市活

力、区域经济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大力加强创新驱动。坚持以企业为

主体，加大政府引导力度，促进体制、机

制、技术、管理、政策协同创新，进一步增

强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新动力。对接一

批市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争取纳

入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

建设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科技成果

转化力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大企

业、科创企业主导的技术研发创新机制，

鼓励一批企业技术集成和模式创新。深

化区校、区企合作机制，组织产学研合作

项目３８个，推进２０个专利新产品产业
化，创建５个市级、区级企业技术中心，
新建１个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推进国
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复旦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一批优秀大学科技园区等创新

载体与孵化基地的落地建设。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依托“一带三

线三园”产业布局，重点发展信息服务、

现代商贸、旅游及邮轮服务、专业服务、

智能装备、新材料等六大产业，加快培育

机器人、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重点提

升物流、钢贸、加工等三大行业；重点调

整低效、污染、危化等三类企业，集中力

量调整集装箱（钢材）堆场，加快推进

“６３３”产业发展布局瑒瑠。加大项目投资

力度，推进日月光等一批现代服务业项

目建设，力争宜家家居、绿地正大缤纷城

等２６个项目竣工开业。深化商、旅、文、
体、农联动发展，加快五大城市综合体建

设，优化罗店美兰湖文化旅游度假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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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罗泾休闲旅游度假区，创建“全国旅游

标准化示范区”，打造生态旅游城市。积

极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罗泾镇花红村

１０３０亩高水平粮田、景瑞农业配送中心
二期、超大食用菌生产基地三期等一批

项目，让务农兴农增效益、得实惠。

做优做强工业园区。积极融入市级

优势园区，深化三大园区产业发展定位，

推动园区特色化发展，促进信息化和工

业化深度融合。完善宝山工业园区功能

配套，加强与宝钢罗泾基地联动发展，加

快建设新材料、智能装备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地。提升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产业

能级，重点发展研发销售“两头在沪”企

业，加快建设总部经济、科技研发等综合

性产业基地。大力推进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建设，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基地。继续

推动项目向园区和产业区块集中，加快

康臣特种材料等３０个先进制造业项目
建设，确保远东阀门等 １５个项目竣工
投产。

积极发展平台经济。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抓紧建设和提

升一批功能性平台，在全市产业发展中

抢得先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邮轮配送

中心、上海国际酒类贸易中心、上海木材

交易中心建设，确保上海大宗商品信息

中心投入运营。积极提升金融服务功

能，吸引各类金融机构集聚发展，完善区

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推动企业上

市、股权托管、重组并购，促进金融资本

与产业资本互动融合。

加大政策聚焦力度。积极争取国家

和市有关部门支持，推进“四个试点区”

和邮轮旅游、钢铁服务、移动互联网、电

子商务、网络游戏、文化创意、智能制造

等领域重大改革措施的先行先试，促进

相关行业集聚发展。完善人才扶持政策

和服务体系，促进各类人才集聚。加强

对“１＋９”政策扶持资金的全程管理和
绩效评估，加大对效益提升和贡献突出

企业的扶持力度。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强与央企、

市属企业战略合作，联手推动调整转型、

共赢发展。完善区国有（集体）资产监

管体系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优化招商

引资政策体系、考核办法和推进机制，大

力吸引社会投资。积极为各类企业转型

发展搭建平台，扶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进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合作交流

和对口支援工作。

（三）深化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加

快城乡发展一体化，协调提升城市化水

平。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宝山建区２５年
来一以贯之的共同目标，更为城市转型

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深化城乡融合，

重在放大城市功能、基础设施、产业发

展、生态环境等综合带动效应，不断提升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质量和水平。

加快推进上海北部新城建设。顾村

和罗店大型社区在满足入住居民需求的

同时，沿沪太路城市发展轴与美兰湖北

欧新镇、罗店老镇联动呼应，辐射带动北

部地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建设

具有城市综合功能的上海北部新城。依

托顾村公园、华山医院北院、轨道交通７
号线等功能型项目，深入谋划大型社区

组团发展，按照城市级功能配置，布局重

大带动项目，统筹内外配套设施建设。

突出罗店镇“一镇四貌”瑒瑡特色，积极争

创“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区”，力争

举办２０１３年达沃斯国际小城镇建设论
坛。全面完成罗店大型社区征收补偿和

土地收储，竣工各类保障房 ７０万平方
米，开工建设３７个市政公建项目，启动
建设月罗供水管网等７个外配套项目。
探索市、区联合收储模式，开展顾村大型

社区拓展区８４平方公里土地收储，推
动馨佳园配套设施建设。

积极推进老镇旧区改造。进一步完

善功能配置，促进新、老城区协调发展。

加快大场老镇二期商业设施等项目建

设，推进罗店老镇风貌保护、老小区改造

和宝山寺配套公园等项目。抓紧启动顾

村老镇改造，有序实施征收补偿。优化

完善杨行老镇改造方案。加快吴淞、张

庙等地区旧区改造，推进１００万平方米
小区综合整治。

整体发挥城市化带动效应。紧紧咬

住“三年出形象、五年基本完成”目标，

推进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和转型开发。加

快国有企业征收补偿，完成一期集体企

业动迁，力争完成一期居（农）民征收补

偿。推进二期５０公顷绿化工程，启动工
学路等４条道路建设，完成１２公里河道
整治。全面推进动迁安置房建设，力争

竣工８万平方米。固化产城融合方案，
加快建设生态型城市综合功能区，提升

外环以内地区城市化整体水平，带动周

边区域调整转型。

统筹优化城乡资源配置。配合

Ｇ１５０１越江隧道、Ｓ６和Ｓ７等市级重大工
程建设，推进宝嘉公路等６条区区对接
道路建设，加快富长路等区级重大工程

建设，完善区域路网结构，为区域客运、

货运有序分流创造条件。进一步优化公

交线网，加快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

里”问题，新辟、调整部分公交线路，提高

短驳公交线路覆盖面，提升公共交通服

务覆盖率；加快区域静态交通规划研究

和设施建设；加大重点地区非法客运整

治力度。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完

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加大农村环境

建设支持力度，实施农村村庄改造 ８９８
户。加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长效管理。

加快光纤到户建设，推进“宝山市民百事

通”平台应用，逐步提高公共场所无线上

网覆盖率；配合罗泾水厂等建设，推进北

部地区家庭燃气内管、南部地区低压电

网改造；促进水、电、燃气、通信等公用设

施扩容提升。

（四）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大力推进社会事业发展，着力提高社会

保障水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大力推进社会事业发

展，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重在“守住

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努力在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让人民过

上更好生活。

着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进一步细

化资源布局，强化队伍建设，深化精细管

理，优化教育评价，亮化品牌项目，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深化初高中教育联建体建设，开展区“新

优质学校”瑒瑢创建，提升基础教育办学水

平，让全区每一个孩子学得更好、成长得

更好。以“四个优化”瑒瑣为重点，推进学

前教育发展。探索职业教育产学研合

作、中高职贯通、普职成渗透、职前职后

发展的联动机制。加快“全国社区教育

示范区”创建，不断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推进上海市顾村青少年创新教育和实践

中心建设、宝山实验学校改造、区教师进

修学院整体迁建等项目，建设２０所心理
健康辅导室、２０个特教资源教室。深化
“学陶师陶”活动，不断强化教师队伍教

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坚持劳

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

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积极倡导勤劳

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实施更加积极的

就业政策，以政策扶持就业，以创业带动

就业，以服务推进就业，以培训促进就

业，以托底保障就业，新增就业岗位２２
万个，帮助成功创业 ６００人、带动就业
４０００人，积极创建“创业型城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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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深化服务品牌建设。推进青年“启航”

计划。确保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

庭”成员及时得到安置。推进工资集体

协商，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

裁，健全群体性劳资纠纷预防和处置机

制，保护劳动所得，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公

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普惠

和特惠相结合为重点，扩大保障覆盖面，

提高保障整体水平。探索鼓励农民参保

缴费、城乡居民自由职业人员参加城保

等激励措施，认真落实征地保障新政策，

完善新农保区级统筹、征地养老管理政

策，稳步提高征地养老待遇水平。妥善

处理各类社会保障遗留问题。完成医保

平安建设实事项目。深化社会救助体系

建设，推进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纳入低保

审核审批，深入开展“八送”瑒瑤帮困送温

暖活动，认真做好流浪露宿人员救助工

作。实施“老伙伴”计划瑒瑥和百岁老人关

爱项目，对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加大服务

力度。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２００名。
加强老年人助餐点建设与管理，推进干

休所、福利院等大修改造。实施一批助

残项目瑒瑦，争创“全国阳光家园示范区”。

扎实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健全

和完善市场配置、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

房制度，努力改善困难家庭居住条件。

开工区属动迁安置房１１２万平方米、竣
工１３０万平方米；力争用３年左右时间，
让全区８０００余户在外过渡动迁居民搬
进新居，６８个存量拆迁基地完成动迁，
北部地区１２００户集中居住农民家庭从
根本上改善居住条件。建成高境胜通等

市属保障房５６万平方米，启动２０个公
建项目建设。推进第四批经济适用房选

房供应。新增租金配租家庭１５０户。加
快宝山工业园区公共租赁房建设。

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坚持预防为主方针，

坚持中西医并重，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好

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完善“４＋
１”瑒瑧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发挥华山医院
北院等辐射引领作用，加快市第二康复

医院及其医疗联合体建设，加强医疗机

构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扩大优质医疗

资源覆盖面。推进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

革，深化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完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疾病防控应急机

制，争创一批国家级和市级示范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强化管理，优化完善新农

合政策。推进罗店医院改扩建、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二期等建设，启动光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改扩建等项目。巩固“国

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创建成果，推进第四轮健康城区三年行

动计划。加快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建设，

健全人口计生公共服务体系。

更好地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大力倡导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

价值取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

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传递社会正

能量。以文化民生为理念，加快“文化强

区”建设，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

产业快速发展。精心筹办第八届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努力创建“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提升上海樱花

节等一批文化旅游品牌。深化市、区联

动，认真承办首届上海社区文化节宝山

专场活动。推进文化引领、文化惠民、文

化精品、文化保护、文化传播、文化活力、

文化人才和文化产业建设，进一步营造

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深化“一地一

品”特色文化品牌创建。新建５个新农
村文化活动分中心，实施２０万户有线电
视数字化整转工程。深化宝山沪剧艺术

传承中心改革，探索沪剧原创剧目市场

运作机制。树立“体育是民生、体育是精

神、体育是文化”的理念，积极实施“健

康宝山、体育强区”战略，充分发挥各类

场馆设施综合服务功能，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活动，确保 ２０１３年区群众体育大
会、２０１３年“宝马杯”高尔夫球大师赛等
一批赛事顺利进行，打造群众体育、竞技

体育两大“十、百、千、万”系列品牌瑒瑨，积

极支持上海宝山女篮建设和发展，努力

打造全国知名球队。扎实推进“科技兴

区”战略，实施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行

动计划。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深入推进国防教育、双拥共建和兵役

工作，扎实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

冠”创建工作。进一步加强民族、宗教、

对台、侨务、档案等工作。进一步推进红

十字、慈善等事业发展。

（五）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积极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是深化调整、改

善民生、加快转型的内在需求，也是把生

态文明理念融入城市发展的具体体现。

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重在人口资源

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

在城市转型发展中更好地以人为本、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加大滨江地区功能开发力度。推

进“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上海

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建

设，顺应快速增长的邮轮服务需求，打

造中国乃至亚洲的邮轮门户港。协调

推进“上港滨江城”建设，加快宝杨路圈

围地块出让，启动宝杨路大修工程，基

本建成吴淞零点广场、滨江大道、宝杨

路码头交通枢纽。加快培育邮轮港口

服务、邮轮企业总部、海洋旅游、文化休

闲、购物中心、高星级宾馆等衍生产业

和服务功能，积极筹办第八届中国邮轮

产业大会、２０１３亚洲邮轮港口协会年会
暨亚洲邮轮港 ＣＥＯ高峰论坛、２０１３邮
轮嘉年华等活动，进一步拓展邮轮经济

内涵。完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周边地

区交通专项规划，推进沿江码头资源整

合利用，加快周边土地收储和功能调

整。优化滨江地区功能建设方案，启动

?藻浜两岸和上港九区、十区功能研

究，规划建设游艇产业基地，推动滨江

效应向腹地延伸。

全力推动吴淞工业区战略调整。按

照市政府与宝钢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精

神，支持宝钢集团钢铁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组建区级推进机构，深化产业功能

规划研究，配合宝钢集团细化工作方案。

加强与有关央企、市属企业的沟通合作，

加快吴淞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收尾工

作，有序实施企业转型和成熟地块收储。

扎实推进一批项目建设，形成整体转型

态势，增强与滨江地区的互动呼应。

积极放大生态建设综合效应。推进

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加强月浦盛

桥等重点区域污染整治，进一步降低污

染物排放总量。完成月罗路污水管复

线、庙行排水系统支管、顾村地区 １５７２
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置工程，推进一批骨

干河道综合治理，确保城镇污水纳管率

和骨干河道整治率有新提高。巩固提升

“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创建成果，推进顾

村公园二期、外环林带等生态工程瑒瑩建

设。探索生态补偿转移机制，发挥生态

改善综合优势，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引导城市功能优化配置。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坚持节约

优先、保护优先，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加强规划土地执法，严格

土地用途管制。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

总量管理。加强固体废弃物回收再利

用，推进循环经济和低碳发展。强化节

能目标责任考核，推进节能管理，完成一

批节能改造工程，确保完成节能减排年

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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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严格

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加强对房地产市场

的动态监测，科学编制土地储备和出让

计划，发挥房地产业在推动城市功能布

局、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推进城镇化和城

市化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六）注重基层基础，推进管理创

新，不断加强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加

强城市管理和社会管理，是全区人民的

共同期盼，也是建设美丽家园的重要保

障。推进管理创新，重在进一步发挥群

众参与管理的基础作用，坚持在服务中

加强管理、在管理中优化服务，加快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呈现社会

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

动局面。

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加强社区

综合管理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管理

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健全大型社区

物业管理服务运行保障等机制，优化“镇

管社区”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大型社区

服务管理。总结推广基层单位社会管理

创新经验，进一步提高基层服务管理水

平。探索组建专业社会工作室，进一步

优化基层服务管理力量。支持工会、共

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发挥密切联系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公安、城管等

部门为主的巡逻联勤模式和各执法部门

的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平安志愿者队伍

建设，完善群防群治体系，加大群租整治

力度，完成一批平安实事项目，深入开展

“无刑案居（村）委”创建活动，争创“上

海市平安示范城区”。

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坚持依法治

区，深入开展“六五”普法教育。依托社

区“四个中心”平台，推广区域化共建、

组团式服务等创新机制，实现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一口受理”全覆盖。建

设居（村）委干部培育基地，开展新一轮

市级“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示范单位”

创建活动，推进居民自治和社区共治。

拓展“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功能，整合

业委会、物业公司等管理力量，促进行政

管理、自治管理、物业管理有效互动。坚

持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居住的政策

取向，依托居住证制度完善来沪人员服

务管理，促进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相

协调。

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

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

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群众诉求

分级分责、快速解决机制。加强区、街

镇、居（村）委三级信访平台建设，推动

社会力量参与信访矛盾化解。深化大

调解体系建设，整合各方资源，积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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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重大事

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范围和指标体系，

健全与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与市级以

上重大落地项目对接机制，从源头上预

防和化解矛盾。

改进和加强城市长效管理。全力创

建“国家卫生区”，广泛开展城乡环境清

洁行动，积极营造全社会促进健康的良

好氛围，深化督查整改、解决突出问题，

确保通过市级初查，接受国家暗查和技

术评估；推进长效管理，做好罗店镇“国

家卫生镇”创建验收、庙行镇和月浦镇

“国家卫生镇”复查等工作。完善城管

监察执法机制，提高属地化执法管理能

力，加大控违拆违力度，扩大城市网格化

管理覆盖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人均垃圾处理量同比下降５％。优化建
设工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推进气象现

代化建设。抓好防汛防台工作。创建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下更大力气狠抓城市公共安全。围

绕群众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

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问题，强化安全监

管，健全排查治理常态机制。构建食品

安全信息网络，建立食品生产企业诚信

档案，建设地产农产品等食品安全检测

体系，开展整治无证无照经营等专项行

动，推进市民早餐工程等实事项目。健

全安全生产工作督办制度，落实安全监

管职责，完善安全联席会议制度，深入开

展“打非治违”行动，推进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加强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组织

和工作机制建设。强化地下空间长效管

理，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以大型车

辆为重点，深化“三个实有”瑓瑠管理，改善

区域道路交通秩序。

（七）以提高投入绩效为重点，强化

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为建设现代化滨江

新区提供财力支撑。提高公共财政投入

绩效，是财政公共属性的本质要求，人民

群众也最关注。提高公共财政投入绩

效，重在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

把人民的钱管得更实、用得更好，把党和

人民要办的事办得更好、做得更优，进一

步让群众高兴、让群众满意。

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进一步强

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努力构建均衡发

展、广泛覆盖、便民高效的公共服务框

架。深化预算编制改革，强化预算执行

管理。优化支出结构，优先保证法定增

长，优先安排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严格压

缩一般公共支出和“三公经费”。推进事

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

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提升基本

公共服务均衡保障水平。

探索健全绩效评价体系。进一步规

范操作流程，健全激励考核机制，规范财

政决策行为，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强化

政府性基金预算，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的审计监督，

完善政府投资审计管理和审计整改联动

机制。有序扩大财政预决算、“三公经

费”、行政经费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稳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积极探

索、合理划分区镇两级财权和事权，深化

区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区镇预算

管理制度，深化“镇财区管”，强化镇级

财政收支跟踪分析，推进财政精细化管

理。完善收支两条线管理，努力降低行

政成本。

（八）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加强政府

自身建设，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政府履行

职能的永恒课题，是党和政府的执政基

础、执政能力、执政队伍和执政成效的具

体落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重在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更加注重从严治政、高效施政、

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建设人民满意的服

务型政府。

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转

型发展越深入，问题越多、压力越大、推

进越难，必须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和智

慧，深化改革，创新突破。切实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进一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

供优质政务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

境。围绕规划落地、项目落地、开工落

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流程优

化方案，扩大告知承诺范围，进一步压缩

审批期限。应用网上行政审批平台，对

重点项目实行“一门式服务、专人跟踪、

工作组推动”，进一步提高服务效能。推

进区行政服务中心改造，加快实现“一门

受理、一门审批”，进一步方便群众、企业

和基层办事。

持续深化勤政廉政优政建设。认真

开展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教育实践活

动。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下决

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

不良风气。建立健全定期检查、专项督

查和纪律保障机制，加大尽责调查力度，

对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进行责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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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真承办“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深
入开展“万人百企评机关”“百姓连线”

等活动，广泛听取各界意见。深化“制度

加科技”手段，加强对行政审批、工程建

设、资金运行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

综合监督，进一步提高行政执行力。大

力推进审计结果等信息公开，加大公共

权力运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公

开力度。弘扬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光

荣传统，巩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成果。

优化政府门户网站功能，发挥宝山政务

微博作用，加强权威信息引导力和影

响力。

主动接受人民监督，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进一步推进法治化建设，坚持

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行政权力依

法运行，确保政府清正、清廉、清明。进

一步加强政府和组成部门的规范化、制

度化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

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进一步主动接

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

监督，主动接受区政协的民主监督，高度

重视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

督。进一步加强政府内部监督检查，严

肃纪律、从严治政，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

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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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增强“一日不进、一日不宁”的

责任意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

人民，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运用底

线思维、辨证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

和创新思维，在地方发展、改革推进、产

业调整、城市转型、管理创新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上，拿到决策之据、决策之理，拿

出治本之策、创新之策。切实增强“敢于

作为、勇于担当”的实干精神，坚持实干

兴区、实干兴业、实干富民，一如既往地

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身体力

行，率先垂范，团结教育、管理带领好公

务员队伍，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敢于直面问题，敢于突

破瓶颈，敢于抢抓机遇，敢于实现超越，

实实在在地做到来自人民、植根人民、造

福人民！

各位代表，时代赋予重托、人民寄予

厚望，实践成就发展、奋斗铸就辉煌。让

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

的监督支持下，大力发扬只争朝夕、敢为

人先、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的

进取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攻坚克难，扎实工作，为加快“两区一体

化”、建设“五个好”的现代化滨江新区

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 以下简称“两区一体化”。
② 以下简称“五个好”。
③ 在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２０１２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中，区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１０％、区增
加值可比增长１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２％、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分别增长１０％。

④ 如区发改委获“‘十一五’全国节能先进集体”称号，区气象局被评为“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区体育局被授予“全国全民
健身活动优秀组织奖”，杨行镇被评为“国家级充分就业示范社区”，罗店镇、高境镇分别通过国家卫生镇初审和复评，淞南

镇、庙行镇获“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称号，吴淞街道获“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称号；张庙街道获“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

单位”称号。上海宝山科技园获得“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称号；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被评为“全国新型农村

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先进单位”；吴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为“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⑤ 指本区已分别被国家和市命名的“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区”“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
点区”和“上海钢铁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区”。

⑥ 一带：滨江带；三线：轨道交通１、３、７号线；三园：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宝山工业园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⑦ 包括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上海智力产业园等３个国家级服务业园区，以及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博济·智慧园等７个市级服务业园区。

⑧ 指２０１２年１月上旬首轮集中推进的７８个重大项目以及７月中旬第二轮集中推进的３８个重大项目。
⑨ 指双庆路宝杨路综合体、顾村大居综合体、淞南交运地块城市综合体、杨行商业商务综合体、庙行共和新路商业商务综合体。
⑩ 本区先后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高校，以及宝钢集团、上港集团等大型企业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联手推动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瑏瑡 分别是“石油钻杆耐磨耐蚀及防刺漏技术”“基于快速适应钢铁主业发展的企业核心技术能力构建”和“转炉副枪系统成套技
术装备开发”。

瑏瑢 不包括房地产业项目。
瑏瑣 还包括证监会首批１０个基金销售牌照之一的上海利德，本区首家外商投资股权管理企业思佰益仪电等。
瑏瑤 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和农龄普查等工作。
瑏瑥 指农村集体资产、资金和资源。
瑏瑦 指１个区域控详规划和１２个市政专项规划。
瑏瑧 ２００９年区委提出加快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意见》。其中“３５８”指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３年加快推进、５年形成格局、８年
基本实现”的节点要求；“６５０”指城乡规划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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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项
主要指标和实事项目。

瑏瑨 包括完成杨行镇、吴淞街道两个老年人助餐点建设；在全市率先推行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实施办法，为３８００名９０岁以上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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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每天赠送一瓶牛奶，为５７００名高龄老人提供助老服务等。
瑏瑩 指组织融入、思想融通、感情融洽、生活融合、文化融汇。
瑐瑠 指大联动、大联勤、大联合、大联防。
瑐瑡 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综治工作中心。
瑐瑢 指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
瑐瑣 指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处置联动机制，依托信息化建立的城市综合管理纵向工作平台和横向工作网络，整合各类资源和力
量，实现服务、管理和执法的协调联动，着力将民生诉求和矛盾隐患解决在基层、化解在前端。

瑐瑤 包括《关于规范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务接待及会务考察费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村主要干部收入分配
管理的意见》、《宝山区村级集体投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

瑐瑥 包括为房龄２０年以上的４８幢高层住宅增配消防设施、为１３０幢公共高层建筑和２１３２幢居民高层住宅完善楼层标识、更新
居民小区和老式公房周边缺损的消火栓９４个、组织６２８个小区５５万余人次居民开展疏散演练等。

瑐瑦 指刑事案件中杀人、抢劫、伤害、强奸、爆炸、绑架、劫持、放火等八种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瑐瑧 据零点公司测评，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双双列全市各区县第４位。从２００９年测评排名分列各区县第１４位和
第１７位，到２０１０年的第９位和第１１位，再到２０１１年的第６位和第７位，在全区共同努力下，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瑐瑨 指六届区委二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推进宝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
瑐瑩 指以“滨江欢歌”十大群文活动为载体，创建群众文化活动展演平台；以街镇特色文化为资源，打造街镇“一地一品”展示平
台；以十大艺术展览活动为基础，拓展文化合作交流联动平台；以“市民文化大课堂”为载体，建立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平台。

瑑瑠 包括开办６所配套学校（幼儿园），建成市老年大学宝山分校、宝山区学生体质监测中心、４０所学校卫生保健室，推进虎林中
学等３０所学校改扩建项目等。

瑑瑡 本区学生在墨西哥２０１２ＲｏＢｏＣｕｐ（机器人）青少年世界杯比赛中获亚军，在２０１２年香港机械奥运国际赛中获１４项冠军，在第
２７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获５项一等奖，在第２５届中国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上获９项一等奖。

瑑瑢 新建１５个家庭医生工作室，家庭医生责任制覆盖吴淞、张庙、高境三个街镇。
瑑瑣 包括加大新农合筹资补贴力度、人均筹资水平提高到１６９８元、住院（门诊大病）医药费用支付限额提高到１９５万元，推行农
民诊查费减免政策、减少农民医疗支出３００万元，开展巡回医疗下乡１８２次、免费赠送药品２０余万元，为白内障贫困患者免
费实施复明手术，为６５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为贫困妇女免费筛查妇科病等。

瑑瑤 包括为１５２９对符合生育政策、且常住本区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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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瑑瑥 共获得１２３５块金牌、９１５块银牌、８５块铜牌。
瑑瑩 去年区“两会”以来，区政府共办理代表议案１件、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３４４件。其中已采纳和已经解决的２５５件，占
７４１％，同比提高１０个百分点；正在研究和正在解决的５４件，占１５７％；留作参考和暂时难以解决的３５件，占１０２％。

瑑瑧 据市有关部门初步统计，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宝山政务微博“上海宝山发布”拥有“粉丝”已超过１５万，列各区县前列。
瑑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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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塑造成上海中心城
服务业集聚区和都市滨江风貌轴线。

瑑瑩 指规划、土地、产业、环保四规合一。
瑒瑠 指重点发展六大产业：１信息服务业（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软件、数字游戏、动漫衍生、云计算等）；２现代商贸业（大型商
业、区域商业、社区商业等）；３旅游及邮轮服务业：一港两湖三线；４专业服务业（节能、环保、设计、研发、文化、汽车、金融、
钢铁等）；５智能装备业（机器人等）；６新材料产业。重点提升三大行业：１物流业；２钢贸业；３加工业。重点调整三大
类企业：１低效企业；２污染企业；３危化企业。

瑒瑡 指美兰湖北欧新镇、罗店老镇、罗店大型社区、罗南富锦工业小区转型等四个各具特色的建设风貌。
瑒瑢 指具有新的办学理念、科学的评价方式、特色教育品质的中小学校。
瑒瑣 指优化资源配置、优化课程评价、优化园际联动、优化医教结合。
瑒瑤 指“送关爱、送补助、送物品、送岗位、送服务、送保险、送医疗、送欢乐”活动。
瑒瑥 指以结对互助的形式，由低龄老年志愿者为高龄老人提供家庭互助服务。
瑒瑦 包括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机构养护、健康体检、居家养护、团体人身意外社会保险和实物帮困等项目。
瑒瑧 “４”指分别以市一医院、华山医院、曙光医院、市三医院为龙头，与区域内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的市一、华山、曙
光、市三四大医疗联合体；“１”指以市第二康复医院为龙头的区域康复联合体。

瑒瑨指群众体育十大特色项目、百个精品活动、千个健身团队和万人群众体育大会；竞技体育十项青少年系列赛、百名优秀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苗子、千名注册运动员、万人阳光体育大联赛。

瑒瑩 主要包括顾村公园二期新建绿化２５公顷、外环林带新建绿化１０公顷等任务。
瑓瑠 指实有运输单位、实有运输车辆、实有驾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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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２０１２）
■编辑　吴思敏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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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月
４日　政协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开幕，市政协副主

席周太彤在开幕会上致辞。六届区政协

主席康大华作六届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六届区政协副主席王兆钢作提案工

作报告。会议选举丁大恒为七届区政协

主席。会议于８日闭幕。
５日　 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开幕，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刘云耕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区

长汪弘代表宝山区政府向大会作《政府

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汪泓为宝山区区

长，张静为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主任，汪彤为宝山区法院院

长，林立为宝山区检察院检察长。会议

于８日闭幕。
７日　“向着阳光出发———蓝天下

的至爱２０１２爱心全天大放送启动仪式”
在吴淞国际邮轮码头广场举行。市政协

主席、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冯国勤出席

活动并致辞。上午１０点３０分，现场劝
募义工队伍走进城市的各个角落进行慈

善募捐。

９日　宝山区２０１２年７８项经济社
会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式在上海智力产

业园举行，副市长艾宝俊宣布启动令。

１６日　温州银行宝山支行开业，成
为该银行进驻上海后开设的第一家

支行。

１７日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
希，市政协副主席蔡威在市有关部门领

导陪同下，到宝山开展帮困送温暖活动。

３０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
书记俞正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

祥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先后视察上

海玻璃博物馆、宝山体育中心、上海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随后，在长江河口科技

馆举行座谈交流。

本月　上海市旅游局发文批准上

海玻璃博物馆为国家３Ａ级旅游景点。
上海玻璃博物馆原为上海轻工玻璃有

限公司的旧玻璃熔炉车间，经过法国著

名工程师狄尔曼的设计，变身为展示现

代技术与工艺发展的艺术场所。

２月
２日　由中国文联、中国电视艺术

家协会开展的《送欢乐下基层》———“龙

腾宝山闹元宵”文艺演出在新落成启用

的宝山体育中心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夏潮，全国政协常委、中

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

席赵化勇及区领导等与群众一起观看演

出。李谷一、田华等知名艺术家先后登

台献演。

１４日　市建交委主任黄融带队到
宝山调研宝山区重大工程建设以及建设

工程管理信息系统运动情况。

１５日　副市长沈晓明带领有关部
门负责人及上海市盲童学校、浦东、闸

北、黄浦等区县特殊教育专家到宝山，

为正在筹备召开的上海市特教工作会

议开展前期调研，并参观宝山区培智

学校。

１６日　市政协副主席钱景林到宝
山区开展调研，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座谈会。

同日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
校长杨玉良到区做客，区领导斯福民、汪

泓等接待。区校双方就如何巩固前期合

作成果，进一步合作推进复旦软件园建

设进行交流沟通。

１９日　英国嘉年华船务公司“阿卡
狄亚”国际邮轮在“东方之睛”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靠泊，标志着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龙年运营正式拉开序幕。

２２日　新疆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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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４日，“上海宝山发布”政务微博开通 摄影／蔡　康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５日，“２０１２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在罗店新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摄影／黄永庆

县人大党组书记尚风新率新疆叶城县党

政代表团来宝山区参观考察，先后参观

杨行镇三家村蔬果专业合作社、月浦镇

段泾村、吴淞国际邮轮码头、长江河口科

技馆。

２４日　“上海宝山发布”政务微博
开通，这是宝山区政府在新浪网、腾讯

网、东方网、新民网上开通运行的官方微

博，突出“公开政务、服务民生、沟通交

流、凝聚民心”的功能和作用。

２７日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
炼基地（宝山）第三批挂职干部工作总

结会暨第四批挂职干部职工作启动仪式

在市委统战部举行。

２８日　宝山区举行２０１２年处级党
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区四套班子领

导参加学习研讨。研讨班期间，全体学

员专程到苏州学习考察产城融合发展经

验和做法，并与苏州市四套班子领导进

行专题交流。

本月　顾村公园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经上海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审查，通过验收，成为宝山区首个

公共信息图形标志标准化示范试点。

３月
１日　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

蒋以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陈祥麟一行到宝山区调

研制造业创意产业推进工作。

６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雄，
副市长艾宝俊率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领

导到区调研，协调推进宝山区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并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１４日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商务委
主任沙海林率市商务委班子成员和相关

负责人到宝山调研，重点就上海国际贸

易中心平台建设及有关商务功能性项目

进行工作对接。

１５日　上海市“消费与安全”主会
场宣传活动暨“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启

动仪式在红星美凯龙汶水店举行。宝山

区是上海市第一个在全区范围内试点

“放心消费”创建的城区。

１６日　上海移动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徐达一行到访宝山区，双方就进一步

加强合作共赢进行商谈。

同日　“瞬间·记忆———第七届上
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摄影展”在上海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幕，展出的

６０幅作品是从 ３００余张来稿中精选而
出，记录了艺术节开闭幕式、外国团队艺

术演出、家庭访问活动等场景。

２０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王培生等到宝山法院调研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

作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

２２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
院与宝山区建设交通委员会产学研教育

基地揭牌成立，宝山区区长、管理学院院

长汪泓为基地揭牌并发表讲话，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副校长史健勇等出席签约

仪式。

同日　排名世界前列的最大邮轮之
一的英国籍１５万吨级豪华国际邮轮“玛
丽女王２号”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这是邮轮码头开港以来迎来的最大

邮轮。

２３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桑国卫一行到区调研，了解宝山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

２５日 “２０１２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
论坛”在罗店新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

开幕。论坛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

城镇中心主任李铁主持。论坛围绕“城

镇化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社会融入”

等重点、热点问题展开多视角、深层次的

探讨。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雄

出席论坛并致词。

２７日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首获“全
国绿化先进集体”称号。

２８日　中央综治委委员、全国妇
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宋秀岩率中央综治委第六调研组到顾

村镇星星村沈行社区，实地调研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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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试行村宅社区化管理模式的有关

情况。

３０日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樱花节在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开幕仪

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宣布开

幕。本届上海樱花节举办时间为 ３月
３０日 ～４月 ２８日，累计接待游客 １１６
万人次，单日最高游客量达 １２４万
人次。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东鼎国际杯”２０１２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在宝
山体育中心举行 摄影／黄永庆

３１日　宝山区中小学生科技创新
实践基地———宝山区青少年机器人活

动中心正式开馆。区青少年机器人活

动中心位于区少科站内，是一个以机

器人虚拟、搭建和创作的科普教育平

台，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提供技术

支持，服务于区内的中小学机器人特

色学校。

本月　宝山区再次被全国双拥工
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命名为“双

拥模范城”，这是宝山区第六次获此

殊荣。

本月　在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工作会议上，上海市陶行

知纪念馆获“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单位”称号。

４月
６日　区政府举办“十二五”期间贯

彻实施国家教育法规责任签约仪式。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与各镇主要负责人

签订“十二五”期间各镇贯彻实施国家

教育法规责任书。会上表彰“十一五”

期间被评为政府依法履行教育责任优秀

镇和优良镇。

９日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接受有关
专家组对于医院托管五周年的工作评

估。评估工作结束后，宝山区卫生局与

华山医院签订华山医院宝山分院第二轮

委托管理协议

１６日　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接待
皇家加勒比公司运行副总裁米兰一行，

双方就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的运营管理

和服务进行座谈交流。

２１日　宝山区举行领导干部理论
学习专题报告会，邀请《苦难辉煌》作

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

少将作国家安全形势专题报告。

２６日　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等会见上海大学党委书记

于信汇、校长罗宏杰等一行，商讨区校合

作有关事项。

５月
３日　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杨定华一

行到宝山调研现代服

务业发展情况，先后

视察上海智力产业园

一期、吴淞港国际邮

轮码头、长江河口科

技馆等。

同日　静安区委
书记龚德庆，区委副

书记、区长周平率静

安区委中心组成员到

宝山区参观考察。

４日　市政协开
展“加强实有人口综

合服务和管理”重点

提案督办活动，市委

常委、市政协副主席、

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志

明率市有关部门领导

到宝山区督办提案

工作。

６日　青海省果
洛州州委书记林亚

松、州长万玛多杰率

党政代表团到宝山参观考察，参观宝山

寺、闻道园，以及罗店新镇。

９日　在长江河口科技馆、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明

办、区教育局组织开展的全区中小学生

“立魂、立根、立志、立品”教育社会实践

活动正式启动，这是宝山区贯彻中央有

关文件精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１０日　宝山区与武警宝山区支队
对口支持、共同建设启动仪式举行。启

动仪式上还下发《宝山区与武警宝山区

支队对口支持共同建设工作实施细则》。

１１日　区政府与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签署《推进“智慧宝山”信息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度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
在推进区域“城市光网”“无线城市”“智

能监控”等信息化建设方面开展全方位

合作，共同打造“智慧宝山“。

１５日　全市首家区县现代服务业
联合会———宝山区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揭

牌成立。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

禹鹏与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共同揭牌。

１６日　东方网“科学发展在上海”
微博访谈节目走进宝山，区委副书记、区

长汪泓受邀通过微博在网上与网友

互动。

１７日　副市长赵雯在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客运中心参加“维多利亚”号邮

轮首航庆典暨“梦想起航”邮轮嘉年华

开幕活动，并与意大利歌诗达邮轮集团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福斯基一起为“维多

利亚”号首航揭幕。

１８日　“东鼎国际杯”２０１２宝山国
际男篮挑战赛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美

国、荷兰、拉脱维亚和中国四国国奥男篮

参赛。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李金生出席。

２１日　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沪剧“杨派”艺术创始人杨飞飞去世。

杨飞飞１９７８年参建宝山沪剧团，担任团
长直至退休，２００７年被区政府授予“终
身艺术成就奖”。

２５日　《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大学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

同日　宝山区扶持失业青年就业
“启航”计划启动仪式在区就业促进中

心举行。启动仪式上向失业青年代表赠

送政策礼包，向首批“启航导师”颁发聘

书，向６家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代表
授赠“启航舵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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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罗店镇获上海市文明镇“两
连冠”。

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宝山区与市电力公司签署“十二五”期间共同促进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合
作协议 摄影／蔡　康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宝山万达广场开业 摄影／蔡　康

６月
６日　宝山区政府与华东师范大学

签订区校战略合作协议。区委书记斯福

民，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华师大党委

书记童世骏，校长俞立中等出席签约

仪式。

同日　由宝钢集团投资兴建的，宝
山中心城区又一大型复合式生活时尚中

心宝乐汇破土动工。

同日　宝山区召开创建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区动员大会，全面部署开展全

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工作。

同日　“２０１２上海———中俄友好摄
影油画作品展”在坐落着普希金铜像的

顾村镇共富实验学校举行。这是“诗乡

顾村”加强对外联络、促进诗歌创作走向

国内外的又一活动。俄罗斯驻沪总领事

斯莫罗金先生及区长汪泓为开幕式

剪彩。

７日　宝山区与市电力公司签署
“十二五”期间共同促进宝山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共同促进宝山发展。

８日　由宝山区和嘉定区联合举办
的“拥军赋诗韵，和谐颂新篇”两区驻区

部队诗歌朗诵会在驻区某部举行，１１个
部队的１２支参赛队参加比赛。
１１日　副市长赵雯到宝山开展工

作调研，视察上海婚礼中心、宝山寺、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协调推进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区创建及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
幕式筹备等工作。

１２日　沪上首个“名贵木材交易融
资担保平台”———上海普福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落户宝山，这是上海唯一一家名

贵木材行业担保平台。

１４日　轨交 ３号线水产路站出租
车候客区正式动工，标志着区第三批出

租车候客区建设工作启动，这也是宝山

区开展“宝安九号”行动，整治非法客运

的又一举措。

１４日　全国人大常委、农工党中央
副主席汪纪戎一行到宝山区调研，了解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１８日　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１９日　在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举

行亚洲巨无霸“海洋航行者号”上海首

航仪式。副市长赵雯启动鸣笛仪式，市

政府副秘书长薛潮、市旅游局局长道书

明、市口岸办主任张超美及区委书记斯

福民、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与皇家加勒

比公司高管共同剪彩。

２０日　区政协举办“文化建设
好———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主题论坛活动，围绕如何促进

宝山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言献策。

同日　复兴———Ｆｏｒｔｒｅｓｓ（峰堡）养
生地产首个项目在大场中环天地举行签

约仪式。项目总投资４０００万元，在大场
中环天地２７号主楼打造可容纳２５０名
老年人卧养天年的养老社区，建设具备

国际水准的高端养老示范性基地。

２６日　２０１２中国“邮轮经济与城市
发展”论坛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揭幕。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钱永昌、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胡延照出席论坛并讲话。

由宝山区政府、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主

办的“上海国际邮轮学院”“上海国际游

艇培训中心”正式揭牌。

２９日　集居住、商务、购物、休闲、
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

体———宝山万达广场开业。市政协主席

冯国勤出席。仪式上，大连万达集团向

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分会捐款 ５０
万元。

３０日　为期一个半月的 ２０１２上
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闭幕。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刘云耕宣布嘉年华闭幕。市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中华全国

总工会原副主席倪豪梅，区委书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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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宗明启动宝

山“全国 ６旅游标准化示范区”创建
活动。

２０１２年８月９日，宝山区与上港集团签约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协议 摄影／蔡　康

７月
６日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杨晓渡

带领市纪委有关负责人到宝山视察调

研，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长江河口

科技馆，并在长江河口科技馆召开座

谈会。

１７日　上海宝山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又一大型央

企———华润集团入驻宝山。

２０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带领
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做客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２０１２夏令行动特别访谈节
目，通过电波现场受理百姓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

２４日　日本泉佐野市市长千代松
率泉佐野市政府代表团一行到访宝山。

同日　宝山举行庆祝建军８５周年
军政座谈会暨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大会，

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谢德志少将等出席

会议，并为获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代表

颁奖。

２６日　宝山区举行“沪安·东方假
日田园杯”百位将军书法展暨全国道德

教育宝山示范基地成立仪式。仪式中，

军地双方领导分别为“警民共建文化和

谐园”“上海三百书画院”“全国道德教

育宝山示范基地”揭牌。上海警备区参

谋长叶志胜少将、上海警备区原副司令

员丁善华等出席。

同日　宝山区职工法律援助中心、
职工咨询调解室成立。区委副书记袁

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

杨卫国共同为宝山区总工会职工法律援

助中心、职工咨询调解室揭牌，并为首届

职工法律援助律师团的１２名律师颁发
证书。

８月
１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丁薛

祥到宝山开展工作调研。

７日　市政协主席冯国勤等到宝山
调研养老服务事业，参观美兰金苑养老

院和杨行镇养老院。

８日　２０１２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在行知中学举行，中国中体协常务专

职副主席张燕军宣布开幕。锦标赛共有

来自全国２５个省市的１４４个代表团参

加，运动员１７４１人。
９日　宝山区与上港集团举行上港

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协议签约暨上港

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揭牌仪式。

副市长沈俊等市区领导为公司揭牌。

同日　作为沃尔玛的上海第２２家
购物广场，营业面积８０００平方米的沃尔
玛购物广场一二八纪念路分店落户宝山

万达广场。

１５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接受
《经济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央及市区

媒体的联合采访，畅谈宝山当前工作重

点和未来发展蓝图。

１７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
书记俞正声，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带领

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各区（县）委

书记、区（县）长到宝山区开展“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调研，考察位于顾村镇的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听取宝山

区工作汇报。

同日　宝山区酒类专卖小微企业城
市商业合作社揭牌，这是宝山区第一家

由政府、银行、区内行业性小微企业共同

组建的专业型城市商业合作社。

２２日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配套建
设项目开工，标志着市属保障性住房建

设重点基地罗店大型居住社区———美罗

家园进入配套设施全面建设阶段。

２９日　宝山区为由宝山输出的奥
运健儿举行“回娘家”欢迎活动。奥运

健儿刘子歌、教练金炜，以及奥运健儿许

昕母校校长曹燕华等感谢宝山给予的支

持和关心。

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

书记俞正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

一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视察大场

镇动漫衍生产业园联东村文景楼和上海

国际研发总部基地东方红村真大园，听

取大场红木文化公园规划和南大地区整

治工作情况汇报。

３１日　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在中
央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访局

副局长王耀东带领下到宝山调研。

同日　副市长沈晓明率市相关委办
局负责人到华山医院北院进行调研，了

解工程进展情况。

９月
２日　“漕河泾开发区杯”上海市第

一届市民运动会木兰拳总决赛在宝山区

举行，来自全市１９个区县、４５支团队的
２３３０名普通市民运动员参加比赛，宝山
区获一等奖。

１１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综
治委副主任王培生一行到宝山区督查平

安建设实事项目推进情况。

１２日　在宝山体育中心举行“宝山
新印象———万名市民看亮点活动启动仪

式”。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仪式并宣布

活动正式启动。

同日　宝山区图书馆新馆正式开
馆。作为国家一级图书馆，新馆建筑面

积１１万平方米，馆藏量７０万 ～８０万
册，日接待读者能力为３０００人次。
１３日　副市长赵雯到宝山调研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综合交通工作并检查

上海旅游节开幕式筹备工作情况。

１５日　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式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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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２日，宝山图书馆新馆正式开馆 摄影／顾鹤忠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仪式

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副

书记、市长韩正，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

伟共同启动 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装
置，韩正和邵琪伟为“中国邮轮旅游发

展实验区”揭牌。副市长赵雯致欢

迎辞。

１７日　“感动宝山”———２０１２身边
典型人物颁奖典礼在宝山文广中心举

行，２０１２“感动宝山”十位身边典型人物
揭晓。

２０日　以“遵守公民道德，维护环
境卫生，共创国家卫生区”为主题的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志愿服
务行动启动仪式暨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

举行。

２４日　副市长沈骏到宝山开展重
大工程推进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

调研。

２８日　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
工程开工暨项目命名仪式举行。区委副

书记、区长汪泓与上港集团总裁诸葛宇

杰共同揭晓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

目名称———“上港滨江城”。上港十四

区原为配套港口码头和工业仓储等用

地，整体转型开发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７７６２公顷。

１０月
９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学

兵一行到宝山调研指导社会管理工作，

视察顾村镇社会管理智能化联动中心、

城市安全运行应急指挥中心、大场镇华

欣苑。

１０日　位于淞兴路１７１号（绿叶菜
市场淞兴店）的蔬菜超市正式开业。蔬

菜超市出售的菜品来自于江苏启东无公

害蔬菜种植基地，推行“一日三价”以保

证勤进快销，同时承诺不销售隔天叶菜

和菌类菜。

同日　宝山区举办的首届“双拥
杯”军地篮球友谊赛决赛在宝山体育馆

篮球馆举行，武警边防教导大队、９１３２１
部队、陆军预备役师与大场镇、月浦镇、

罗泾镇参加决赛。

１２日　毗邻复旦大学新江湾校区
的国内首个国际教育主题园区上海国际

教育总部基地（ＩＥＥＣ）落户宝山。
１９日　国家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

长向欣一行到宝山调研上海钢铁现代服

务业综合试点区建设工作。

２２日　顾村公园二期正式启动建
设，总建设面积 ２５０公顷，３年后建成
开放。

同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新审判大楼
正式启用，总建筑面积３７１５７平方米，集
智能化、信息化和自动化于一体，实现法

院管理工作的专业化。

２４日　宝山区政府与复旦大学共
同签署“全面加强战略合作，推进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框架协议”，标志双方区校合

作进入新阶段。

２５日　宝马高尔夫大师赛在上海
美兰湖高尔夫俱乐部举行。此次大赛共

吸引７８名顶尖球员参赛，奖金总额高达
７００万美元。

１１月
２日　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宝

山健身活动展示周暨宝山区第二届群众

体育大会开幕举行，共有２５００余名运动
员及市民群众参加开幕式。

同日　２０１２上海（宝山）首届康复

医学国际论坛在宝山区举行。此次论坛

旨在加强国内外康复医学领域的合作与

交流，促进宝山和上海康复医学事业

发展。

５日　上海市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档案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杨行镇召开。

与会人员实地参观杨行镇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民生档案查询窗口和档

案室。

６日　宝山区政府与上海交运（集
团）公司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与上海交运（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辰康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７日　在２０１２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上，宝山区庙行智力产业园、复旦软件园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２０家企业、３个园
区参展，集中展现一批先进的信息通信

技术及应用产品。

８日　团区委、区青联邀请品欢相
声会馆，在宝山区文化馆举办“听８０后
说相声———相声会馆宝山专场演出活

动”。此项活动是团区委、区青联“丰富

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政府实事项目重

要组成部分。

９日　“２０１２上海·大都市规划战
略研究国际专家咨询会议———宝山分论

坛”举行。论坛围绕“聚焦上海宝山，城

市更新地区规划创新、转型与发展”，结

合宝山南大地区、吴淞工业区等城市更

新、转型案例，通过实地考察，就城市更

新策略展开交流探讨。

同日　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暨国
际教学新仪器和新设备展览会在江苏昆

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罗店中心校选送

的“节水型一体化小便器”获展览会

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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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日　第九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
展论坛在金仓永华大酒店举行。论坛以

“钢贸企业摆脱生存危机的思路与方

法”为主题，邀请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市

政协副主席、市ＷＴＯ事务咨询中心董事
长、总裁王新奎，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

所所长王德培和部分知名企业家作专题

演讲，从事钢铁贸易的民营企业家等近

４００人出席论坛。
同日　为方便罗泾北部居民公交出

行及换乘，宝山８６路正式开通运营。该
线路全长４２公里，由宝山巴士负责经
营，单一票价２元。
１２日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

世骏，校长陈群，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

中等先后到宝山闻道园、宝山寺、华山医

院北院以及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参

观调研。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宝山区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报告在区委党校举行 摄影／蔡　康

１３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
到宝山专题调研统战工作，并实地参观

宝山寺。

１４日　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
首席代表及行政总监一行到宝山

访问。

１５日　罗泾镇首届“古韵新彩”民
间文化艺术节在罗泾社区文化活动分中

心开幕。民间文化艺术节持续至１１月
３０日结束。

１８日　杨行镇举行２０１２年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暨亿博大厦奠基仪式。此次

集中开工的６个重大项目总投资约 １０
亿元。

２０日　由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
和上海市法学会共同主办，区发改委（金

融办）、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承办

的２０１２年上海金融法治论坛在宝山举
行。论坛主题为“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法

律保障”。

２２日　德资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
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成立。该工作站

是宝山区建立的第三家院士专家工作

站，也是上海首家在外资企业建立的工

作站。

２３日　宝山区总工会和市总工会
职工援助服务中心、月浦镇总工会在月

浦公园联合举办“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

援助你我他”宝山工会秋季大型招聘会。

招聘会共有１３２家企业共推出２６００余
个岗位。

２６日　第九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
杨行年会开幕式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厅

举行。年会的主题是“与名师对话”。

２９日　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主
办的“浦江颂———上海市十一区美术、书

法精品邀请展”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开幕。此次展出的 １０５幅美
术、书法精品佳作，以讴歌黄浦江为主

题，体现“公正，包容，诚信，责任”的价

值取向。

同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专
程到基层联系点顾村镇羌家村深入一线

开展联系社区活动，深化人大代表联系

社区活动。

３０日　宝山区党的“十八大”精神
宣讲报告会在区委党校举行。宝山区

整合区委党校、区社会工作党委和工青

妇相关资源，组建一支１００余人的基层
群众性理论宣讲团，分成 ２３支宣传小
分队深入各街镇、单位和部门开展巡回

宣讲。

同日　罗泾镇“八位一体”一口式
创业服务平台正式揭牌。“八位一体”

创业扶持服务平台主要包括“一口式”

创业服务团队、“一口式”创业咨询点、

“一口式”创业网络平台和“一口式”培

训站点。

同日　太平洋机电（集团）有限公
司在宝山区举行太平洋机电宝山纺机制

造基地开业庆典。该项目总投资 ９亿
元，建设用地２６７万平方米。

本月　上海市９家单位被评为首批
全市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地，位

于宝山区的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入选。

本月　上海创建林荫道５３条，宝山
区的林荫道分别为上大路（沪太路—南

陈路）、漠河路（同济路—东林路）、密山

路（友谊支路—宝钢三村），树种均为悬

铃木。

本月　由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主承销
的宝山区首只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在中国

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共募集资金 ２２
亿元。首只集合票据的成功发行，标志

着宝山区在银行间市场直接融资取得新

突破。

本月　由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主办的题为“以案说法下基层、公

信仲裁促和谐”的“公信仲裁”讲堂活

动在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展开。此

次讲堂进校园活动面向的是从未正式

踏入过职场、社会经验相对匮乏的在校

学生群。

本月　由罗泾镇宝锦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选送的“新罗泾牌”（原洋桥

牌）宝农３４优质大米，以其丰盈饱满的
形态、晶莹柔亮的色泽、香糯柔软的口感

和始终如一的品质在全市稻米品评暨市

民最喜爱新大米评鉴活动评出的３个金
奖中位列第一。

１２月
１日　“第五届中美物流会议”在美

兰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交通运输

协会会长钱永昌致开幕辞，区委书记斯

福民介绍宝山物流业近年发展情况。会

议以“创新发展、服务民生”为主题，采

取主旨演讲、专题报告、案例分析及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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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等形式，有３０余名国内外专家上台
演讲和作为对话嘉宾。

４日　以“蓝色经济绿色发展”为主
题的“２０１２·上海海洋论坛”在上海宝
山开幕。

同日　全国个体劳动者第四次代表
大会暨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宝山民营企业家陶华强当选

为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

会长。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２０１２上海海洋论坛”在宝山开幕 摄影／蔡　康

５日　在宝山区开展的“国际志愿
者日”暨创建国家卫生区志愿服务活动

上，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志愿服务

基地等２１家单位被命名为首批宝山区
志愿服务基地，友谊路街道社区服务中

心等３家单位为第一批社区志愿服务工
作中心。

８日　为方便罗南新村、杨北村居
民换乘轨道１号线，宝山８３路正式开通
运营。该线路由宝山巴士负责经营，单

一票价２元。
１７日　上海木材交易中心在罗泾

镇开工建设。该中心总 建 筑 面 积

６９４６７平方米，计划形成一个全国性、
多行业渗透、产业链完善的大型综合

性交易平台。

同日　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各区
县宣传部、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

心承办的“科学发展，继往开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图展”

巡展在宝山庙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启动。

１８日　副市长沈晓明、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钟燕群参加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北院开业典礼，并与市政府

副秘书长翁铁慧，市卫生局局长徐建

光，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副书记、区

长汪泓等共同启动华山医院北院开业

按钮。作为市政府郊区新建三级医院

“５＋３＋１”工程重点项目之一，医院
总规划用地约 １１４７公顷，总建筑面
积７２万平方米。
１９日　由上海市文联、区委宣传

部、区文广局主办的“精品艺术鉴赏系列

讲座”在区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举行开讲

仪式。著名作曲家何占豪先生作题为

《梁祝》赏析的首场讲座。

２０日　位于宝山体育中心的由上
影股份有限公司按国际化标准打造的

宝山上影国际影城正式开业。宝山上

影国际影城是第 ２９家连锁影院，传承
上影旗下影院一贯的五星级高端影院

标准。

同日　上海市保障性住房罗店大
型居住社区（三期）工程开工建设，标志

着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３００万平方米的
保障性住房及内外配套全面开工。副

市长沈骏出席并宣布工程开工。

２６日　浙江泰隆商业银行上海宝
山支行对外开业。这是泰隆银行在上

海成立的第１０家支行。
２６日　作为区政府实事项目———

牡丹江路无线覆盖免费上网工程正式

开通。该工程开通后，市民在牡丹江

路商业街（盘古路—双城路）每账号

（手机号码）每天可累计免费上网８小
时。牡丹江路商业街无线网络覆盖工

程是宝山区首个市民免费上网工程，

也是上海市 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无线覆盖工程
之一。

２７日　宝山工业园区公共租赁住
房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是宝山

区首个利用政府专项资金投资建设的

公租房项目，总投资６３８亿元，规划占
地面积４２５万平方米。
３１日　被列为２０１２年市政府实事

项目的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建设工

程竣工落成，标志着为均衡全市老年教

育布局的上海老年大学“东、西、南、北”

分校硬件建设全面完成。

本月　国家住建部发布的首批“中
国传统村落”推荐名单中，在全国推荐

的６４８个传统村落中，宝山区罗店镇东
南弄村榜上有名。

本月　在“２０１２信息服务业（上
海）论坛暨第四届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上，宝山区“博济·智汇园”

获全市首批“上海市移动互联网产业基

地”称号。

本月　宝山罗店大型居住社区经
济适用房 Ｃ３地块项目获全市唯一的
“质量优胜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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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貌
■编辑　谭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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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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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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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区、镇、村四级河
道８３７条（段），总长度７６９公里，水面积
１６４６平方公里。其中，市管河道１０条，
总长７９４２公里；区管河道 １６条，总长
１５６８公里。有常年水面积共１亩以上
的人工水体 １４个，水面积 ０９平方公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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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 末，全 区 有 农 业 耕 地 面 积
３５２１２７公顷，同口径比较，比上年减少

１０３５７３公顷。其中，粮田面积 １０２６７
公顷，蔬菜面积 ８２０３４公顷，林果面积
６８１９公顷。平均每一农业人口占有
００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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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气候：气温偏高，高温

天数特多，降水比常年偏少。

１气温：２０１２年年平均气温１６９℃，
比常年（１６０℃）偏高０９℃，为连续１９
年气温偏高。３５℃或以上高温天数 １７
天，比常年（６２天）偏多 １０８天，比上
年（１４天）多 ３天。极端最高气温
３８３℃（７月５日），比上年高０９℃。极
端最低气温零下 ５０℃（１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年终霜日为２月２０日（常年３月
１８日），终冰日为３月１２日；２０１１年初
霜日１２月１０日（常年１１月２０日），初
冰日１２月１０日。
２降水：２０１２年总降水量 １１０３７

毫米，比常年（１１２７３毫米）略偏少２３６
毫米，降水日数 １４３天，比常年（１２６１
天）偏多１６９天。２４小时降水量≥５００
毫米的暴雨天数１天，比常年（２９天）
偏少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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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汛期总
降水量４２８４毫米、降水日数 ４４天，分
别较常年（６１１２毫米）（４８２天）偏少
１８２８毫米和少４２天，有１天大暴雨（８
月８日１０２２毫米）。入梅 ６月 １７日，
和常年（６月 １７日）持平，出梅 ７月 ４
日，比常年（７月８日）偏早４天。梅雨
量为９１８毫米，比常年（１８４２毫米）少
（９２４毫米）五成余。梅雨日 １８天，比

常年（２１天）偏少３天。
３日照：２０１２年日照时数 １６７６７

小时，比常年（２００４７小时）偏少 ３２８
小时。

４年相对湿度７０％，比常年（７８％）
偏低８个百分点。

（二）２０１２年各季节气候特点
１冬季前期（１月 ～２月）气温偏

低，降水偏多，日照显著偏少。平均气温

４６℃，比常年（４７℃）偏低０１℃，各月
平均气温分别为１月４７℃、２月４４℃，
分 别 比 常 年 （４２℃）偏 高 ０５℃、
（５１℃）偏低 ０７℃。极端最低气温为
零下５０℃（１月２６日）。降水量１３８８
毫米，比常年（１０４１毫米）偏多（３４７毫
米）３成余。降水日数 ２９天，多于常年
（１８８天）１０２天。日照时数为 １３８３
小时，比常年（２５７３小时）偏少（１１９０
小时）近五成。平均相对湿度 ７１％，比
常年（７５５％）低４５个百分点。一月多
低温和结冰日，二月多雨日。

冬季后期（１２月）气温偏低，降水偏
少，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６３℃，比常年
（６８℃）偏低 ０５℃。极端最低气温零
下４４℃（３１日）。入冬日（５日平均气
温＜１０℃）为 １２月 ２日，比常年（１１月
２３日）偏晚９天。降水量８５２毫米，比
常年（３３１毫米）偏多（５２１毫米）近
１６倍。降水日数 １３天，比常年（６５
天）多６５天。日照时数为１１２６小时，
比常年（１５５１小时）偏少 ４２５小时。
平均相对湿度６６％，比常年（７３％）低７
个百分点。多结冰天气。

２春季（３月～５月）：气温偏高，降
水偏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１６１℃，比
常年（１４１℃）偏高 ２０℃，各月平均气
温为 ３月 ９５℃、４月 １７５℃和 ５月
２１３℃，分别比常年（８５℃、１４２℃、
１９５℃）偏高 １０℃、偏高 ３３℃和偏高
１８℃。稳定入春日为３月２４日（５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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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温度≥１００℃），比常年（４月１日）提
早８天。终霜日２月２０日，比常年（３月
１８日）提早２８天。降水量３１０２毫米，
比常年（２７３９毫米）偏多（３６３毫米）
一成余。降水日数４１天，比常年（３７２
天）多３８天。日照时数４６６２小时，比
常年（４８３４小时）偏少（１７２小时）。
平均相对湿度６９％，比常年（７８％）低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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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显著偏少，日照偏少。平均气温

２７７℃，比常年（２６３℃）偏高１４℃，月
平均气温为６月２４３℃、７月２９７℃和８
月２９０℃，分别比常年（２３６℃、２７７℃、
２７６℃）偏高 ０７℃、偏高 ２０℃和偏高
１４℃。最高气温≥３５℃的天数 １７天，
比常年（６２天）偏多１０８天，极端最高
气温３８３℃（７月５日）。降水量３５０５
毫米，比常年（４９５３毫米）偏少（１４４８
毫米）近三成，其中８月８日出现一次大
暴雨天气（１０２２毫米）。梅雨量为９１８
毫米，比常年（１８４２毫米）偏少（９２４
毫米）五成余。入梅和常年持平，出梅比

常年偏早。降水日数 ３６天，比常年
（３７４天）少１４天。日照４８６０小时，
比常年（６０２５小时）偏少（１１６５小时）
近二成。平均相对湿度 ７４％，比常年
（８３％）低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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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６℃，比常年（１８５℃）偏高０１℃，月
平均气温为９月２３７℃、１０月１９８℃和
１１月 １２２℃，分别比常年 （２３８℃、
１８８℃、１２８℃）偏低０１℃、偏高１０℃
和偏低０６℃。入秋日（５日平均气温≤
２２℃）为９月２９日，比常年（９月２３日）
偏晚６天。降水量 ２１９０毫米，比常年
（２２１０毫米）略少（２０毫米）。降水日
数２４天，比常年（２６２天）少 ２２天。
日照４７３６小时，比常年（５０６５小时）
偏少（３２９小时）近一成。平均相对湿
度６５％，比常年（７７％）低１２个百分点。

（三）２０１２年灾害性天气及影响
１气温偏高，特别是６月、７月和８

月份，出现１７个高温日，造成用水用电
紧张。

２７月 ６日下午，罗泾地区受强对
流云团影响出现雷雨大风并伴有冰雹，

冰雹最大直径为１厘米，大风和冰雹损
坏罗泾镇 １３个西瓜大棚、８个蔬菜
大棚。

３８月８日受台风“海葵”影响，通

河二村一居民被大风刮落的玻璃击中，

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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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闸北、江湾、殷行、吴淞、彭浦、

真如、高桥等７个市乡划归上海特别市，
境域面积缩小一半。１９３７年（民国二十
六年）以后的抗日战争期间，全境划归上

海市，?藻浜以北地区为宝山区，浜南分

属市中心区（江湾）和沪北区，长兴归浦

东北区。抗日战争胜利后，除大场划归

上海市外，其余按战前建制，重归江苏

省，面积约２００平方公里。解放后，初属
苏南行政区，后隶江苏省。１９５８年，全
境划归上海市，同年横沙岛和北郊区并

入，境域向东向南延伸，东缘至横沙岛东

侧海岸，南缘至广中路、大连西路和走马

塘一线，以前划出的江湾、殷行、吴淞和

大场重归宝山，面积扩大为４４３６４平方
公里。１９６０年，划出吴淞镇及?藻浜以
南长江路两侧成立吴淞区。１９６４年，吴
淞区并入杨浦区。１９８０年以后因宝钢
建设需要，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宝钢地区

办事处基础上，重新成立吴淞区，城厢镇

和吴淞、淞南、庙行、月浦、盛桥等乡的部

分地区划归吴淞区。１９８４年，江湾、五
角场两镇和南部部分农村地区划归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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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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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横沙两乡划归崇明县。

■行政区划　至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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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８个（包括乡镇
散居数），村委会１０８个。

■人口　至 ２０１２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９０６５０１人，比上年增加１１３５７人。其中，
非农业人口８５９０９８人，农业人口４７４０３
人。全年户籍出生人口７７１３人，出生率
８５６‰；死 亡 人 口 ７２４４人，死 亡 率
８０４‰；人口自然增长率０５２‰。据上
海市统计局反馈，全区年末常住人口

１９７１９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 ８１５３
万人。人口密度 ３０８６人／平方公里（户
籍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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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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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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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管、高压锅炉管、冷轧硅钢、不锈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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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工作。２０１２
年，宝钢利润总额在国内钢企中排名第

一，在全球钢铁企业中排名第二。在美

国《财富》杂志发布的报告中，宝钢连续

９年进入世界５００强榜单，位列１９７位，
为历年最高排名；位列世界５００强钢铁
企业第５位；当选“全球最受赞赏公司”，
位列亚太地区排行榜第２５位，比上年上
升７位，并再次当选“金属行业最受赞赏
公司”；当选“２０１２最受赞赏的中国公
司”，位列第１０位，是钢铁行业唯一上榜
企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亚洲最大豪华邮轮“海洋航行者”号首次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摄影／蔡　康

■港口与物流　宝山位于长江入海口西
南侧，长江、黄浦江的汇合处，是上海北

部的水路枢纽，也是上海建设航运中心

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内有张华浜、军工

路、宝山、罗泾四大港区，岸线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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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港口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上海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经营张华浜、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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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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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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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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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体系　区域内海运、铁路、公路、
城市道路、内河航运等互相衔接，构成完

善的交通体系，是上海通江达海和通向

外省市的门户之一。已建成以主干道为

骨架，次干道、支路为基础，农村公路为

补充的道路网络。主干道主要有逸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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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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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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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客运中心拥有省际水上客运、三岛

客运、市内轮渡等功能，从客运中心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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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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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邮轮港的重要组成部分，岸线总长

１５００米，有 ４个泊位，可同时停靠 ２艘
２０万吨级邮轮或 ４艘 １０万吨级邮轮。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７日，１１６万吨大型邮轮
“钻石公主号”首靠成功。同年８月２４
日，宝杨路码头新客运站正式投入使用。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正式开港。２０１２年，全年接靠国际邮轮
６０艘次，接待出入境邮轮游客２８４万人
次，７６万吨的“歌诗达·维多利亚号”
和１３８万吨的“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
者号”两艘大型邮轮先后以吴淞口为母

港开辟亚洲航线，开启亚洲邮轮的大船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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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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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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

全区绿地面积４７１０８公顷，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４２３％；公共绿地面积１９９３５公
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２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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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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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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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月浦镇被评

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区内重要的

展览和纪念场馆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解放上海纪念馆、宝山烈士陵园、海

军上海博览馆、“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

展览馆、陶行知纪念馆、陈化成纪念馆

等、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侵华日

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等。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１６日，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博览馆正式开馆，新西兰世博展品“独木

舟”落户博览馆。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中
国第一家以河口科技为主题的长江河口

科技馆落成开馆。２０１２年，上海玻璃博
物馆、宝山区图书馆新馆对外开放。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获全国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通过的“国家

４Ａ旅游景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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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之一。华能石洞口二厂是华能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电厂，是中国第一

座大容量超临界火力发电厂，一期工程

安装２台６０万千瓦超临界压力火力发
电机组，全套设备由瑞士和美国联合提

供。石洞口二厂因在中国首次成功引进

超临界发电技术而获得美国《动力》杂

志颁发的１９９２年“国际电厂奖”。境内
有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和上海石洞口

煤气制气有限公司２个燃气生产企业。
水资源设施主要有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

司长江原水厂和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

公司吴淞自来水厂、月浦自来水厂、泰和

自来水厂４户，其中月浦水厂是长江沿
岸第一家实现生产污水“零排放”的自

来水厂。 （谭雪明）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综合经济　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全年完成增加值８２４２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１０２％。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９７亿
元，下降１６％；第二产业增加值３５５４５
亿元，增长 １０２％；第三产业增加值
４６５７８亿元，增长１０４％。三次产业结
构比０４∶４３１∶５６５，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比上年提高０８个百分点。非公经济占
全区增加值的比重由上年的５２５％上升
到５２９％。

全年工商登记新设立的企业 ７３７１
户，比上年增长４１％。其中，内资企业
（不含私营企业）９４户，增长４９２％；外
商投资企业１０７户，增长２０２％；私营企
业７１７０户，增长３４％。全年财政总收
入２４７４２亿元，比上年下降４４％。区
地方财政收入９４１０亿元，增长１００％。
其中，增值税１６３亿元，增长５３７％；营
业税２５３４亿元，下降１０５％；企业所得
税１２０６亿元，增长１５０％；个人所得税
３１亿元，下降 ２４６％。区地方财政支
出１４４７７亿元，增长 １０６％。其中，一
般公共服务支出９３０亿元，公共安全支
出９２亿元，教育支出３１７７亿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４４７亿元，医疗卫生
支出９６４亿元。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３０９９４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５７％。其
中，基础建设投资 １１７５亿元，增长
９３０％。从产业投向看，第二产业投资
３７１８亿元，增长 ０６％；第三产业投资
２７２７６亿元，下降１７４％。从投资主体
看，国 有 经 济 投 资 ６２５７亿 元，占
２０２％；集体经济投资 １５１９亿元，占
４９％；外商及港澳台经济投资１４２９亿
元，占４６％；私营经济投资７５１亿元，
占２４２％。

■农业　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 ７５亿
元，比上年下降２２％。其中，种植业产
值 ４０２亿元，下降 ５２％；林业产值
０５９亿元，增长 ２７５％；畜牧业产值
２２５亿元，增长 ０２％；渔业产值 ０１４
亿元，增长３９１％。

至年末，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集

体农场 ５４个，规模经营面积 ２２００公
顷（３３万亩），吸纳本地农民就业
２１３４人；粮食生产全部实现集体规模
经营，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１９家。

８２

概　貌



“宝农３４”大米四次蝉联上海优质稻
米评比金奖，２１４个产品获无公害农
产品认证，上海罗光蔬果专业合作社、

上海聚源果蔬专业合作社通过市级蔬

菜标准园创建。

表１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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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２９ －１０

蔬菜 吨 ７７０８１ －８．４

水果 吨 ６２２４ １０．８

生猪出栏 头 ３１０８２ －１．１

牛奶 吨 ３２８２３ １．１

年末奶牛存栏 头 ９０３５ ３．２

水产品 吨 ４５８ ３４．７

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

类　别 绝对值（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外贸出口商品总额 ２７．５２ －１８．９

按主要商品分

　集装箱 ８．２３ －３７．１

　钢材 ２．６８ －２２．３

　钢铁结构体及其部件 ２．０７ ８１．８

　未锻造铝及铝材 １．３８ －４６．７

按主要市场分

　美国 ６．９７ －５．４

　欧盟 ３．８１ －４１．９

　日本 ３．６２ －２３

　东盟 ３．５４ －１．５

■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实现工业增加
值２９２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４％。
工业总产值１４９３８亿元，增长１２０％。
工业销售产值 １４８８６１亿元，增长
１１５％，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
售产值１３４２９３亿元，增长１１０％。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

属制品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五大行业

实现销售产值 ９１８６３亿元，占规模以
上工业的６８４％。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６７０６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９％。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
数为２７００，比上年提高 ４６１７。全年
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工业总

产值完成 ３２００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９％，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２３７％。工业园区企业生产保持基本
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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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６户，实现工业销售产值４３３４９
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１％，工业园区销售
产值占全区产值比重为 ２９１％。投产
企业单位土地实现工业销售产值３９２８
万元／亩，下降２８％。

建筑业稳步发展。全年实现建筑

业增加值 ６３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９％。区域内三级资质以上建筑业企
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５９００９亿元，增
长 １０２％，其 中 在 外 省 完 成 产 值
４２６１５亿元，增长１５７％；房屋建筑施
工面积２１１３万平方米，下降１７２％；房
屋建筑竣工面积 ３５６万平方米，下
降１６２％。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消费品市场繁
荣活跃，新型业态较快发展。全年实现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１０５６０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１５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４６０３１亿元，增长 ２０５％。其中，
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零售额４３２３１亿元，
增长２０９％；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２８０亿元，增长１４２％。互联网零售继
续保持快速增长，实现零售额５０２７亿

元，增长 １２倍。全年商品销售总额
２５９８３２亿元，增长９１％。市场成交额
４７２１亿元，下降７８％。

旅游业发展实现新突破，全面启动

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创建工作。年

内成功举办“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仪
式”“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２０１２美兰湖
音乐节”等活动。顾村公园景区、上海

炮台湾景区成功创建国家４Ａ级旅游景
区。各旅游景区实现营业收入７６２６５３
万元，比上年增长 ６９７％；接待游客
６１２７１万人次，增长 ２９９％。主要饭
店（宾馆）实现营业收入５８３亿元，增
长 １６％；接待 ８０２５万人次，增长
２０４％，其中接待海外旅游者５２万人
次。３５家旅行社实现营业收入６２４亿
元。组 团 出 游 ２９９３万 人 次，增
长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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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８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１％。有序推进民生
工程建设，营造更加安全、畅通、舒适、有

序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年内新辟公交

线路５条，调整公交线路９条，票价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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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２条，新建公交候车亭６０个。至年
末，有区域性出租车企业２家，运行车辆
６７０辆，从业人员１４２４人。有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３４５６户，运输车辆２９３万辆，
总吨位３２９１万吨。

至年末，全区有邮政支局１５个，邮
政所２５个。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２２６亿
元，比上年下降 ５２３％，发送函件 ６６４３
万件，国内特快专递２９２６万件，国际特
快专递 ０３４万件，报刊累计订销 ９２６２
万份。

■金融业　全年金融业增加值６６５１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５％。至年末，全区有
银行２２家，年内新增银行２家；本外币
存款余额 ２２１０１５亿元，比年初新增
２２４１５亿元；贷款余额１０７２９３亿元，比
年初新增１１２１６亿元。有小额贷款公
司 ９家，年末贷款余额 ８３１亿元，增
长９４％。

表３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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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９ １５７４９６ ９１ ４１９０２

　中学 ５６ ４１５０４ ８ ４６７３

　　＃高中 ８ ６７０１ １ ４５９

　　 初中 ２７ １９６８９ ３ ２３２１

　　 完全中学 ５ ５３４３ １ ９６２

　　 九年制学校 １５ ９１０５ ２ ３４０

　　 十二年制学校 １ ５９１ １ ５９１

　小学 ７３ ６３３１３ １６ １４３４６

　幼儿园 １５０ ４７７１５ ６４ ２０６６９

　职业教育 ３ ４６８０ ２ ２２１４

　其他教育 １７ ２８４ １ —

■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５０３９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１４９％。其
中，进口总额２２８８亿美元，下降９６％；
出口总额 ２７５２亿美元，下降 １８９％。
按贸易方式分，加工贸易出口１２７１亿
美元，下降３２３％；一般贸易出口１３２８
亿美元，下降９４％。

全年批准外资项目１３６个，其中新
批１０４个，增资 ３２个。合同外资总额
３５１２３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６２６％。引
资项目中，第二产业项目数３４个，合同
外资２４３２１万美元；第三产业项目数１０２
个，合同外资１０８０２万美元。外商投资
企业实际投资额 ２００５８万美元，增

长１８６％。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完善区域道
路网建设，重大工程推进实现预定目标。

配合推进长江西路越江隧道、Ｓ６高速公
路等市级重大工程，潘泾路三期、镜泊湖

路全线贯通，吴淞大桥完成抢修加固。

顾村和罗店大居外围和内部配套工程有

序推进。完成高境地区１７万户家庭燃
气内管、张庙地区 １７万户低压电网
改造。

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全年实现房

地产业增加值６６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５％。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２１１５１亿
元，下降 ２３１％，其中保障性住房完成
投资５８５６亿元，占２７７％。商品房施
工面积１２１４２万平方米，下降４６％；竣
工面积２５３５万平方米，下降２１８％；商
品房销售面积 ２６７１万平方米，下降
１５％；商品房销售额３４６５９亿元，下降
５５％。全年存量房交易面积 １２９１万
平方米，增长 １１９％；存量房交易金额
１７２９０亿元，增长１２７％。

■信息化　全年启动电子政务领域信
息化项目２２项，投入专项资金１５００万
元。完成通信管线建设 ５４条路段
４４９６沟公里；完成４个村级公共服务
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完成４６１个小区、
４８２万户光纤建设和改造。至年末，全
区固定电话用户 ４２７万户，其中住宅
电话３２５万户；互联网用户 ３３万户，
宽带接入 ２９９万户，平均带宽超过 ２
兆；无线覆盖８６６个商务楼宇和公共服
务场所；基站８９０个；ＩＰＴＶ用户１０８万

户。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 ３３９万人，
发放１６周岁以上社保卡１６９万张、学
籍卡１８７万张、敬老卡０７４万张。全
年“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主页访问

量２９０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２３％。政
府部门主动公开信息 ０２８万条；依申
请公开政府信息 ０１１万条；提供服务
类信息３１万人次。

■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面完成教育实
事项目，开办６所配套学校（幼儿园），
建成市老年大学宝山分校、宝山区学生

体质监测中心、４０所学校卫生保健室，
有序推进虎林中学等３０所学校改扩建
项目等。来沪人员近 ５万名随迁子女
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至年末，全区

有各类学校 ２９９所，在校学生 １５７５
万人。

　　推动科技成果应用和产业化，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年内获国家和上海市

科技项目立项 ５４个，新认定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２５项，２个项目获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完成各类技术交易合同

认定登记 １６１项，合同金额 １７３５亿
元，扶持产学研合作项目 ４０项。至年
末，有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市级 ３家、区
级６家，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４家。全
年专利申请量 ５３２６件，比上年增长
３２％；专 利 授 权 量 ３７９３件，增 长
１２７％。全区有高新技术企业１２５家，
３家企业列入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
２１家企业入选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创新
型企业”。加强科普设施建设，普及科

学知识。至年末，全区有市级以上科普

教育基地１６家，市级专题性科普场馆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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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年举办“万人科普培训”４９０期，
参加市民２９６万人次。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摄影／顾鹤忠

■文化、卫生和体育　全年文化下乡演
出１００场，公益电影放映４３００场，文化
资源配送６３０场（次）。以“滨江欢歌”
为主题，组织开展迎“十八大”优秀摄影

作品展、“十佳歌手”评选大赛、“我爱

我家”家庭才艺大赛等大型群众文化活

动，吸引 ２０万市民参与。上海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办多场大型展览

活动，其中“‘两岸四地’手工艺术精品

展”获“第十四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群文

活动创新项目奖”。大型现代沪剧《挑

山女人》全年演出 ３０场。完成有线电
视数字化整体转换１５万户。宝山图书
馆新馆９月１２日正式建成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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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８
家，影剧院７家。全年区广播电台公共
节目播出时间 ５１１２小时，其中自办节
目３００９小时；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
时间６１１１小时，其中自办节目２４６７小
时。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设立大场、淞宝、罗店和泗塘四个分部，

有线电视用户数达 ５３８万户。《宝山
报》出版５１期。

加大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

群众就医条件。华山医院北院建成启

用，大场医院基本竣工，建成 ４个市级
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１５个家
庭医生工作室，家庭医生责任制覆盖吴

淞、张庙和高境。至年末，全区有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 ３９家，卫生技术人员
６７１５人，医院核定床位 ５１３２张。全年
门急诊 １０４７６１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５３％；入院１０７４万人次，增长９６％；
住院手术３５２万人次，增长２２１％；健
康检查 ４０４４万人次，下降 ３０％。户
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８２３２岁。

竞技体育成绩稳步上升。宝山区

培养、输送的游泳运动员刘子歌获２０１２
年奥运会２００米蝶泳第八名、短池游泳
世锦赛１００米蝶泳亚军，乒乓运动员许
昕和队友获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

团冠军、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总决赛单

打冠军，射箭运动员朱文君获全国射箭

冠军赛团体淘汰赛冠军，田径运动员葛

晓栋获田径冠军赛暨大奖赛总决赛第

三名。在上海市十项系列赛上，宝山区

运动员在青少年组比赛中获３３５枚金

牌、２１５枚银牌、２０枚铜牌。全民健身
活动蓬勃开展，组织第一届市民运动会

参赛工作，参赛市民 ２８４万人，参加
２０８个大项１１００个小项。组队参加市
级总决赛３０项，获１３个第一名、８个第
二名、７个第三名，１个一等奖、７个二等
奖，４个三等奖。承办上海市第一届市
民运动会木兰拳、篮球、田径总决赛；举

办百村篮球赛、百队乒乓赛、百企足球

赛、百人跳踢等“百”字系列比赛。新建

１０条百姓健身步道、２个百姓健身房和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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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６５０１人。其中，非
农业人口 ８５９０９８人。全年出生人口
７７１３人，出生率８５６‰；死亡人口７２４４
人，死亡率 ８０４‰；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５２‰。据上海市统计局反馈，全区年
末常住人口 １９７１９万人，其中外来常
住人口８１５３万人。完善“政策扶持、
创业引导、托底帮扶、服务推动、培训提

升”五位一体的促就业工作体系，就业

形势保持稳定。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２７２３１个，实现非农就业５２３８人。帮助
成功创业 ６３２人，带动就业 ４０９３人。
至年 末，全 区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２９５１４人。
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据抽样

调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２９４８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３％；人均消
费支出 ２１５３２元，增长 ８７％。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２４１元，增长
１１７％；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１３２６４元，

增长９５％。平均每百户城区居民家庭
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家用汽车１６辆，空
调１９６台，电脑１１１台，彩电１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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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辆，
空调１７０台，电脑６７台，彩电１８０台，电
冰箱９９台。至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
额１２４２５５亿元，比年初增加 １９５３２
亿元，增长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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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９８万平方米；拆
除旧住宅建筑面积４０７万平方米，动迁
居民１８２３户；完成旧住房综合改造１９５
万平方米。全年新开工市属保障性住房

１５４５万平方米，区属保障性住房 ６０４
万平方米，建设和筹措公共租赁房１５万
平方米。至年末，廉租住房受益家庭

２９８３户，其中年内新增２０３户；经济适用
住房购房家庭３１３６户。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新农保和城居

保参保缴费人数分别为５７７５人和２４７２
人，享受待遇人数 １３７６０人和 ３６９９人。
推进重点项目落实保障工作，南大地区

综合整治等项目２２４８名被征地人员落
实社会保障。提升养老保障水平，新农

保参保人员月均养老金 ６２６元，增长
１３％；老年农民月统筹养老金标准 ４１５
元，增长１２２％；征地养老月生活费提高
到１０００元，增长１５６％。至年末，全区
居民医保参保人数１４３６万人；市民帮
困参保人数１９７万人；参加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２３８万人。

养老服务持续发展。至年末，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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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机构 ３８家，床位 ８２２４张，收养人数
４５９３人，其中社会投资开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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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万名老
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扶贫帮困有序推进。全年投入社会

救助资金２１９亿元，有１７１２７人享受城
镇最低生活保障，４９４人享受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出台１０项助残新政，进一步
扩大救助覆盖面。为 １８６万名持证残
疾人办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为

１７９名生活贫困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
庭子女实施春雨助学，康复服务受益

１９１万人次。年内安置残疾人就业１９５
人，为７１３名重残无业人员提供居家和
机构养护服务。至年末，有８９家福利企
业，从业人员 ５０８０人，其中残疾人
１７０９人。

■环境保护　以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为平台，着力提高环境质量。全年区

级环境保护总投入２６８亿元，对八大领
域共１５０个项目实施推进。加强环境监
管力度，出动执法人员６２４０人次，检查
各类单位２８０２户次，立案处理１６６家单

位，行政处罚１３２家。完成各类污染源
环境监测８７５户，对１７户严重超标企业
实施限期治理。全年共关停关转企业

６４户。区控废水减排项目１４个，主要污
染物ＣＯＤ减排４９９７吨、ＮＨ３－Ｎ减排
５３８吨；废气减排项目１２个，主要污染
物ＳＯ２减排 ６３２２９吨、ＮＯｘ减排 ２５３１
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年内完成罗店

老镇水系治理、潘泾二期河道整治、北泗

塘水系沟通等工程，区域骨干河道治理

率达到７２％；启动罗泾镇４条河道生态
治理工程；完成北部五镇二级管网完善

工程，累计完成２０７万平方米住宅小区
和７６家企事业单位雨污分流改造工作，
城镇污水纳管率达到 ８７％。新建绿地
面积１３４公顷，其中公共绿地８０公顷，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４２３％，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２２４平方米。镜泊湖路（陆翔路
－沪太路）绿化工程、生态专项等绿化项
目竣工。

■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　开展建筑
市场稽查。对３１８个在建工地组织开展
监理制度执行情况、“打非治违”等专项

整治行动，检查工地４５３７个，开具整改

通知书２６８份，开具局部暂缓指令书或
停工通知单 ３７份，处罚金额 ３３９８４
万元。

开展非法客运整治。开展“宝安一

号”等省际客运、货物运输、区域公交系

列专项整治行动，检查企业２１４户，立案
查处２６６４件。

创新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监督抽检

食品 ６２４件，合格率 ９８９％；抽检药品
６５６件，合格率９６５％；抽检医疗器械２５
件，合格率７９２％。受理并办结投诉举
报６１４起，立案查处食品（餐饮）药品相
关企业及个人４０７起。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可控。全年生产

安全死亡事故 １５起，比上年增长
１５４％，死亡 １６人；道路交通事故 １４５
起，下降７１％，造成９４人死亡，财产损
失 ３２万元；火灾事故 ３６０起，下降
５０５％，造成１人死亡，财产损失４８６８
万元。

注：摘自《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为初步统计

数，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

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摄影／於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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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２０１２年是宝山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的重要一年。区委坚持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总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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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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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攻

坚克难，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顺

利实现。全国首个“中国邮轮旅游发展

实验区”落户宝山，“全国旅游标准化示

范区”抓紧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通过核查验收，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长江河口科技馆、顾村公园、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入选国家４Ａ级旅游
景区，友谊路社区（街道）党工委被评为

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上海宝

山科技园获“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称号，一批单位和个人分别获国家和市

级荣誉称号。实现新一届区委工作的良

好开局，在深化新一轮转型发展中迈出

坚实有力的一步。

（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区委精
心筹备区第六次党代会，深化完善“十二

五”发展规划，使党代会的筹备和召开成

为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凝聚智慧、形成

共识的过程，确立“两区一体化”总目标

和“五个好”总要求，承接“三变样”（一

年小变样、三年中变样、五年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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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历程，深化新一轮发展蓝图。联系实际、

深入调研，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

设等五大课题，深化发展目标与工作实

践的有机统一，明确工作重点、推进抓手

和落实载体。以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和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契机，结合

深入学习领会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将

中央、市委精神与宝山实际紧密结合，增

强宝山特色转型之路的道路自觉，坚定

宝山转型发展的目标自信，以为全区人

民创造美好生活为根本目的，秉承和发

扬宝山多年来坚持的经济结构调整、城

市空间布局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并进，

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融合，城市化水平

提升与城乡统筹发展相统一的探索和实

践。制定年度工作要点，明确分工、集聚

力量，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形成良好工

作局面。聚焦经济转型、城市转型和社

会管理等瓶颈问题突破，完善考核体系，

发挥考核激励导向作用。注重发挥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区政府党组、区政协党组

在各自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区

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共同推动宝山转型发展。支

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审判权、检察权。推动军地融合式发

展。做好统战工作，推进上海党外代表

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建设。重视发挥工

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侨联、残联、红

十字会等群团组织作用。加强老干部、

党校、档案等工作。

（２）规范管理，带好队伍。加强制
度规范，自觉把制度作为管人、管事、管

方向的根本，带头加强制度规范，修订印

发六届区委工作规则、议事决策规则、

“三重一大”（重大事项、重大工程、重要

人事和大额资金）事项决策程序等制度。

制定实施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加强对全

局工作的整体性指导，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推动宝山文化发展繁荣，加强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

度，完善违法用地长效管理、建设工程项

目管理、党政干部廉洁从政等机制，制订

农村管理“１＋４”文件（《宝山区加强村
级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宝山区村干

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宝山区村

级集体投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村主要干部

收入分配管理的意见》《关于规范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公务接待及会务考察费管

理的指导意见（试行）》），规范农村“三

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加强干部

教育培训，分层分类举办“一把手”学习

研讨班、中青班、新任职干部党性修养班

等干部专题教育培训班，重点强化党性

党风教育、党的制度学习和履职能力培

训。注重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年轻干部，

分批组织到基层一线、艰苦岗位挂职锻

炼。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在更大范围内

推进干部公开选拔、差额选拔、竞争性选

拔工作。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四项监

督制度，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全面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机关作风

建设和效能建设。组织实施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强化审计监督和整改落实。严

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加强廉政风险预

警防控机制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一

岗双责”，推进“滨江清风”廉政文化建

设，深化“制度加科技”各项工作。加强

基层基础建设，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

动，完成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和整改提

高工作，探索建立创先争优长效机制，深

化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党的

领导，依法依规顺利完成居（村）委会换

届选举工作。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建设，带动基层社会组织规范建设，推进

基层社会建设和管理。加强基层干部队

伍建设，组织居（村）“两委”成员专题培

训，开展第二批居（村）党组织书记、主

任“排头兵”评选。

（３）突出重点，推动发展。区委围
绕“两区一体化”总目标和“五个好”总

要求，突出抓好重点地区调整转型、重要

工作推进落实和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突出把五大地

区转型发展作为带动宝山整体转型的重

大载体。完善滨江地区功能开发推进机

制，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运营顺利，吴淞零

点广场、宝杨路交通枢纽等一批功能项

目加快实施，上港十四区“上港滨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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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推进，加快滨江整体转型步伐。调

整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工作机构，充

实区镇两级工作力量，建立健全全程推

进机制，加大与市及相关部门协调力度，

促成一批扶持政策具体落地，确保各项

工作加快推进。研究大型社区服务管理

新机制，协调加快顾村馨佳园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探索大型社区物业管理和财

力运行保障机制，方便入住居民“开门七

件事”。创新罗店大型社区建设理念，依

托美兰湖新镇、罗店古镇和华山医院北

院、顾村公园、轨道交通７号线等一批功
能项目，加快实施具备城市综合功能的

北部新城发展战略，整体推进罗店大型

社区征收补偿、内外配套建设，带动加快

北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推进老镇旧区改

造，突出居住改善、功能完善、城市化水

平提升的相融并进，大场老镇核心商业

区、罗店老镇改造等一批项目扎实推进。

推动吴淞工业区战略转型，深化与宝钢

的协调合作，完善概念性规划，启动功能

布局研究。突出把深化结构调整作为保

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面对经济下行

压力，集中推进两轮重大项目建设，在深

化结构调整的同时，加快培育一批经济

潜在增长点，为后续发展积蓄力量。面

对转型发展新态势，深化园区功能定位，

以集聚发展智能制造为重点，启动建设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以发展研发、销售

“两头在沪”的总部型企业为主，推进城

市工业园转型升级；以服务宝钢罗泾基

地产业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

加快完善宝山工业园区功能，建设综合

性产业园区。面对城市转型加快的实

际，以淘汰零散工业点、低效企业为重

点，填补城市功能空缺，同步改善市民生

活，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继宝山万达广场

建成开业后，加快规划建设五大城市综

合体，同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突出把城市管理和建设作为统筹城

乡发展、提升城市功能、改善生态环境的

重要内容。统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实施康宁路大桥、镜泊湖路、吴

淞大桥抢修加固工程等一批项目。巩固

提升公交“村村通”建设成果，新辟、调

整、优化一批公交线路。拓展“全国绿化

模范城区”创建成果，开工建设顾村公园

二期，新增公共绿地１３３５公顷，成功举
办第二届上海樱花节等一系列深受市民

欢迎的游园活动。有序实施第五轮环保

三年行动计划，完成年度节能减排任务。

深化城管网格化管理，确保城市运行

安全。

突出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任务。注重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有效发挥，坚持把社

会管理寓于公共服务之中，团结带领群

众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注重在实践中探

索创新，推广顾村镇星星村村宅社区化

管理、大场镇华欣苑社区自治等典型经

验，推进“一街镇一村居”社会管理创新

试点；探索“镇管社区”、组团式服务、

“大联动、大联勤”“大调解”等服务管理

新机制，着力在基层化解矛盾，促进社会

和谐。注重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

化解矛盾，完善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等

工作制度。健全群防群治网络，发挥专

门力量作用，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严

厉打击整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的

“黑作坊”、制售假冒伪劣生产生活资料

的“黑工厂”、收赃销赃的“黑市场”和涉

黄涉赌涉毒的“黑窝点”）、“宝剑”系列

等专项行动，报警类“１１０”、“八类”案件
明显下降，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

提升。

突出把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作

为民生改善的重中之重。坚持深化统

筹城乡发展的“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加
强中期评估，及时完善配套措施，３９项
实事项目按期完成，整体实现率７８％。
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促进就业工

作体系。坚持“四位一体”［廉租住房、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

共租赁住房、征收安置住房（动迁安置

住房）］推进住房保障建设，加快老公房

成套改造和老小区供水设施改造。坚

持城乡教育联动发展，在上海市“区域

推进教育现代化综合督政”和“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督政”中取得良好成绩。坚

持提高城乡卫生服务能力，华山医院北

院等一批优质医疗机构建成投用，一批

医疗惠民实事受到群众欢迎。坚持群

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共同提高，宝山体育

中心开放以来，接待市民近 ２００万人
次，实现群众健身活动和品牌赛事的有

效融合。坚持在共建共享中促进文化

繁荣发展，广泛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实践

活动，完成一批文化下乡惠民实事，群

文活动展演平台不断创新，现代沪剧

《挑山女人》首轮演出 ３０场，取得良好
社会反响。 （葛　蕾）

区委全会
■六届区委全体会议　３月２７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投票确定宝

山区出席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次代表

大会候选人预备人选。区委书记斯福民

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盛亚平作《关于宝山区出席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初步

人选名单的说明》。会议讨论通过《关

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会

议的决议》。

■六届区委二次全会　７月１６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会议主

题是：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次党代会和

十届市委二次全会精神，围绕区第六次

党代会提出的“五个好”总要求和“两

区一体化”总目标，总结上半年工作，部

署下半年任务，团结和带领全区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真抓实干、攻

坚克难、创先争优，加快转型发展、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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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切实加强文化建设，确保完成全年

各项目标任务，为全面推进现代化滨江

新区建设而努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八大”胜利召开，向宝山人民交出满

意的答卷。上午，举行全会第一次大

会。区委书记斯福民主持会议，传达十

届市委二次全会精神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报告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并部署下半年任务；区委副书记

袁鹰作《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讨论稿）》《关于加强文化

建设推动宝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

施意见（讨论稿）》的起草说明。与会

人员集中观看专题片《固本强基促和

谐—宝山区街道基层党建工作巡礼》。

下午，举行全会第二次大会。区委书记

斯福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表决通

过六届区委二次全会决议。

■六届区委全委会成员会议　１０月２９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

委书记斯福民主持会议并传达市委常委

会专题研究贯彻全国政法委书记座谈会

精神的情况，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传达

市政府区县长座谈会精神，并部署区委、

区政府集中调研工作，区委副书记袁鹰

作《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工

作规则（讨论稿）》说明，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钟杰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审议通

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工

作规则》，与会人员填写《处级领导党政

正职岗位拟任人选提名推荐表》。

■六届区委三次全会　１２月 ２８日，在
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会议主

题是：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现代化滨江

新区建设。上午，举行全会第一次大会。

区委书记斯福民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

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区委副书记、区长汪

泓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章俊荪报告分管工作。下

午，在区委党校多功能厅，召开区委常委

会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评议会。随

后，举行全会第二次大会。区委书记斯

福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表决通过六

届区委三次全会决议。 （葛　蕾）

２０１２年２月９日，区委、区政府领导到社区开展工作调研 摄影／浦志根

重大决策
■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在创先争
优活动中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的实施意

见》和市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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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精神，全面加强和改进宝山区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区委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
划》”），于７月１６日在六届区委二次全
会上通过，于 ７月 ２１日正式印发各单
位。《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间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

作目标有５项内容：一是党的基层组织
体系更加健全；二是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更加坚强；三是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更

加凸显；四是基层组织运行管理更加规

范；五是基层党建工作保障更加有力。

任务和措施有１１项内容：一是加强对基
层组织的统筹领导；二是创新基层党组

织设置；三是加强党支部建设；四是选优

训强基层党组织书记；五是发挥村居党

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六是严格党员教

育管理；七是立足岗位创先争优；八是坚

持领导干部和党代表联系基层制度；九

是深化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工作；十是

全面落实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十一是健

全基层党建工作保障机制。组织和领导

有３项内容：一是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
二是建立健全督促检查制度；三是建立

健全工作考核制度。

■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宝山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市委九届十六次全会、

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区第六次党

代会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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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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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研究制定《关于

加强文化建设推动宝山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于７月１６日在六届区委二次全
会上通过，于８月２日正式印发各单位。
《实施意见》共分２２项内容：一是重要意
义；二是指导思想；三是目标任务；四是强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引导；五

是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六是深化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七是推进重点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体系建设；八是加强基层文化阵地

建设；九是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

供给能力；十是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

动；十一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十

二是发挥传媒辐射功能；十三是构建上海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品牌系统；十四是深

化“一地一品”特色文化品牌创建；十五

是加快推进文化创意产业载体建设；十六

是积极培育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特色；十七

是规范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十八是加强组

织领导保证；十九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二十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二十一是落实

文化政策支持；二十二是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 （葛　蕾）

重要会议
■政法综治工作大会　２月１４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

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钟杰主持会议并作区政法综治工

作报告，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杨杰宣读

《关于学习推广顾村镇星星村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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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进我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意

见》，副区长沈伟民宣读《关于表彰２０１１
年度宝山区平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的决定》。会上，主席台领导为获奖单

位和个人颁奖。

■统战工作会议　２月１６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斯福民

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曹锡康主持会议并总结２０１１年统战工
作，部署２０１２年工作，副区长秦文波传
达全国和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２月２０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斯

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袁鹰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松全

总结２０１１年宣传思想工作，部署 ２０１２
年工作。会上，淞南镇、友谊路街道、罗

店镇作交流发言。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宝山区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１周年暨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大会
摄影／浦志根

■信访工作会议　２月２３日，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斯福民

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钟杰宣

读《关于表彰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
信访系统先进集体、文明信访室和先进工

作者的决定》，副区长沈伟民总结２０１１年
信访工作，部署２０１２年工作。会上，主席
台领导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区委、区

政府与各街镇、园区签订《２０１２年度信访
工作目标责任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高境镇、庙行镇等单位作交流发言。

■拆违控违工作会议　３月２０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斯

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

汪泓主持会议，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钟

杰总结并部署拆违控违工作，副区长沈

伟民明确考核要求。

■深入推进依法治区工作会议　３月
２０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主持会议。

会上，区法宣办、区教育局、顾村镇作

交流发言。

■招商引资工作会议　３月２０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斯

福民出席会议并开通“宝山招商网”，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讲话，区委常委、副

区长夏雨总结２０１１年招商引资工作，部
署２０１２年工作，副区长秦文波主持会议
并宣读表彰决定。会上，主席台领导为

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颁奖，高境镇、上海宝谊经

济发展区、上海宝山大场动漫产业园作

交流发言。

■农村和水利工作会议　３月２７日，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

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汪泓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袁鹰传达

中央和市农村工作会议、市农民增收工

作会议精神，副区长连正华、沈伟民分别

总结部署水利、农村工作。

■老干部工作暨“双先”表彰会　４月１２
日，在区委党校报告厅召开。区委常委、

副区长周德勋宣读《关于表彰宝山区老

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

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讲话。

会上，区国资委党委、大场镇专职社区老

干部工作者作交流发言。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会议　
４月１２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
召开。区委书记斯福民主持会议，区委

副书记袁鹰作《关于宝山区出席中国共

产党上海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

建议人选名单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会议选

举办法》，并选举产生宝山区出席中国共

产党上海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　４月２５日，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

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袁鹰

宣读《宝山区获全国和上海市文明镇、文

明社区、文明单位称号单位名单》，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松全总结２０１１年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部署２０１２年工作。会
上，主席台领导为获奖单位颁奖，月浦

镇、区教育局、友谊路街道志愿者服务中

队作交流发言。

■加强和改进工商联工作会议　５月１５
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市

工商联主席王志雄、区委书记斯福民出

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主

持会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作

《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

工商联工作的实施意见》起草说明，副区

长秦文波传达全国和市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工商联会议精神。会上，区工商联、

区发改委、区经委作交流发言。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推进大会　
６月２１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
召开。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主持会议，区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钟杰总结部署社会

管理工作。会上，区公安分局、区司法

局、区民政局、顾村镇、友谊路街道、大场

镇作交流发言。

■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１周年暨
创先争优活动专项表彰大会　６月 ２８
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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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

副书记、区长汪泓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

袁鹰宣读区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决定。会

上，主席台领导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友谊路街道党工委、淞南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党支部、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

务有限公司经理陈霖、区公安分局交警

支队民警王刚等作交流发言。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　８月７日，在区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斯福

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钟杰总结部署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

副区长沈伟民主持会议。会上，区发改

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建设交

通委、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作交流

发言。

■区委保密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
２０１２年保密工作会议　８月９日，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主要是总结

２０１１年保密工作，部署 ２０１２年保密工
作。区委副书记袁鹰出席会议并讲话。

■提名推荐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
工作会议　９月１９日，在区委党校会议
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斯福民部署

提名推荐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

就《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

选民主推荐表》填写要求进行说明。

■离退休干部区情通报会　９月２７日，
在区少年宫剧院召开。区委书记斯福民

出席会议并通报新一届区委领导班子对

宝山发展的总体思考和２０１２年以来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盛亚平主持会议。

■创先争优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交流座谈
会　１０月１０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并

讲话，区委副书记袁鹰主持会议，区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传达市创先争优

经验总结交流暨理论研讨会精神。会

上，月浦镇党委、友谊路街道党工委、区

级机关党工委、区教育局党委、罗店镇义

品村党支部作交流发言。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５月２３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

斯福民主持会议，传达市委书记俞正声

在市第十次党代会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和

十届市委一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并就

贯彻落实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介绍市第十次党代

会概况，区委副书记袁鹰传达市党代会

报告主要精神，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章俊

荪传达市纪委工作报告主要精神。

１１月 １９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
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斯福民主持会

议，传达党的“十八大”会议主要精神、

俞正声讲话精神，并部署宝山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有关工作，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传达党的“十八

大”报告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区政协主

席丁大恒传达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和党章

修正案主要精神，以及关于“两委”（区

委委员、区纪委委员）人选的推荐、考察

和提名工作情况，区委副书记袁鹰传达

习近平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党的“十八大”代表、月浦镇社

区事务受理中心党支部副书记、主任谭

金凤作交流发言。 （葛　蕾）

重要活动
■中央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３月２３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一

行到区调研，了解宝山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

３月 ２８日，中央综治委委员、全国
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宋秀岩率中央综治委第六调研组，实地

调研宝山区顾村镇星星村沈行社区村宅

社区化管理工作。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应勇、市综治办主任林化宾、市妇联副主

席翁文磊，区领导斯福民、汪泓、周德勋、

杨杰等陪同调研。

６月 １４日，全国人大常委、农工党
中央副主席汪纪戎一行到宝山区调研，

了解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８月３１日，中央信访工作督导组在
中央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访

局副局长王耀东带领下到宝山调研。

９月２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路甬祥在市文创办副主任贺寿昌，宝

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杨卫国，市经团联常务副会长、市

制造业创意促进中心理事长陈祥麟，市

经团联副会长孙环保，上海汽车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国际工业设计

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国新等陪

同下考察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并参

观上海市制造业创意促进中心、中国工

业设计博物馆、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

１０月１６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创模核
查组组长、原林业部副部长蔡延松带队

到宝山区核查验收创建“全国绿化模范

城区”工作。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召开工作汇报会，蔡延松部署核查工作，

市绿化市容局、市林业局党组书记陆月

星致辞，市绿委办常务副主任、市绿化市

容局、市林业局副局长方岩主持会议并

作《上海市推荐宝山区为全国绿化模范

城区的说明》，区委书记斯福民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汇报创建“全国绿化

模范城区”工作，区领导杨卫国、连正华、

王兆钢出席会议。

１０月１９日，国家商务部流通发展司
司长向欣一行到宝山调研上海钢铁现代

服务业综合试点区建设工作。

■市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１月 ４
日，市政协副主席周太彤出席政协宝山

区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并

致辞。

１月５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
耕出席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并讲

话祝贺。

１月７日，市政协主席、市慈善基金
会理事长冯国勤出席在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广场举行的“向着阳光出发—‘蓝天

下的至爱’２０１２爱心全天大放送启动仪
式”活动并致辞。

１月９日，在上海智力产业园，副市
长艾宝俊出席宝山区２０１２年经济社会
重大项目集中启动仪式并宣布项目

启动。

１月１７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
希、市政协副主席蔡威在市有关部门领

导陪同下，到宝山区开展帮困送温暖活

动，走访吴淞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宝林九村和宝钢一村。区领导斯福

民、汪泓、周德勋、盛亚平参加活动。

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
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

薛祥一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视察

上海玻璃博物馆、宝山体育中心、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并在长江河口科技馆召开

座谈会。区领导斯福民、汪泓、夏雨、陶

夏芳、秦文波、沈伟民陪同调研。

２月１５日，副市长沈晓明带领市有
关部门负责人及上海市盲童学校、浦东、

闸北、黄浦等区县特殊教育专家到宝山，

为筹备召开的上海市特教工作会议开展

前期调研，并参观宝山区培智学校。

２月１６日，市政协副主席钱景林一
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在区机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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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斯福

民、汪泓、丁大恒、康大华、袁鹰、曹锡康、

王兆钢陪同调研。

３月６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
雄、副市长艾宝俊率市有关部门领导到

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视察吴淞口国际

邮轮港，并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委副书记、区长

汪泓作工作汇报，区领导斯福民、夏雨、

周德勋、连正华、秦文波等陪同调研。

３月 ２０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王培生等到宝山法院调研市

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工作的决议》贯彻落实情况。

３月 ２５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杨雄参加在罗店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的２０１２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
并致辞。

３月３０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
耕出席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举行的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开幕式，并宣布
樱花节开幕。

５月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
定华一行到宝山调研现代服务业发展

情况。

５月 ４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市政协副主席吴志明一行到宝山区开展

重点提案督办工作调研，实地查看顾村

镇馨佳园，并在衡山北郊宾馆召开座谈

会。区领导斯福民、汪泓、丁大恒、钟杰、

沈伟民陪同调研。

５月１７日，副市长赵雯在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客运中心参加“维多利亚”号

邮轮首航庆典暨“梦想起航”邮轮嘉年

华开幕活动，并与意大利歌诗达邮轮集

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福斯基一起为“维

多利亚”号首航揭幕。

６月１１日，副市长赵雯一行到宝山
区开展工作调研，视察上海婚礼中心、宝

山寺、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并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斯福

民、汪泓、夏雨陪同调研。

６月１９日，副市长赵雯在吴淞口国
际邮轮港参加“海洋航行者号”上海首

航庆典仪式，并宣布“海洋航行者”号鸣

响启动笛。

６月２６日，副市长赵雯参加在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客运大厅举行的２０１２中
国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并与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会长钱永昌、区委书记斯福

民共同启动论坛。

６月２６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
延照出席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客运大厅

举行的 ２０１２中国“邮轮经济与城市发
展”论坛并讲话。

６月２９日，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出席
宝山万达广场开业仪式并剪彩。

６月３０日晚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云耕出席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的

“梦想启航”———２０１２上海吴淞口邮轮
嘉年华闭幕式暨邮轮港之夜青年主题晚

会，并宣布嘉年华闭幕。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沙海林、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

席倪豪梅、区委书记斯福民、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宗明等共同启动宝山“全国旅游

标准化示范区”创建活动。

７月６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杨晓
渡一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视察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长江河口科技馆，并在

长江河口科技馆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斯

福民、汪泓、章俊荪陪同调研。

７月 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尹弘一行到宝山区调研上半年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视察罗泾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罗店老镇改造宗教风貌区、上海发那

科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并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斯

福民、汪泓、张静、丁大恒、袁鹰等陪同

调研。

８月１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丁
薛祥一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看望

慰问区委政法委机关干部，并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斯

福民、汪泓、钟杰、杨杰、沈伟民陪同

调研。

８月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总工会主席钟燕群到宝山区调研工会工

作，视察顾村镇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上

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刘卫伟劳

模创新工作室，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以及

劳模代表，并召开座谈会。区领导袁鹰、

杨卫国等陪同调研。

８月７日，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市慈
善基金会监事长罗士谦一行到宝山区调

研养老服务发展情况，视察罗店美兰金

苑养老院、杨行镇养老院，并召开座谈

会。区领导斯福民、汪泓、丁大恒、周德

勋等陪同调研。

８月９日，副市长沈骏在美兰湖皇
冠假日酒店宴会厅参加上港十四区整体

转型开发协议签约暨上港集团瑞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揭牌仪式，并与上港集团

董事长陈戌源、市规土局局长冯经明、区

委书记斯福民共同为上港集团瑞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揭牌。

８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
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率

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区

（县）委书记、区（县）长到宝山区开展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调研，视察上海

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并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工作汇报会。区委书记斯福民介

绍宝山区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工作有

关情况，发那科公司总经理钱晖介绍公

司情况，市领导殷一璀、徐麟、艾宝俊、尹

弘、杨雄、沈晓明、姜睴，区领导汪泓、夏

雨、周德勋、连正华参加调研。

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
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

弘一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视察大

场镇动漫衍生产业园联东村文景楼和上

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东方红村真大园，

听取大场红木文化公园规划和南大地区

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并召开区、镇、村干

部座谈会。区领导汪泓、吕民元、袁鹰、

周德勋、钟杰、沈伟民等陪同调研。

９月１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综治委副主任王培生一行到宝山区督查

平安建设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市委政法

委副书记、市综治委副主任、市综治办主

任林化宾主持座谈会，区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区综治委主任钟杰介绍宝山区平

安建设实事项目总体情况，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区综治委副主任秦冰参加调

研。会前，区委书记斯福民会见王培生

一行。

９月１３日，副市长赵雯一行到宝山
区调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综合交通工作

并检查上海旅游节开幕式筹备工作，实

地查看开幕式现场搭建、舞美组织、应急

预案等工作情况，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交通港口局局长

孙建平，区领导斯福民、汪泓、夏雨、杨

杰、连正华陪同调研。

９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
委书记俞正声，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在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参加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仪式暨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仪式，

并共同推动启动装置，宣布２０１２上海旅
游节正式开幕。邵琪伟和韩正同时为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副市

长赵雯致欢迎辞。

９月２４日，副市长沈骏一行到宝山
区开展重大工程推进和保障性住房建设

工作调研，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

开座谈会。区领导斯福民、汪泓、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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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连正华参加调研。

１０月 ９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张学兵一行到宝山区调研指导社会管理

工作，视察顾村镇社会管理智能化联动

中心、城市安全运行应急指挥中心、大场

镇华欣苑。区领导斯福民、袁鹰、钟杰、

杨杰陪同调研。

１１月１０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丁薛祥一行到宝山区督查党的“十八大”

安保工作，视察大场镇华欣苑社区“五位

一体社区自治管理新模式”、区公安分局

“视频巡逻”等社会面管控工作，并在区

公安分局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区领导斯

福民、汪泓、钟杰、杨杰、沈伟民陪同视察，

区领导斯福民、钟杰参加座谈会。

１１月１３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沙海林一行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视

察宝山寺，并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

召开座谈会。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丁志

坚，区领导斯福民、汪泓、周德勋、曹锡康

等陪同调研。

１１月 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
云耕到基层联系点宝山区顾村镇羌家村

开展工作调研，区领导张静、袁鹰、倪诗

杰等陪同调研。

１２月 １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
云耕出席区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１２月１８日，副市长沈晓明、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参加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北院开业典礼，并与市政府副

秘书长翁铁慧、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区

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等

共同启动华山医院北院开业按钮。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１１月 ８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举行区委中心组学习会，区委中心组

成员和区相关部门负责人集中组织收看

党的“十八大”开幕式。

１１月 ２０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
议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区委《关于认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意见》。

区委副书记袁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杜松全出席会议。

１１月 ３０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
大礼堂，举行宝山区党的“十八大”精神

宣讲报告会，邀请市党的“十八大”精神

宣讲团成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潘世伟教授作关于党的“十八大”精神

的宣讲报告。区委副书记袁鹰主持会

议，区委中心组成员、全区各单位处级干

部等出席报告会。

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０日，举行宝山区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

题研讨班。１８日上午，在区委党校会议
中心大礼堂召开动员大会。区委书记斯

福民作开班动员讲话，传达韩正在市党

政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讲话精神，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区委

副书记袁鹰传达温家宝、李克强在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１８日下
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举行专

题报告会，邀请市委党校校委委员、教育

长曾峻作《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

题辅导报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专题报告。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杜松全主持报告会。１９日，在区机关办
公大楼会议室，举行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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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丁大恒等出

席各考核组考评。全区其他处级干部围

绕开班动员讲话、专题报告以及党的“十

八大”精神学习体会进行分组讨论。２０
日上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举

行大组交流会。区委副书记袁鹰主持会

议，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松全出席交流会。

会上，处级干部代表作交流发言。２０日
下午，在区委党校大礼堂会议中心举行

结业仪式。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讲话，

区委副书记袁鹰主持结业式。

■组织居（村）委换届选举　５月３０日，
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２０１２
年宝山区居（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

作动员大会。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

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主持会

议，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部署换届选

举工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宣

读《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居（村）民委员会换届
选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秦冰出席会议。

６月 １５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
常委、副区长周德勋带领区有关部门领

导到杨行镇调研居（村）委换届选举工

作筹备情况，实地走访杨行镇西街村，并

在杨行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６月 ２５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带领区有关部

门领导到罗店镇调研居（村）委换届选

举工作筹备情况，并在罗店镇政府会议

室召开座谈会。

７月１１日，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

室，召开研究居（村）委换届选举工作专

题会。区委书记斯福民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袁鹰、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盛亚平出席会议。

１１月１９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
礼堂，召开宝山区居（村）“两委”负责干

部培训班开班动员大会。区委副书记袁

鹰出席会议并作开班动员，区委常委、副

区长夏雨作区情报告。

■重大项目推进　１月 ９日，在上海智
力产业园，举行２０１２年经济社会重大项
目集中启动仪式。副市长艾宝俊出席仪

式并宣布项目启动，区委书记斯福民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介绍项目情

况，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主持仪式，市

政府副秘书长肖贵玉，区领导张静、丁大

恒等出席仪式。

５月１７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客
运中心，举行“维多利亚”号邮轮首航庆

典暨“梦想起航”邮轮嘉年华开幕活动。

副市长赵雯、意大利歌诗达邮轮集团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福斯基为“维多利亚”

号首航揭幕，区委书记斯福民宣布邮轮

嘉年华开幕，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上

海长江轮船公司总经理张路分别致辞，

区领导张静、丁大恒、夏雨、秦文波、姚荣

民出席活动。６月３０日下午，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青年主题活

动———“走进宝山·共话邮轮”，全市各

界优秀青年实地参观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滨江绿带等，

并召开座谈会。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

团市委书记潘敏、区委副书记袁鹰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介绍

宝山邮轮经济发展情况，区委常委、副区

长周德勋参加会议。６月３０日晚上，在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 “梦想启

航”———２０１２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闭
幕式暨邮轮港之夜青年主题晚会。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出席晚会并宣布嘉

年华闭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沙海

林、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倪豪梅、区

委书记斯福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宗明

等共同启动宝山“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

区”创建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团

市委书记潘敏分别致辞，区领导吕民元、

张静、丁大恒、康大华、袁鹰等出席晚会。

６月６日，在宝钢文化中心建设工
地，举行宝钢文化中心改扩建项目奠基仪

式。区委书记斯福民宣布项目奠基，区委

副书记、区长汪泓、宝钢集团公司党委副

书记、宝钢发展公司董事长伏中哲、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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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建设集团董事长谈德勤分别致辞，区

领导张静、丁大恒、夏雨等出席仪式。

６月 １９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举行“海洋航行者号”上海首航庆典仪

式。副市长赵雯宣布“海洋航行者”号

鸣响启动笛，市政府副秘书长薛潮、市旅

游局局长道书明、市口岸办主任张超美、

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

与皇家加勒比公司高管共同为“海洋航

行者”号起航剪彩，区委副书记、区长汪

泓致辞，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与“海洋

航行者”号船长互相交换礼物，区领导周

德勋、杨杰、连正华出席庆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举行 摄影／浦志根

８月９日，在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
宴会厅，举行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

协议签约暨上港集团瑞泰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揭牌仪式。副市长沈骏、上港集团

董事长陈戌源、市规土局局长冯经明、区

委书记斯福民共同为上港集团瑞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揭牌，斯福民致辞，区委副

书记、区长汪泓与上港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裁诸葛宇杰签订《上港十四区整体转

型开发协议书》。

８月２２日，在罗店大型居住社区配
套建设项目Ｃ４、Ｃ５地块，举行罗店大型
居住社区配套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区委

书记斯福民出席仪式并宣布项目开工，

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主持仪式，副区长

连正华介绍配套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区

领导张静、丁大恒出席仪式。

９月１２日，在区图书馆新馆一楼大
厅，举行宝山区图书馆新馆开馆仪式。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上海市图书馆

馆长吴建中，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共

同按下图书馆新馆开馆启动按钮，吴建

中、汪泓分别致辞，市文广影视局副局长

王小明、区委副书记袁鹰、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杜松全为图书馆志愿者颁发证

书，副区长陶夏芳主持仪式。

９月２８日，在牡丹江路 １８７５号 ０７
街坊，举行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工

程开工暨项目命名仪式。上港集团董事

长陈戌源、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仪式并

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与上港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裁诸葛宇杰共同揭晓上

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名称，陈戌

源、斯福民、汪泓、诸葛宇杰共同推动启

动杆，副区长连正华出席仪式。

１０月２２日，在顾村公园二期规划悦
林湖区域，举行顾村公园二期建设启动仪

式。区委书记斯福民宣布项目启动，区委

副书记、区长汪泓致辞，副区长连正华主

持仪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市绿化

市容局副局长夏颖彪等出席仪式。

１２月１８日，在华山医院北院门诊楼
广场，举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开

业典礼。副市长沈晓明、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钟燕群、市政府副秘书长翁铁慧、市

卫生局局长徐建光、区委书记斯福民、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等出席仪式，并共同

启动华山医院北院开业按钮，沈晓明、汪

泓分别致辞，华山医院党委书记顾小萍主

持仪式，华山医院院长丁强介绍项目情

况，区领导张静、丁大恒等出席仪式。

■举行“向着阳光出发———‘蓝天下的
至爱’２０１２爱心全天大放送启动仪式”
　１月７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广场，
举行“向着阳光出发———‘蓝天下的至

爱’２０１２爱心全天大放送启动仪式”。
市政协主席、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冯国

勤出席活动并致辞，市慈善基金会名誉

理事长陈铁迪、市慈善基金会监事长罗

世谦，区领导斯福民、汪泓、张静、丁大恒

等出席活动。

■召开宝山—宝钢迎春座谈会　１月１１
日，在宝山宾馆嘉宝堂，召开宝钢—宝山

迎春座谈会。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徐乐

江、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

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介绍宝山社会经济

发展情况以及吴淞工业区战略发展思

路，宝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赵昆介绍宝

钢２０１１年主要经营业绩和宝钢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年发展规划，区领导汪泓、张静、丁
大恒，以及宝钢集团领导刘国胜、何文波

等出席会议。

■召开宝山—上大迎春座谈会　１月１２
日，在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宴会厅，召开

宝山—上大迎春座谈会。区委书记斯福

民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介绍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区领导张静、

丁大恒、袁鹰，上海大学领导于信汇、周

哲玮等出席会议。

■举行２０１２年迎春联谊会　１月１５日，
在上海婚礼中心金色大厅，举行２０１２年
宝山区迎春联谊会。区委书记斯福民出

席活动并作新春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

汪泓讲话，区领导张静、丁大恒、袁鹰，以

及上港集团总裁诸葛宇杰等企事业单位

负责人出席活动。

■举行中国文联、中国视协《送欢乐下基
层》活动———“龙腾宝山闹元宵”　２月
２日，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中国
文联、中国视协《送欢乐下基层》活

动———“龙腾宝山闹元宵”。中国视协

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显、宝山区委

副书记、区长汪泓分别致辞，中国文联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赵化

勇、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罗成琰、中

国视协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王锋、中国

视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张彦民、中国

文联国内联络部副巡视员林立、市文联

党组书记宋妍、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市

文联副主席、上海视协主席穆端正、市文

广影视局副局长王小明，区领导斯福民、

袁鹰等出席活动。

■举办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２月２８日上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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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堂，举行２０１２年区处级党政负责干
部学习研讨班开班式。区委书记斯福民

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主持

开班式，区委副书记袁鹰宣读表彰决定。

开班式上，主席台领导为２０１１年度考核
先进单位颁奖，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专题

片《２０１２年，我们稳中求进》。２８日下午
至２９日上午，区领导斯福民、汪泓、张
静、丁大恒等带领全体学员到江苏省苏

州市学习考察。在江苏省委常委、苏州

市委书记蒋宏坤、苏州市副市长周玉龙

等陪同下，先后考察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及工业园区十七周年成果展、圆融时代

广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苏州市规划展

示馆、环古城风貌保护工程、盘门三景、

山塘街历史保护街区、白马涧生态园、苏

州传化物流基地、纽威数控装备苏州有

限公司等。２９日下午，举行区处级党政
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结业式。区委书记

斯福民主持结业式并讲话，区委副书记、

区长汪泓讲话。结业式上，区委、区政府

与各街镇、园区分别签订《２０１２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责任书》，区委政法委、区

发展改革委、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罗

店镇、大场镇、淞南镇、友谊路街道、城市

工业园区作交流发言。

■举办２０１２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
　３月２５日，在罗店镇美兰湖国际会议
中心举办２０１２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
坛。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

公室主任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彭森、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等出席论

坛并作主题发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杨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

别主任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Ｂａｈｕｅｔ、区委副书记、
区长汪泓分别致辞，国家发展改革委城

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主持

论坛，区领导斯福民、夏雨等出席论坛。

■举办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　３月３０日，在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

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开幕式。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云耕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樱花节

开幕，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马云安、市旅游

局副局长程梅红、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

分别致辞，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主持开

幕式，区领导斯福民、张静、丁大恒、袁鹰

等出席开幕式。

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从 ３月 ３０日至 ４
月２８日在顾村公园举行，公园樱花面积

从上年的 ２００亩（１３３３公顷）扩大到
５００亩（３３３３公顷）），数量从５千余株
增至１万余株，拥有近３０个品种。期间
以“樱满枝头花争艳”为主题，举办“花

之赞、花之美、花之秀、花之韵、花为媒”

五大主题活动，风味美食、休闲娱乐、旅

游购物等七大配套活动，累计接待游客

１１６万人次，单日最高游客量达１２４万
人次，日均游客量３万人，再次创下上海
公园办节的游客总量和单日游客量的最

高纪录，较２０１１年樱花节增长６５％。建
立多样化门票销售渠道，春秋旅行社为

上海樱花节门票指定代理商，淘宝网限

量销售樱花节电子票，“来伊份”等品牌

企业合作营销。旅游企业对接节庆旅游

消费需求，推出折扣、抵扣等优惠措施，

樱花节期间，限量派发１０万份宝山旅游
优惠券，引导、拉动宝山旅游消费。编印

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旅游地图，增设宝山旅
游咨询亭，在主要旅游景点布设宣传展

板，整合资源，扩大樱花节的联动效应。

４月２８日，在顾村公园举行２０１２上
海樱花节闭幕式暨总结表彰会。区委书

记斯福民宣布樱花节闭幕，区委副书记、

区长汪泓致辞，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主

持会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松全宣

读表彰决定，区领导张静、丁大恒、袁鹰

等出席会议。会上，主席台领导为获奖

单位和个人颁奖，区旅游局、区公安分

局、区新闻办作交流发言。

■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先进表
彰暨劳模座谈会　４月２６日，在金富门
大酒店宴会厅，举行宝山区庆祝“五一”

国际劳动节先进表彰暨劳模座谈会。区

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汪泓致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静、区政协主席丁大恒出席会议，区委

常委、副区长周德勋宣读表彰命名决定，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杨卫

国主持会议。会上，主席台领导为获奖

者颁奖。

■举行“东鼎国际杯”２０１２宝山国际男
篮挑战赛开幕式　５月１８日，在宝山体
育中心篮球馆，举行“东鼎国际杯”２０１２
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开幕式。国家体育

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金生、

区委书记斯福民共同启动开赛按钮，市

体育局局长李毓毅、区委副书记、区长汪

泓分别致辞，副区长陶夏芳主持开幕式。

■举办 ２０１２中国“邮轮经济与城市发

展”论坛　６月２６日，在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客运大厅，举办２０１２中国“邮轮经
济与城市发展”论坛。中国交通运输协

会会长钱永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

延照出席论坛并讲话，区委书记斯福民

致辞，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游艇分会副会

长、秘书长郑炜、市旅游局副局长沈山

州、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分别作主题报

告。众多国内外邮轮公司代表、政府官

员、专家学者从政策法规、发展规划、基

础配套设施、区域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

对上海发展邮轮经济提出对策和建议。

论坛期间，“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

心”“上海国际邮轮人才培养基地”在宝

山挂牌，“上海国际邮轮学院”“上海国

际游艇培训中心”揭牌成立。

■举办２０１２中国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
坛　６月２６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客
运大厅，举办２０１２中国上海水上旅游发
展论坛，论坛主题为“邮轮旅游与海洋文

化”。副市长赵雯、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

长钱永昌、区委书记斯福民共同启动论

坛，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致辞，区委常

委、副区长夏雨作主题报告。沿海、长江

流域主要城市的有关专家学者和港、航、

旅游企业家共同探讨“海洋资源开发、生

态保护和弘扬海洋文化”“传承世博精

神、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培育邮轮旅

游市场、创意邮轮旅游文化、推进区域联

动发展”等话题。

■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８５周
年军政座谈会暨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大会

　７月２４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
堂，举行宝山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８５周年军政座谈会暨双拥模范命名
表彰大会。区委书记斯福民、上海警备

区副司令员谢德志少将、市双拥办副主

任、市民政局副局长高菊兰出席会议并

分别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主持会

议，区委副书记袁鹰宣读命名表彰决定。

■举行“宝山新印象—万名市民看亮
点”活动启动仪式　９月１２日，在宝山
体育中心举行“宝山新印象—万名市民

看亮点”活动启动仪式。区委书记斯福

民出席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致辞，区委常委、副区长夏

雨主持仪式。

■举行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仪式暨“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仪式　９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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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５日，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
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仪式暨“中国邮轮
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仪式。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国家旅游

局局长邵琪伟、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共

同推动启动装置，宣布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
正式开幕，邵琪伟和韩正共同为“中国邮

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副市长赵雯致

欢迎辞，市旅游局局长道书明主持仪式，

市领导尹弘、杨定华、钱景林，区领导斯

福民、汪泓、张静、康大华等出席仪式。

市旅游节组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

四川、云南、青海、新疆、江苏、浙江等兄

弟省、自治区旅游部门领导和相关地市

的领导出席活动。国内外近百家媒体对

活动进行宣传报道，上海电视台、东方卫

视先后进行直播和重播。

■举行感动宝山—２０１２身边典型人物
颁奖典礼　９月１７日，在宝山电视台演
播厅，举行 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颁奖典
礼。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典礼并致辞，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燕爽，区

领导张静、袁鹰等出席典礼。

■举行大型原创现代沪剧《挑山女人》
首演　１０月２６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大礼堂，举行大型原创现代沪剧《挑山

女人》首场演出。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

处书记季国平、《中国戏剧》杂志总编赓

续华、著名戏剧评论家龚和德，市纪委副

书记徐文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市

妇联主席张丽丽，区领导汪泓、张静、沈

秋余、康大华、袁鹰等出席。

■举行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宝山展示周
暨区第二届群众体育大会开幕式　１１
月２日，在宝山体育中心市民健身广场，
举行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宝山展示

周暨宝山区第二届群众体育大会开幕

式。区委书记斯福民宣布大会开幕，市

体育局局长李毓毅、区委副书记、区长汪

泓分别致辞，副区长陶夏芳主持开幕式。

■举办第九届长江口民营企业经济发展
论坛　１１月１０日，在上海金仓永华大
酒店举办第九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

坛。区委书记斯福民、市科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市科委副主任曹振全、市工商联

副主席徐惠明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主持开幕

式，副区长秦文波等出席开幕式。论坛

以“钢贸企业摆脱生存危机的思路与方

法”为主题，邀请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市

政协副主席、市ＷＴＯ事务咨询中心董事
长、总裁王新奎、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

所所长王德培和部分知名企业家作专题

演讲，从事钢铁贸易的民营企业家等近

４００人出席论坛。

■举行２０１２年上海海洋论坛　１２月４
日，在金富门大酒店会议室，举行 ２０１２
年上海海洋论坛。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

副局长阿东、上海市海洋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嘉毅，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出席论坛并分别致辞，上海

市海洋局副局长沈依云主持论坛。

■开展调研　１月２９日，区委书记斯福
民、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带领区有关部

门领导到区生态专项工程指挥部调研生

态专项工程建设进展和２０１２上海樱花
节筹备情况。区领导袁鹰、夏雨、杜松全

等参加调研。

１月２９日至１０月８日，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到南大地区调研，

实地查看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作推进情

况，并在区南大指挥部会议室召开专题

会议。区领导夏雨、周德勋、盛亚平、钟

杰、杨杰、连正华、沈伟民、姚荣民参加

调研。

２月１５日至１０月１０日，区委副书
记袁鹰多次带队调研“三农”工作，区领

导周德勋、沈伟民参加调研。

２月 １６日，区委副书记袁鹰，区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松全，副区长陶夏芳

带领区有关部门领导到上海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博览馆，调研２０１２年十大民间艺
术文化展示、樱花节文化演出等工作。

３月８日至１１月２８日，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带队到街镇、园区调研，实地

查看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各单位经

济发展、民生保障、社会管理、文化建设、

生态改善、党的建设等工作情况。

３月２６日至１１月２７日，区委书记
斯福民带队到区建设交通委、统计局、科

委、绿化市容局、体育局、检察院、法院、

农委、司法局、税务分局、建管中心开展

调研。区领导汪泓、夏雨、章俊荪、钟杰、

陶夏芳、连正华、秦文波、沈伟民、姚荣民

等参加调研。

５月９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副区长
连正华带领区有关部门领导到顾村镇、

罗店镇开展调研，实地查看顾村七牧小

区旧改项目和罗店老镇市河“创模河

道”整治工程，并在罗店镇政府会议室召

开座谈会。

９月１１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副区长
连正华带领区有关部门领导，实地查看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宝杨路码头、滨江大

道、零点广场，并在邮轮港公司会议室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滨江开发有关工作。

９月１３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副区长
陶夏芳带领区有关部门领导，实地查看

华山医院北院工程建设及试运营准备工

作情况。

１０月９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常
委、副区长夏雨、副区长连正华带领区有

关部门领导视察吴淞滨江带建设，实地

查看星月国际广场、吴淞开埠广场、吴淞

客运中心，并在吴淞客运中心会议室召

开座谈会。

１０月１１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
副书记袁鹰、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松全带领区有

关部门领导到区政府门户网站、宝山报

社、宝山电视台开展调研，慰问工作人

员，并在区文广影视局会议室召开座

谈会。

１２月５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副区长
连正华带领区有关部门领导到罗店大型

居住社区开展调研，实地查看罗店大型

居住社区拟开工地块，听取规划布局和

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介绍，并在罗店镇

政府会议室召开座谈会。

１２月１０日，在衡山北郊宾馆，召开
区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集中听取调

研成果汇报，认真谋划２０１３年工作。区
委书记斯福民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汪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静、区政协主席丁大恒讲话，区领导袁

鹰、夏雨、章俊荪、周德勋、盛亚平、曹锡

康、钟杰、杜松全、郭孝喜、陶夏芳、连正

华、秦文波、沈伟民、姚荣民分别就各自

分管工作作交流发言。 （葛　蕾）

纪检
■概况　年内，全区各级纪检组织履行
党章赋予的职责，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出发，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按照“围绕

一条主线，实现五个突破，完善三项机

制”的反腐倡廉工作思路，强化组织协

调、积极实践创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各项工作。一是紧贴中心工作，

注重服务保障科学发展；二是注重整体

推进，深化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三

是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四是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纪检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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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干部履职能力。

■召开六届区纪委二次全会　２月 ８
日，六届区纪委二次全会在区委党校召

开，会期一天。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传达

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和贺国强的工作报告精神，区

委副书记袁鹰传达俞正声在九届市纪委

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及董君舒的工作

报告精神。全会审议区委常委、区纪委

书记章俊荪代表区纪委常委会所作的题

为《围绕中心求作为，服务大局促发展，

不断提高我区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

平》的工作报告，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一致通过全会决议。全体区纪委委员出

席会议，区委巡察组组长、全区各单位纪

委（纪工委）书记（纪检组组长）、不设纪

委单位的分管领导、各单位监察室主任

等列席会议，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各街镇

园区、部委办局、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

工商联等单位处级领导干部等应邀参加

全会第二次会议。

■推进“滨江清风”廉政文化建设　加
强党的纯洁性教育和反腐倡廉形势教

育，在全区党员干部中继续开展“讲党

性、重品行、作表率”主题教育活动。充

实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讲师团，并为全

区各单位授课１００余场。以处级领导干
部为重点，开展从政道德教育活动，坚持

重大节日廉政短信提醒教育以及新任处

级干部“七个一”（即每年对新任处级干

部开展廉政知识测试、集体廉政谈话、交

流座谈、签订廉政承诺书、观看教育片、

赠送廉政书籍和发放公开信）任前廉政

教育制度。继续对全区重点领域、重点

行业、重点岗位的科长开展集中岗位廉

政教育。以区内农村干部中的违法违纪

案例为素材，组织拍摄《贪婪之祸》系列

第二部警示教育片。加强警示教育基地

建设，完善与区检察院、宝山监狱的警示

教育协作机制，全年组织１２批次党员干
部开展现场教育活动。开展“廉政３６５”
“廉政公益广告宣传月”活动等。建立

健全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工作机制，

制定出台《宝山区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

传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反

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队伍建设的实施办

法》。

■贯彻落实《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
责若干规定（试行）》　为贯彻落实中央

于２０１１年５月出台的《农村基层干部廉
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下称《规

定》），制定出台农村党风廉政建设“１＋
４”文件（“１”为《宝山区加强村级党风廉
政建设的意见》，“４”为《宝山区村干部
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宝山区关于

规范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务接待及会务

考察费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宝山

区进一步规范村主要干部收入分配管理

的意见》《宝山区村级集体投资小型工

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并在村

“两委”负责干部培训班上，就《规定》及

“１＋４”文件进行专题解读、座谈讨论、
廉洁履职知识测试等，同时组织开展全

区新任村支部书记“争当群众贴心人”

大讨论活动。探索党风廉政建设评估机

制建设，在顾村镇开展农村两委班子“勤

廉指数”群众满意度测评试点工作。推

进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９月份
指导友谊路社区（街道）总结党风廉政

建设电子台帐工作经验并在市纪委会议

上作交流发言。推进国有企业党风建设

和反腐倡廉工作，会同区委组织部、区总

工会、区国资委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专项检查。推进“两新”组织反腐倡廉

建设，将反腐倡廉工作列入“两新”组织

党组织分类定级工作考核指标，全区共

有３家“两新”组织被市社会工作党委评
为“两新”组织廉洁文化示范点。

■深化专项治理工作　在巩固上年“４＋
３”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研究建立健全
长效管理机制。针对收费不够规范的问

题，开展治理和规范全区行政机关、事业

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工作。坚持礼金礼

券购物卡专项治理“月报告”制度，并开

展复查整改“回头看”工作，全年全区各

单位累计上交礼金礼券购物卡１１５６万
余元。推进并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召开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工作动员大会，排摸全区人员编制、现

有公车数量及费用开支、驾驶员配置等

情况，制定《宝山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

施意见》以及车辆处置、补贴发放、经费

管理、纪律保障等方面的７个配套文件。
牵头开展挂靠借用资质投标违规出借资

质问题专项清理，共排查９９个项目、４１４
家企业，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没收违

法所得１０万元、罚款 １１８万元。协调
相关职能部门推进教育收费、医药购销

和医疗服务、物业管理、涉农收费等领域

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教育收费、涉农乱收

费等专项检查，及时制止和纠正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办信查案工作　全年全区各级纪检监
察组织共立案４０件，结案３７件。发挥
区反腐败协调小组在加强重要案件线

索、重大复杂案件的沟通协调等方面的

作用，深化与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

集中突破“５·２４”专案等党员干部违纪
违法案件。注重强化查办案件的治本功

能，在区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及时通报

“５·２４”案件查处情况。坚持以案警示、
以案警醒，运用近５年来市、区违纪违法
的典型案例制作案例情况剖析报告，并

在区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区政府常

务会议、廉政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建设推

进会上进行通报剖析，抓好警示教育、建

章立制等各项工作。强化纪检监察信访

举报工作，全年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

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来电和其他方式

信访３７４件（次），按照“分级负责、归口
办理”的原则进行调查处理。按照“二

十四字”方针（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

备），依纪依法审理违纪案件，宝山区办

理的一起违反财经纪律案件被评为

“２０１２年度市纪检监察系统‘优质案
卷’”。 （赵　波）

组织
■概况　２０１２年，组织部门以加强换届
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认真做好

基层组织建设年各项工作为重点，统筹

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先争优活动、

人才发展规划落实和组织部门自身建

设，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水平，为推进现

代化滨江新区建设提供组织保证。（１）
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根据区委要求和法律规定，完成新一届

政府组成部门成员调整配备方案。出台

干部调整方案１４批，涉及３８个处级领
导班子的干部１６６人次，其中提拔任职
５０人，交流任职４３人次，改任非领导职
务８人。坚持开展日常调研访谈、谈心
谈话、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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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审计等工

作，听取和汇总干部群众对班子建设、干

部配备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了解班子运

作和领导干部表现的情况，共访谈干部

群众１２４１人次，并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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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进行专题分析研判。针对换届后新任

职和新交流岗位处级干部的特点，分三

期进行教育培训，重点加强党性党风教

育、党的制度学习和履职能力培训。协

调相关部门，完成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

政治建设分析自查，对领导班子内部制

度进行梳理形成制度汇编，对特色工作

进行提炼形成典型案例，并完成区领导

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情况报告，配合市委

组织部做好对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督查的相关工作。加强干部日常监督管

理。做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和

移居管理报告工作，协助完成２９名市管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完成 ５５３
名处级干部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完成

６５３名现职区管干部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上
报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材料的信息录

入，做好相关数据的汇总分析。抓好处

级干部选拔任用全程纪实工作，对５名
新任职干部开展试用期考核，对４家单
位原党委书记开展离任检查。加强对基

层单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指导，组织

全区组织人事干部开展业务培训，对３２
家单位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集中检

查，帮助基层单位进一步规范选拔任用

程序、完善办件材料。协助国家统计局

宝山调查队，对全区７０家单位开展组织
工作满意度调查；配合国家统计局上海

调查总队，做好对３２家单位１４０名干部
群众的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

同时，做好年度实绩考核、经济责任审

计、干部信访调查处理、援驻外干部选

派、军转干部安置等常规性工作。关心

干部身体健康，组织开展干部疗休养

３１５人次和体检３４２人次。（２）加强党
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研究起草

《宝山区关于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开展基

层组织建设年的实施意见》，统筹推进全

区基层组织建设各项工作。研究起草

《宝山区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的１１条具体措施，并以项目化的形式将
主要任务细化为３８项具体工作，明确责
任主体和项目落实的时间节点，为今后

一个时期全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提

供全面系统的指导。至年末，有３５项工
作启动，１０项工作完成。开展第二批村
居书记、主任“排头兵”评选活动，选派

村居后备干部到排头兵所在村居和市、

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开展挂职锻炼。牵头

举办村居“两委”负责干部培训班，加强

村居干部做群众工作、协调化解矛盾、做

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素质。开展大

学生村官选聘工作，加强日常管理和考

核。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制定下发《宝山

区党员组织生活实施细则（试行）》，指

导各领域基层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做

到“有主题、有讨论、有共识”。落实“在

职党员原则上以实际工作单位管理为

主”的要求，在村居中开展在职流动党员

排摸，做好教育引导，及时转接组织关

系。推进基层党内民主建设，配合做好

村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指导和服务工作，

深化镇党代会年会制工作，全面实行党

代会年会主题化和落实党代表提案（提

议）制度。督促指导农村、社区、机关、企

事业、“两新”组织各领域基层党组织按

时换届，全年按时换届基层党组织 ２８５
个，其中实行“公推直选”２６５个。做好
区管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实行区

管党费管理使用情况向党代会报告和每

年向基层党组织公示。在非公企业和社

会组织，继续以“红帆工程”建设为抓

手，加强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力度，

至年末，党组织覆盖率 ２３７％，５０人以
上企业有党员达标率 ９５７％。做好老
党员、困难党员走访慰问和健康体检工

作，全年共走访老党员、困难党员 ５４６０
人次，发放慰问金共计 １６９１２８０元。开
展党员志愿者服务月活动，共开展政策

咨询、医疗保健、法律援助、助老助困助

残等各类服务２２５场次，受益１０３３８８人
次。（３）推进全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
党管人才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建

设，定期召开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会议，

对区域人才工作的重点工作、重要政策

等进行研究。健全各基层党委人才工作

机制，全区设有党委、党工委、党组或党

总支的单位，均成立人才工作协调小组。

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区相关

职能部门，做好中央“千人计划”、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上海领军人

才等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人选的推荐申

报工作。组织开展区领军人才及第七批

区拔尖人才、青年尖子的申报评选工作。

加强与高层次人才的联系沟通，配合做

好区领导联系走访专家、节日慰问等关

心服务工作。组织发动全区各单位参与

市人才办举办的“建设上海国际人才高

地大家谈”征文活动，共收到征文９４篇。
协调有关单位编写“科学人才观工作案

例”。加强人才工作调研和统计，协调相

关单位对全区非公有制领域人才、农村

实用人才状况进行调查统计，就紧缺急

需人才引进、区域人才梯队建设、海外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等情况，深

入相关委办局、街镇、企业一线开展走访

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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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区“两会”选举和相关代表推选
工作　年初，做好区“两会”选举的组织
和相关准备工作，确保区四套班子换届

工作圆满完成。一季度，完成党的十八

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的三轮推荐和考

察公示工作。上半年，研究部署市第十

次党代会代表推荐选举工作，完成区委

全会和区代表会议有关选举的组织工

作，最终选举产生１６名宝山区出席市第
十次党代会代表。同时，完成市十四届

人大代表提名推荐、选举的组织工作。

■分层分类开展干部教育工作　发挥区
干部教育领导小组作用，征求成员单位

意见，研究确定全年干部教育培训办班

计划。坚持分层分类开展培训，根据“一

把手”学习研讨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外向型培训班等主体班次的不同对象和

内容，安排针对性、实用性较强的课程。

全年主体班次累计培训干部３５０余人，
组织局、处级干部 ８１人次参加市委党
校、市干部教育培训中心的培训。以党

性党风教育为主线，举办新任职干部党

性修养班。牵头组织基层干部科学发展

主题培训示范班，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培

训科级及以下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村居干部等 ７３００
余人次。组织１６２２名干部参加２０１２年
度干部在线学习。

■加强年轻干部储备培养　开展“年轻
干部培养选拔”课题研究，分析全区干部

队伍现状及差距，提出改进和完善的目

标、措施。坚持对后备干部进行定期考

察和动态管理，组织全区各单位结合年

度考核，对２６５名处级党政副职后备干
部和５３名备案人选进行考察，并根据考
察情况对后备干部库进行调整。组织

５１名中青年干部到区内重点工作、重大
项目、重要部门进行挂职锻炼，丰富年轻

干部基层一线经历，增强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开展处级领
导岗位公开选拔、事业单位处级领导岗

位差额选拔工作。按照岗位特点分类设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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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选拔程序，坚持好中选优、优中选强，

在全年提拔任职的４３名委任制干部中，
以竞争性选拔方式产生的有 ３７人，占
８６％。探索和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有
效方式。在处级非领导职务晋升工作

中，采取“三轮民主推荐，三次酝酿比选，

一次等额考察”的方法，注重群众公认度

和干部现实表现。在面向教育系统内部

差额选拔领导干部工作中，采取群众推

荐、领导推荐、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产

生差额提名人选，采取大评委制开展竞

岗面试。牵头开展处科级干部竞争性选

拔工作，推出 １０个处级领导职位和 ３７
个科级领导职位，面向全市和全区公开

选拔，最终产生９个处级领导职位和２３
个科级职位的任职人选。在选拔工作

中，首次通过召开媒体通气会，以新闻报

道形式，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宣传报道，有

效扩大选拔工作的影响。

■推进开展全区创先争优活动　开展以
“亮身份、树形象、显作用”为主要内容

的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活动，引导党

员立足岗位争当先进。落实在职党员

“一表一卡一单”制度，规范和强化在职

党员在社区发挥作用，全区９４９％的在
职党员主动到居住地报到。指导基层党

组织开展党员承诺和群众评议工作，全

区共有２１７２个党组织以无记名测评方
式开展群众评议，６５７５１名党员接受评
议，其中满意率９０％以上的党组织和党
员的比例均达到 ９７％以上。开展创先
争优专项表彰和典型宣传，共推荐上报

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１个，市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３个和优秀共
产党员４名，评选区创先争优先进基层
党组织５７个和优秀共产党员５９名。推
进创先争优长效机制建设，召开区创先

争优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交流座谈会，组

织各基层党支部以“认真总结交流创先

争优经验，推动创先争优常态化”为主题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落实“每个党支部至

少建立一项管用的创先争优制度”的要

求，全区基层党组织共建立创先争优长

效机制４３２４个。开展基层党组织创先
争优活动案例征集，编制《宝山区基层党

组织创先争优案例集锦》，从不同层面展

现基层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精神

风貌和取得的工作成效。

■开展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和整改提高
工作　研究制定分类定级工作方案，指
导基层党组织开展自评，督促指导基层

党（工）委对所属基层党组织进行复评。

全区共１８３５个基层党组织开展分类定
级工作。其中，评定先进党支部７０４个，
占 ３８４％；较 好 党 支 部 ８７６个，占
４７７％；一般党支部 ２２８个，占 １２４％；
后进党支部２７个，占１５％。组织开展
分类定级抽查工作，对抽查中测评结果

较差的党组织责成上级党委对其进行重

新复评，确保分类定级工作落到实处。

同时，在分类定级的基础上，按照“巩固

先进、推动一般、整顿后进”的要求，督促

指导各基层党组织有针对性地制定巩固

提升、晋位升级措施以及整改方案，使每

个基层党组织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

提高。

■开展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完善党员干
部联系群众制度，落实领导干部直接联

系服务群众工作要求，牵头协调区四套

班子成员与２７名困难群众、贫困学生进
行结对，定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按照

市委关于街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直接

联系３户 ～５户以上群众的工作要求，
指导１５２名街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与
８５１名群众建立联系。深化组团式联系
服务群众工作，健全完善块区 －村居 －
街镇－政府职能部门四级联动的诉求回
应和解决问题机制。据统计，全年共收

集群众意见建议 １７０７６条，问题 １６０９６
个，通过块区、村居、街镇层面和“两代

表”（党代表、人大代表）等途径解决问

题１５４７６个，问题解决率９６％。通过“一
看二访三对话”的方式，对全区１２个街
镇所属的１５０个村居开展组团式联系服
务群众工作情况进行暗访。推动城乡结

对帮扶工作，至年底，３３个开展结对帮
扶的委办局党组织落实帮困资金２０万
余元，落实帮扶物资折合２５万元，走访
慰问困难村民家庭４００多人次，推进合
作项目１２个。开展党代表接待日和集
中联系社区活动，全年共收到代表反馈

问题４１９个，处理１８５个，正在处理２１３
个，办结率 ９５％，代表对答复结果满意
率９０７％。

■推进落实区“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
　汇编下发人才发展规划任务分解细化
方案，明确各单位工作任务和分工；落实

定期督查推进机制，对涉及到任务分解

的４０家单位人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
查，促进人才发展规划各项任务按时、有

序推进。至年末，按要求实施推进的项

目有７１２项，占总项目数（５年共 ７５４

项）的 ９４４％。协调区内相关职能部
门，制定完善“加强联系与服务高层次人

才”“优秀人才租房资助”“人才工作重

点项目资助”等政策，并通过集中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布置，提高各单位的重视程

度，促进人才政策推进落实。

■以“一迎双争”为主题加强自身建设
　组织召开全区组织系统“一迎双争”
（迎接党的“十八大”，争当三服务优秀

标兵、争创两满意模范部门）主题活动大

会，动员部署相关工作。通过组织部长

讲党课、交流讨论、观看电影《雨中的

树》、撰写心得体会、征集岗位格言等形

式，开展组工干部党性标准大讨论活动，

共收到征文８５篇。定期开展组工业务
学习和工作研讨，促进组工干部能力素

质的提高。在全区组织系统开展“我为

宝山组织工作科学化献一计”活动，共收

到意见建议１２０余条。推进“组工干部
下基层”活动，建立组织部门领导班子成

员定点联系基层和组工干部直接联系服

务群众制度，做好与基层困难群众“结对

子”工作，全区组织系统共结对联系干部

群众３１５人。对５年来全区组织系统开
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情况

进行回顾总结，推进组织系统自身建设

长效机制建设。参与全市组织系统“讲

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先进集体和

个人评选活动，区组织系统有２个集体
和３名个人获全市组织系统先进称号。

（陈　诗）

宣传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宣传思想工作围
绕落实“五个好”（经济发展好、民生保

障好、社会管理好、文化建设好、生态改

善好）的总体要求和建设“两区一体化”

（建设全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示

范区、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最佳实践区，

率先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

聚焦加快转型发展和深化城乡统筹，主

动服务经济稳增长和社会促和谐，营造

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良好氛

围，组织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

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推

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全面完

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提供思想保证、精

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１）理
论武装。区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带头突出

实践发展特色，带动全区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全年采取专题

５４

宣　传



研讨学与实践案例学、专家辅导学与读

书自选学、联组扩大学与上下联动学等

“六学”并举的办法，组织 １８次集中学
习，举办国防形势和新媒体环境中的新

闻发布与应对等６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理论学习专题报告会。各处级单位中心

组按照下发的年度学习意见，组织各种

形式的学习活动８００多次。落实督查制
度，每季通报学习情况，坚持培训学习秘

书，规范学习工作机制。推进思研会工

作，月浦镇上海万事红燃气有限公司被

评为“上海市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及时搜研社会舆情，上报１００多人次的
访谈记录，为上级分析决策提供参考，区

委宣传部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市舆情信息
工作先进单位。开展东方讲坛活动，全

区１４个举办点共举办各类讲座１７９场，
受众３４０００多人次。（２）社会宣传。集
中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九届市委十六次全会、市、区党代会和

“两会”精神宣讲６４５场，听众７８６００多
人次。月浦镇群众性宣讲团被评为上海

市“基层理论宣传先进集体”，友谊路街

道宣讲团团长顾维安被评为上海市“基

层理论宣传先进个人”。张庙街道、高境

镇和大场镇群众性宣讲团被评为上海市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九届市

委十六次全会精神群众性宣讲活动”优

秀群众宣讲团，区委宣传部获优秀组织

奖。组织区委党校理论工作者和基层宣

讲员两支宣讲队伍，集中宣传区第六次

党代会精神，共巡回宣讲 １７１场，听众
１８６００多人次。成立“宝山区学习贯彻
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群众性理论宣讲

团”，组织宣讲员到基层宣讲２５０多场，
听众２万多人次。组织“创建宝山新形
象，喜迎党的十八大”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组织网络摄影和 ＤＶ视频比赛，选
取３４个发展亮点项目，制作宝山区经济
社会建设新景新貌专题展板，在全区巡

展；联合组织市民群众看亮点、红色电影

周、主题邮票巡展，有３万多名党员群众
参与。推荐１３个民生项目和发展亮点，
入选上海市“城市新印象”展览。组织２
万多名党员群众参观“城市新印象”“浦

江军魂”“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等４个
专题展。１１月２日，在区文化馆影剧院
举行杨兆顺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推荐

周时远、赵克兰夫妇、张洁华和单宝新等

４名典型人物，列入全市《走近他们》栏
目进行宣传。配合做好“市政府重点民

生工作市民评议调查”，创建国家绿化模

范区、卫生区、旅游标准化示范区，以及

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征兵动员等社会

宣传和动员工作。（３）新闻宣传。组织
区内媒体开展常规和专题采访报道８００
多次。《宝山报》全年发行６０期，刊发新
闻２５００多篇（条）。区广播电视台播发
新闻７４３４篇（条）和３２０档新闻专题节
目，被评为“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

集体”。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新闻信息

１３０００多篇（条），被评为市优秀政府网
站。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 ２４
场，主题涉及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梦想启
航———２０１２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
２０１２上海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大型原
创现代沪剧《挑山女人》首演等。邀请

记者采访８０多批次、４５０多人次。全年
在市以上媒体报道录用２７２７篇（条），其
中平面媒体头版、广电媒体主要新闻时

段刊播报道１１１篇（条）。制作外宣剪辑
４３期。组织拍摄电视专题片《２０１２，我
们稳中求进》和《奋进发展的足迹———

２０１１年宝山经济社会建设亮点项目回
眸》，在处级党政一把手培训班播放。协

助上视艺术人文频道摄制《城市之光：上

海市区县文化建设访谈》系列专题片

（宝山篇）。邀请区领导参加市“两会”

东方网直播节目，并接受东方网专访；协

助做好政务微博“上海宝山发布”工作。

全区５２个党政职能部门和街镇、园区各
确定１名副处级以上领导担任新闻发言
人，举办全区首批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建立舆情摘报工作机制，编报８１期《涉
区媒体舆情摘报》。指导协调各单位回

应舆论监督和负面报道８０多起。（４）文
明创建。组织“３·５”学雷锋、“爱国卫
生月”环境整治、公民道德宣传日、创建

国家卫生区等志愿服务活动。设计 ３０
多项活动，集中开展公民道德与价值取

向大讨论。顾村镇的《善待八位老人》

和庙行镇的《爱心伞情暖千家》分别入

选市十佳好人好事和提名。４月２５日，
召开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工

作并表彰获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称

号和被评为市文明社区、文明镇的单位。

组织新一轮创建工作调研、预申报和业

务培训。制定区文明创建管理办法，“两

新”组织参与创建率比上届提升 ７５％。
深化文明创建典型培育，推出１４个创建
特色项目。开展“百连百区同创共建”

和文化拥军系列活动，推进与上海大学

各学院２０个对子的文明共建活动。开
展“企区联建”“企居共建”活动。完善

区志愿者协会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和队

伍组织网络，推行注册登记制度，举办志

愿者工作培训班，每月２５日组织开展志
愿者集中行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提供教育实践平台，组织参观、清

明祭悼、网上签名寄语和暑期１７２项活
动。组织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制定《实

施意见》，第一批２所学校被评为市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示范点，罗店中心校被

评为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示范点。

筹建“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

心”。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获“全国示

范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称号。开展社会

文化环境专项整治。推进学习型城区建

设。建成上海市高水平老年大学北部分

校，“百姓公益课堂”培训市民６万人次，
被评为市终身教育学习品牌项目，４个
街镇被评为市学习型社区，１００个团队
完成学习型团队建设。举办“２０１２宝山
·嘉定读书月”活动。

■制定实施《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宝
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　年
初，由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松全、副

区长陶夏芳牵头，区委宣传部、区文广

局、区经信委组成文件起草组，制定工作

方案，分基层调研、文件起草、征求意见

三个阶段开展《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

宝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

（下面简称《实施意见》）起草工作。围

绕“完善区级重点文化工程的规划布局

和建设、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增强文化

产业整体实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完

善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五个课题，文

件起草组深入社区、农村、文化产业园

区、区级公共文化场馆、街镇社区文化

中心进行５次调研座谈，起草形成《实
施意见》（讨论稿）。随后进行两轮征

求意见，召开 ５次座谈会，收到意见和
建议２００多条。５月２４日，区领导专题
听取文件起草组的汇报，提出指导意

见。６月，征求全体区委委员、候补委员
的意见。经多次讨论修改，最终形成

《实施意见》（审议稿），提交区委六届

二次全会审议通过并下发执行。８月，
成立区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以落实《实

施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

■组织评选“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　评
选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总工

会、团区委、区妇联组织开展，以展示全

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成果，发挥身边典

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培育向真、向善、向

美的文明风尚，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参与

道德建设。经基层推荐、组织审核、评委

６４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会投票、社会公示和组委会审定等程序，

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决定：授予王玉

华、杨焕荣、张洁华、张素梅、陈秀娟、陈

家英、单宝新、赵克兰、徐秀珍、焦松林等

１０人“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称号，刘涛、
严毛弟、张峰豪、陈士良、陈忠贤、陈恒

宝、赵同胜、高美珍、曹培基、戴雯等 １０
人获“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提名奖。９月
１７日，颁奖典礼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大厅
举行。

■开展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活
动　按照中央、市委和区委的要求，预先
下发通知，组织全区党员干部群众收听

收看党的“十八大”开幕式。区委中心

组设主会场，各街镇和机关各部门设分

会场，组织人员集中收看电视直播。１１
月３０日，邀请市宣讲团成员潘世伟向全
区处级干部作首场宣讲报告；１２月 １８
日，邀请市委党校教授曾峻专题辅导学

习党的“十八大”报告。区各媒体在主

要版面和重要时段，开设《欢庆党的十八

大》专版专栏专页，推出各单位收看党的

“十八大”开幕式的动态报道，反映广大

干部群众的反响和学习情况。成立“宝

山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群众性

宣讲团”，对基层宣讲员进行集中培训。

１１月２０日，在月浦镇政府大礼堂举行宝
山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群众性

宣讲启动仪式暨首讲报告会，党的“十八

大”代表、月浦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党支部副书记、主任谭金凤作报告。宣讲

团分成 ２３支宣传小分队，走进基层一
线，走进市民群众，组织开展 ２７９场宣
讲。同时，将宣讲活动安排和信息，在

《宝山报》、宝山政府门户网站进行预

告，并纳入全市东方讲坛。 （严海港）

统战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统一战线以“同
心”主题为要求，明确“助推经济转型发

展、助推民生持续改善、助推社会管理创

新”的工作思路，推进“政党、民族、宗

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１）多党合作。年初，区委召开“中共宝
山区委与党外代表人士座谈会”、２０１２
年区统战工作会议。组织学习胡锦涛总

书记“同心”思想讲话精神，组织参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

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电视电话会议和

市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通报会。完善

“季度座谈会”“区情通报会”“双月学习

会”等制度。贯彻落实中央４号文件精

神，指导支持各民主党派区委（总支）加

大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党外代表人士队

伍素质。完成“党派主委”“民主党派新

任政协委员培训班”和“民主党派新成

员培训班”等８个班次，培训人数３５０余
人次。区社会主义学院各基层分院共举

办培训班和报告会１００余场次，受众近
万人次。召开三次统战系统学习报告

会，邀请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市委副主委

张兆安等为统战人士作辅导报告。致公

党总支与庙行镇、区知联会与月浦镇结

对共建，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联会）

与街镇结对共建实现全覆盖。区知联会

开展“知音论坛”“亲情之行”和“走进系

列”三项特色活动。区政协七届一次会

议期间，新阶层人士提交的提案有 ５１
份。新阶层代表人士参与光彩事业活动

和“感恩行动”，开展“劳动关系和谐企

业”“关爱员工实现双赢”创建活动。按

照市有关部门的部署，做好宝山区党外

市人大代表人选和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人选推荐工作。（２）民族工作。召开区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会，推进区

少数民族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民族

团结进步（街、镇）创建工作全覆盖，组

织完成创建申报和区级评审等工作。保

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促进民族团结，加

强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沟通，加

大对公共服务行业执行民族平等政策的

监督检查力度。做好在宝山区培训的新

疆高校毕业生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生

活服务指导等工作。做好少数民族困难

家庭和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帮困慰问工

作，全年共落实帮困资金１３万多元，资
助少数民族困难群众２６２人。确保清真
食品供应稳定有序，开展无证经营摊店

综合整治，做好政策宣传和教育引导，会

同有关街镇对申请“清真食品”标志牌

单位进行审核检查。重点加强大型集贸

市场（江杨市场）无证经营清真副食品

情况的监督检查，规范清真食品经营。

（３）宗教工作。提升宗教场所管理水
平，推动两个专项工作常态化，在全市率

先实行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电算化管理。

提升教职人员综合素质，委托上海大学

开办佛教僧人本科学历班，有１８名僧人
通过成人高考在本科班学习。巩固和深

化“清剿火患”工作，确保宗教活动场所

消防安全。协助区基督教两会完成相关

聚会点的迁建和葑塘聚会点的改造，谢

恩堂基建项目的前期手续基本办妥。组

织开展第四轮市级文明宗教活动场所和

全国第二轮“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工作。

１１个宗教场所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围绕“爱国爱教、知法守法、团结稳定、活

动有序、教风端正、管理规范、安全整洁、

服务社会”的创建要求，对申报场所组织

区级评审并接受市级考评。配合有关单

位及时整治和取缔非正常宗教活动。

（４）工商联和非公经济工作。５月，区
委、区政府颁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

下工商联工作的实施意见》，召开“宝山

区加强和改进工商联工作会议”，区委书

记斯福民、市工商联主席王志雄出席会

议并讲话。组织召开由区政府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与民

营企业家代表恳谈会。针对营业税改增

值税、区物流运输行业经营困难等情况，

深入调研形成材料，并及时报送，得到

市、区有关部门和领导重视并作批示。

配合全国工商联开展小微企业“保生存

谋发展”调研活动，宝山区聚焦特色产

业，以大带小、以专促小、以会帮小，做强

小微企业的主要经验，得到全国工商联、

市工商联的认可。开展大走访活动，对

５０多家代表性民营企业及 ６家行业商
会进行调研，形成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的专题报告。成立餐饮商会和信息服

务业商会，鼓励温州商会、萧山商会、钢

结构商会、物流商会对担任领导职务的

企业家进行招商考核。推进民生银行在

宝山建立社区、专业信用合作社。区工

商联牵头与其他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

金融机构合作，共为２００多家企业解决
融资贷款１０亿多元。帮助企业协调解
决用地、员工子女入学等各类实际问题

２００多件。帮助企业争取到各级政府出
台的各项扶持奖励资金１５００万元，通过
优质中介机构帮助企业申办专利、技术

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等项目 ４０余
个。举办劳动关系、税务、金融等政策解

读及实务操作培训１０次，共１２００多人
次的企业人员免费参加培训。引导企业

家履行社会责任，会同有关部门举办各

类招聘会 ４次，提供就业岗位 ５０００余
个。动员民营企业出资１８０万元赞助四
国篮球邀请赛。组织民营企业家在新春

前夕开展“感恩行动”，走访慰问４８名老
革命、老党员和老模范，共捐赠慰问金

２４万元。民营企业家捐款６０万元支持
青海果洛州幼教事业，捐助资金４０万元
在江西鹰潭建设“流口新溪新世纪阳阳

希望小学”。（５）海外统战工作。举办
“相聚宝山、共谋发展”之宝山、松江、黄

浦、青浦四区侨商会联谊活动、“感悟宝

山、聚焦高境”活动等。联合举办招商

７４

统　战



表１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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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期
（１６５人）

宝山区民主党派新成员培训班 ５．１８ １ ５０

宝山区新任政协委员培训班 ５．１８ １ ３５

宝山区统战社工培训班 ５．３０ １ ３０

宝山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培训班 ７．３０ １ ４０

宝山区民主党派专职干部学习班 ９．１２ １ １０

与党派和有关部门

联合办班

９期
（４４７人）

宝山区台侨工作专题培训班 ３．２６ １ １００

农工党宝山区委党员骨干培训班 ５．２４ １ ５５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骨干培训班 ５．２４ １ ３５

民进宝山区委骨干培训班 ６．３０ １ ４０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全体党员培训班 ７．６ １ ４２

民盟宝山区委骨干培训班 ７．１２ １ ２５

民革宝山区委骨干培训班 ９．１ １ ４０

民建宝山区委骨干学习班 １０．２６ １ ８０

宝山区天主教教友骨干培训班 １０．３０ １ ３０

总　计 １４ ６１２

引资恳谈会，组织区欧美同学会 ２０余
人赴虹桥商务开发区考察。全年走访

台、侨资企业３０余家企业。利用“夏送
凉”工作机制，深入了解企业困难，协调

解决２０余名台侨商子女就学问题。完
善“侨商看宝山”工作机制，推进“四个

一百”（百家重点指导转型发展侨资企

业、百家重点支持华侨华人创业企业、

百家重点合作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百名

重点联系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加强

与海外社团交流交往，接待悉尼上海商

会、英国柯罗默基金会、欧洲上海社团

联合会、意大利等国侨领以及泰国华裔

新生代等代表团访问宝山。推动两岸

经贸、教育、文化交流交往，做好航运经

济发展区等９个团组、１３家企业３２人
次赴台参访交流工作。落实第三届两

岸“双百论坛”工作，组织海峡两岸黄埔

校友、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营活动。罗

店中学铜管乐队６３人赴台参加两岸精
英管乐大赛，获１个团体二等奖和５个
个人奖，并与桃园县中坜高中建立友好

交流关系。举办“２０１２台湾跨世代工
艺薪传上海特展”“江、浙、沪、台两岸四

地手工艺精品展”“湖畔绿洲—２０１２沪
台名家美术作品交流展”等活动。举办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台侨法宣传月主题活
动”，全区各街镇、园区及村、居委举办

侨界志愿者活动 ６９场次，受众 １４４５０
余人。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宝

山行”活动，增强华裔青少年对祖国的

感情和文化归属感。协助举办２０１２年

上海侨商高尔夫联谊赛。举办“台湾形

势热点及两岸关系发展新趋势”专题报

告会，举办台侨工作培训班，召开全区

侨务工作会议。走访慰问困难归侨侨

眷、台胞台属家庭 ４７户，送上慰问品、
慰问金 ６万余元。举办“送医疗、送文
化、送温暖”“老归侨回家过年”等活动，

为４０名困难归侨侨眷发放帮困金２万
元。区侨办、侨联、区慈善基金会等联合

举行“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活

动，为２００余名侨界人士及千名群众提供
免费医疗咨询服务。组织宝山侨商参加

“感恩行动”，区侨联牵头成立“侨界至

爱”专项资金。协调处理涉侨来电、来

信、来访６０多件。完成区台协工委会、市
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换届工作。在友谊

路社区（街道）成立区留学人员联谊会分

会。（６）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深化“创先
争优”主题活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组

织统战重点工作课题调研，推动研究成果

转化工作，“宝山区党外代表人士综合信

息系统”申报区信息化项目专项开发。

区委统战部、区社会主义学院共同编辑出

版《２０１２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深
化“好书伴我行”读书活动。开展与张庙

街道部分贫困学生的“一对一”结对工

作，每年两次组织机关干部与学生进行座

谈、给予资助。加强与宝钢四村党总支的

联系交流。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工作
　推进统战品牌建设，全面完成首轮第

三批挂职干部锻炼工作，编辑出版２０１１
年度《磨砺》合订本和《挂职干部成果汇

编》。２月，组织召开“第三批挂职干部
工作总结会暨第四批挂职干部工作启动

仪式”，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杨晓渡，区委

书记斯福民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挂

职基地召开挂职工作务虚会，组织入区

培训。开展“走进百联”活动和“双月学

习交流会”，组织历年党外挂职干部“回

娘家”参观座谈。组织红色之旅活动，赴

贵州等地学习考察。编辑出版《磨砺》

５期。 （徐　晔）

■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２０１２年，共举
办各类培训班 １４期，培训学员 ６１２人
次，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培训任务。其

中，举办主体班５期，培训１６５人次；与
党派和有关部门联合办班９期，培训４４７
人次。年内工作主要特点：（１）教育培
训坚持突出重点，注重质量。在民主党

派班子成员中开展以弘扬多党合作优良

传统为宗旨的理想信念教育，保证民主

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关系更好

地延续与发展。以帮助搞好民主党派基

层组织建设为目标，把贯彻“同心思想”

作为对全区７个民主党派的骨干成员开
展共识教育的主题，巩固与中共团结奋

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围绕素质能力的培

养和提升，提高新阶层代表人士的政治

素质、理论水平和综合能力，增强参加统

一战线的归属感、光荣感和责任感。围

绕加强社区统战工作的需要，帮助统战

８４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社工树立大局意识，发扬奉献精神，夯实

基层统战工作基础。以增强教友骨干的

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为宗旨，

对区天主教教友骨干进行培训，提高爱

国爱教和独立自主自办的认识，坚定走

爱国爱教的正确道路。（２）统战理论研
究工作做到紧扣形势，提升水平。征集

统战理论研究论文 １００多篇，入选 ５０
篇，与区委统战部联合编辑出版《２０１２
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论文集新

开“同心实践”专栏，采用彩页印刷，配

有作者照片，提高可读性和可看性。部

分优秀论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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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了解、分析研究宝山区基层统战工

作服务社区管理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形

成《基层统战工作服务社区管理创新研

究》的调研报告，为社区统战工作更好服

务党的基层政权建设、服务民生、服务稳

定作出有益探索。（３）基层分院工作做
到加强指导，注重服务。召开２次基层
分院工作例会，定期下基层走访，下发

《基层分院教育培训及活动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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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人数近万人次，累
计完成论文５０余篇。坚持《基层分院规
范建设实施意见》的要求，继续开展先进

基层分院和优秀基层分院工作者评比表

彰活动，进行工作交流和成果展示，推动

基层分院健康发展。 （桂　琳）

表２ ２０１２年度宝山区重大研究课题

课　题　名　称 单　位

宝山区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战略研究
宝山区政研室、华师大城市与区域规划
研究院

宝山区产业发展相关问题研究 宝山区政研室、上海市委研究室

宝山社会事业等公共资源与人口增长关系研究 宝山区政研室

宝山工业园区与张江园区对接运行机制政策研究 宝山区政研室

关于宝山人口发展相关问题的调研 宝山区政研室

宝山工业园区发展瓶颈研究 宝山区政研室

宝山区机器人产业园区建设的调研报告 宝山区政研室

关于宝山区保障性住房建设运营管理机制的调研 宝山区政研室

关于宝山区非沪籍人员管理服务相关问题的调研 宝山区政研室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相关发展问题的调研 宝山区政研室

关于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政策的研究 宝山区政研室

关于宝山财源结构情况的调研 宝山区政研室

政策研究
■概况　 ２０１２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围绕
落实区委、区政府中心任务，开展决策咨

询工作和信息交流工作。全年完成吴淞

工业区转型发展战略研究、宝山区产业发

展研究、宝山人口发展研究、推进“十二

五”时期社会政策改革和完善研究、科学

发展评价体系研究、上海来沪人员服务管

理政策对宝山区非沪籍人员管理服务工

作的影响研究等重大决策咨询课题。完

成专题调研５０余个，形成相关专题材料
计４０万余字。《宝山区国际邮轮城建设
发展的若干思考》和《宝山吴淞工业区转

型发展：问题、前景与策略》分别被评为

上海市２０１２年度区（县）委（政策）研究
室调研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

■推进务实性前瞻研究　开展宝山人
口发展研究，为宝山区在“十二五”乃至

“十三五”时期，作为上海常住人口增长

最快的地区之一，依据人口的发展趋

势，有效配置各项社会事业资源，促进

人口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完成宝山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的战略

研究，通过研究吴淞工业区转型的目标

定位、方法路径、开发模式、推进步骤，

为区委、区政府制定吴淞工业区转型发

展方案和行动指南提供决策参考。开

展宝山区产业转型相关研究，在宝山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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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

下，围绕宝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产业

发展的方向和重点进行研究，并提出后

五年宝山产业发展的具体配套和政策

建议。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趋

向，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动向并提出

相关建议。

■开展决策咨询　对如何推进“十二
五”时期社会政策改革和完善，及完善社

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

题进行分析研究；围绕宝山区“两区一体

化”和“五好”目标，加快构建科学评估

区域科学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立足于

上海来沪人员服务管理政策对宝山区非

沪籍人员管理服务工作的影响进行研究

和分析。对如何加快来沪人员服务管

理，来沪人员服务管理中的问题，结合宝

山区情况，就市级政策层面，分析政策设

计中的缺陷和政策衔接中产生的问题；

跟踪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和制

度需求，着眼于调结构、促转型，对深化

“两区一体化建设”开展外部研究，就不

同的主导产业群和基础产业群所依托的

不同生产要素与制度环境，对相关的发

展战略和体制机制进行适应性调整与设

计；关注健全保障性住房建设运营管理

机制的相关建议。此外，对沪台城市发

展与城市管理、当前上海发展中的问题

等专题予以关注。

■开展重、热、难点问题对策性实证研究
　开展加强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研究，推
进宝山工业园区和城市工业园区的结构

调整和转型发展，完成《宝山工业园区发

展瓶颈研究》《关于金桥、临空经济开发

区与宝山工业园区（南、北）对接的调研

报告》《宝山工业园区引进第三方合作

开发的可行性研究》等系列研究报告，并

就天正集团１７亿元项目落户园区的情
况提出具体建议。开展建设机器人产业

园区的相关研究，针对顾村工业园区获

批建设上海市机器人产业园这一发展机

遇，研究如何利用现有的政策条件，明确

机器人产业园的发展方向。借鉴、分析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政

策，研究张江高新区孵化器发展情况。

同时，率先提出在宝山打造３Ｄ打印产业
基地的建议。

■做好专题性调查研究　开展加强国资
（集资）管理工作调研。走访浦东新区、

闵行区、长宁区等国资委，以及市、区国资

委，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国有资产

运营及监管等问题提出建议。对各街镇、

园区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季度跟踪，突出把

握区委、区政府明确的年度重大任务进

展，及时分析制约发展的因素，并就年度

内各街镇、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进

行预测，提出明年的安排建议。根据区政

府要求，对上海市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就全

９４

政策研究



市土地管理、基础教育、旧区改造、规划土

地管理、大居建设与管理等事项向市政府

提出的系列政策与措施意见进行研究。

借鉴河南、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经验，完成

《天津滨海新区为何在三年内迅速发展》

《河南省中原经济区考察报告》《崛起中

的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球可持

续发展城市建设范例：天津中新生态城》

《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天津国际邮

轮港》等系列考察报告。

■研究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根据新
形势、新情况的要求，完善考核体系，发挥

考核的导向作用。２０１２年的绩效考核工
作在指标体系设计、计分方法等方面做出

进一步完善，将考核内容细化为常规考

核、专项考核、效能考评等三类，在延续

常规考核的同时，着重突出３个专项考
核，并首次对首批列入部分职能部门效

能考评制定考核内容。 （王　晏）

党校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宝山区委党校
（以下简称党校）完成办学评估工作，推

进教学培训，增强科研能力，规范管理服

务，严抓学风队伍建设，各项工作稳步推

进。（１）教学培训。完成处级干部党性
修养培训班、中青班、委托班、外训班以

及对口支援培训班等 ４１期，培训 ２２６１
人次，教师授课平均评优率９４３６％。把
党性修养培训班分成正职班、街镇班和

委办局副职班３期，实行校内和校外培
训相结合、集中和分组培训相结合、专题

讲授和现场教学相结合。首次承担中央

党校、浦干院主办的“全国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骨干研修班”“市委党校新任局级

干部培训班”“中央编办厅局级干部培

训班”等高端班次教学任务，全年完成

１２期。（２）科研工作。联合市委党校共
同主办“城区转型与社区治理”理论研

讨会。公开发表论文１２篇，内刊及会议
交流论文１７篇，其中１篇获上海市监察
学会理论研讨一等奖。在研课题１７项，
新立项市级课题 ３项，区级课题 ５项。
参与区委组织部牵头的３个党建课题，
完成３篇调研报告，为区委制定《关于加
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

供参考。配合市委组织部完成“党性教

育针对性有效性研究”。《开拓》杂志编

辑出版６期，发表文章８６篇，宣传报道４
家单位。（３）管理服务。年内接待各类
会议和培训班８７８场，其中大中型会议
９６场。食堂对外接待３０余家单位，提供
２万余人次用餐。（４）队伍建设。至年
末有教职工３５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２２
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教师１２人，
占整个教师队伍的８５７％。年内有１名
教师到市委党校担任访问学者，１名教
师到区发改委挂职锻炼，３名科级干部
转正。年内，宝山区行政管理学院更名

为宝山区行政学院。

■完成办学评估工作　１０月，通过上海
市委党校、市行政学院对区委党校、区行

政学院的办学评估工作，被评定为“优

秀”等级。全校历经４个月，梳理近三年
的各项工作，针对评估涉及的教学、科

研、队伍、管理及硬件设施等６６个指标
点３００多项指标，收集整理材料近千份，
形成２万余字的自评报告。

■共同主办“城区转型与社区治理”理
论研讨会　１０月１２日，由市委党校城
市社会研究所和宝山区委党校联合举

办，黄浦区委党校、静安区委党校、杨浦

区委党校共同参加的“一所四室”理论

研讨会在宝山党校举行，主题为“城区转

型与社区治理”。研讨会分上下两个半

场举行，交流发言立足区县实际，探讨社

会组织、基层党组织、协商民主、政府社

会管理转型、社区治理结构构建、镇管社

区模式、社区文化建设等当前城区转型

与社区治理中的热点问题及难点问题，

共收到２７篇论文，评选出 ７篇优秀论
文。区委常委、副区长、宝山行政学院院

长周德勋出席会议并介绍宝山当前社会

建设整体情况。

■完善课程体系　针对新时期党风建
设、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以及干部群众

现实需求，开发新课１０讲，形成总量为
７０讲的专题课程库。挖掘宝山民间文
化艺术、流动人口、小城镇开发、滨江带

建设工作亮点，在罗店镇、顾村镇、吴淞

国际邮轮码头建立现场教学基地。年内

主体班次运用现场教学、案例教学、访谈

式教学６７讲，占整体授课２９％。

■扩大服务基层范围　首次送教到对口
支援地区云南维西，向维西县干部开设

培养工作心态、提高干部能力素质课程。

围绕学习贯彻区六次党代会、市十次党

代会、党的“十八大”精神等主题，深入

基层开展宣讲４３场，听众４０００余人次。

■表彰优秀基层党校　４月２４日，宝山
区委党校召开第１１届基层党校工作会
议，对８家先进基层党校和１０名优秀基
层党校工作者进行表彰。月浦镇、淞南

镇、庙行镇、吴淞街道及教育局的基层党

校代表进行交流发言。宝山区基层党校

表彰活动两年一度进行，已连续举办２０
多年，对促进全区党校工作起到推动作

用。 （郭昭如）

表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

序号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天数 参加人数

１ ２月２８日～２９日 ２０１２年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２ １４２

２ ３月１３日 上海市松江区街镇后备干部培训班 ０．５ ６０

３ ３月１５日 浙江省宁波市局处级领导干部“文化建设”专题培训班 ０．５ ５０

４ ３月１５日～２９日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办公室系统人员专题培训班 １５ ３３

５ ３月２０日 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骨干培训班 ０．５ ６２

６ ３月２６日 浦东党校新疆喀什地区“四县”领导干部培训示范班 ０．５ ５０

７ ３月２７日～３０日 区机关工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４ ４８

８ ３月３１日 市委党校新任局级干部培训班 ０．５ ４７

９ ４月１１日～１３日 宝山区委党校第十三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８３

１０ ４月１２日 山西长治处级干部培训班 １ ４７

０５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续表）

序号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天数 参加人数

１１ ４月１８日～１９日 杨行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５１

１２ ４月２３日～２５日 庙行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５５

１３ ４月２３日～２５日 淞南镇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５８

１４ ４月２４日～２６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 ３ ３９

１５ ４月２６日～２８日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６８

１６ ４月２７日 中央编办厅局级干部培训班 ０．５ ３５

１７ ５月７日～９日 高境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５５

１８ ５月１４日～１７日 宝山区科学发展主题培训示范班 ４ ６７

１９ ５月１６日～１８日 宝山区委党校第十四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７８

２０ ５月１７日～１９日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３ ３５

２１ ５月１７日～３１日 云南省维西县县直机关领导干部培训班 １５ ２５

２２ ５月２３日～２４日 友谊路社区（街道）居民区一般聘用人员培训班 ２ ４０

２３ ５月２３日～２５日 宝山区顾村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５５

２４ ５月３１日～６月１日 宝山区城市公业园区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４２

２５ ６月１２日～２１日 顾村镇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１０ ４０

２６ ６月１５日～２９日 云南省维西县乡镇领导干部培训班 １５ ２５

２７ ６月１８日 新疆克拉玛依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０．５ ４１

２８ ６月１８日 闸北区处级干部专题培训班 ０．５ ３０

２９ ７月２日～７日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马克思主义青年基本理论读书班 ６ ４２

３０ ７月３日～６日 宝山区骨干团干部和青年干部党性修养培训班 ４ ５８

３１ ７月１０日～１２日 宝山区卫生局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 ４８

３２ ７月３０日 宝山区“两新”组织新上岗党支部书记和“五好”党组织党务骨干培训班 １ ２１５

３３ ８月１６日～１１月５日 宝山区第１５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８１ ４２

３４ ８月２１日～１０月３０日 ２０１２宝山区新任职干部党性修养培训班（第一期） ６ ５０

３５ ８月２１日～１０月３０日 ２０１２宝山区新任职干部党性修养培训班（第二期） ６ ６２

３６ ８月２１日～１０月３０日 ２０１２宝山区新任职干部党性修养培训班（第三期） ６ ５５

３７ ９月４日～７日 庙行镇村干部培训班 ５ ２８

３８ ９月１７日～２５日 宝山区２０１２年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班 ８ ７８

３９ ９月２７日 市委党校东莞市直机关中层干部培训班 ０．５ ４０

４０ １０月１６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赴上海第七期党政高级管理人才改革与发展专题研讨班 ０．５ ３０

４１ １０月１７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 １ ３７

４２ １０月３１日 安徽省滁州南谯区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班 ０．５ ３７

４３ １１月１４日～１６日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企业经营管理者“转型发展”培训班 ３ ９０

４４ １１月１９日～２６日 宝山区居委“两委”负责干部培训班 ６ ５３５

４５ １１月１９日～２６日 宝山区村委“两委”负责干部培训班 ６ ２１５

（郭昭如）

老干部工作
■概况　至２０１２年末，供给关系在宝山
区的离休干部有２９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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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人。年内去世２５人（其
中外省市易地安置在宝山区的离休干部

１人）。

■落实政治待遇　组织离退休干部学习
党的“十八大”、十七届六中和七中全会、

市第十次党代会、区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邀请区委书记斯福民向全区离休干部和

部分退休干部通报区情。在老干部中开

展“喜迎十八大，争当六大员”活动，组织

离退休干部参加市委老干部局举办的形

势报告会，并通过分发报告会录像的方

法，拓宽报告会的收听、收视面。邀请老

同志参加区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举办离

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学习班，并分别组织５
名离退休干部参加市委党校举办的２期
读书班。为老同志订阅有关报刊杂志，开

展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情况的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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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老干

部大学课程设置，丰富教学、活动内容，改

进教学方式。区关工委会同团区委，开展

“关爱青少年成长成才行动”系列活动，

支持老同志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按照

中央和市要求，对党的“十七大”以来的

老干部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自查。接

受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对贯彻落实

《上海老干部工作领导责任制》情况的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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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７日，宝山区离退休干部区情通报会 区委老干部局／提供

■落实生活待遇　根据沪委老〔２０１２〕２４
号文精神和市专题工作会议要求，开展专

业应急维修服务进离休干部家庭工作，将

９４７名老同志纳入服务范围。根据沪委
老〔２０１２〕１７号文精神，结合实际，开展分
类服务，将离休干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补

贴享受范围扩大至全体离休干部。根据

沪委老〔２０１２〕２９号文精神，为４５名已故
离休干部无工作遗属调整生活困难补助

标准，落实外省市易地安置离休干部的医

疗照顾政策。在区财政的支持下，妥善解

决老干部专用经费问题，完善离休干部特

殊医药费补贴、特困补助和护工费的发放

办法，从“按年结算”调整为“按季结算”。

区财政全年共给予离休干部特殊医药费

补贴１３１万元、特困补助１０５７万元、护
工费补贴５２６２万元。加强对方便离休
干部就医工作的指导、督查，争取方便离

休干部就医延伸试点。组织２２０名离休
干部体检，并为个别有特殊需求的老同志

提供上门体检服务，安排好医疗咨询。坚

持 “三个必访”（高温必访、重大节庆必

访、老干部有特殊情况必访），春节走访

６５人次，高温走访１７６人次，赴外省市走
访５人，为６１名离休干部赠送生日蛋糕，
住院探望 ５０人次，处理老同志后事 ２５
人。开展社区老干部工作“双先”评选、

表彰工作，表彰１６个先进集体和２９名先
进个人。建立相对固定的社区志愿者队

伍，为１９名独居、孤老离休干部提供“每
日呼、解难事”服务。在区司法局的支持

下，规范和完善法律顾问团服务工作。

■开展纪念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３０周年
活动　开展老干部和老干部工作者征文

活动，举办老干部书画摄影展，并将３８篇
征文和展出的近３００幅书画摄影作品的
电子文档制成光盘分发给老同志。参与

市委老干部局举办的“回眸三十年，展示

新风采”成果展。参加“喜迎十八大”老

干部诗词吟唱会。向宝山区及居住在区

域内的近１０００名离休干部发放纪念章和
离休证封套（联系卡）。按照沪委老

〔２０１２〕１９号文要求，做好“达标”老干部活
动室复评验收的准备工作。依托媒体，加

强对老干部工作的宣传。“七·一”期间，

在《宝山报》上刊登老干部专版；区委老干

部局与宝山广播电台联合制作《喜迎“十

八大”，红色文化月》专题节目，分６期播
放５名老干部的采访录音。 （张　震）

区级机关党工委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级机关党工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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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有１９
个机关党组织领导班子通过“公推直选”

方式进行调整。全年共发展预备党员３３
名，党员转正４３名，年末中共党员总数为
２２９２名，比上年增加８６名。

■开展“双在双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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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为抓手，建立健

全机关党员干部服务基层、联系群众的长

效工作机制，促进机关党员队伍的作风转

变。各机关党组织开展以“岗位建功”为

主题的谈心月活动，通过与机关党员干部

的广泛谈心，了解机关党员的岗位工作情

况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激发机关

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开展岗位格言征集

活动，共筛选优秀岗位格言２０９条；开展
“迎接党的十八大，展示党员新形象”主

题活动，通过业务考试、岗位竞赛、“能力

建设大家谈”等活动，评选“岗位能手”和

“岗位先锋”，提高机关党员干部服务水

平。坚持“一表一卡一单”制度，在职党

员主动到居住地报到，公开亮出党员身

份，有针对性地参加社区公益活动，落实

服务承诺，全年共有１４６３名在职党员主
动参与社区板报、清扫楼道、防火宣传、社

区巡逻、帮老帮困等社区活动３４１５次，收
到感谢信６１封。在区创先争优先进表彰
中，评出８个区先进基层党组织、５名区
优秀共产党员。区级机关党工委表彰１８
个机关党组织和３７名机关党员。

■机关党组织建设　２月２２日，区级机
关党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提高区级机

关党组织每月固定组织生活质量的意

见》，建立组织生活内容预报、活动情况

公示等制度，确保党的组织生活规范化；

明确采用“４＋Ｘ”模式和“三三制”内容的
要求，丰富党的组织生活内容和形式。以

案例通报的形式，及时推广基层党组织提

高组织生活有效性的经验和做法。各机

关党组织年内开展每月固定组织生活会

达１００％，单位“一把手”参与率达９６％。
举办机关党组织书记学习研讨班和青年

党员理论轮训班，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发

言、座谈讨论、参观学习等形式组织开展

党史理论教育，落实区委加强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３年行动计划。举办党员发展对
象培训班，４５名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为期
四天的培训。开展机关基层党组织分类

定级工作，在１０６个参评的机关基层党支
部中，有７９个党支部定为“先进”，２７个
党支部定为“较好”，总“先进率”７４５％。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年内开展以“激
情工作、精彩生活”为主题的“好书大家

读每月荐书活动”，举办以学习区六次党

代会、市十次党代会以及胡锦涛“７２３”
讲话精神为重点的季度报告会。组织机

关党员干部收看学习吴孟超、文建明、杨

兆顺、李林森等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电

视系列片，通过撰写观看体会、开展座谈

交流等形式，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区级机

关年内有９个基层党组织申报上海市学
习型党组织项目，６家单位申报上海市学
习型机关创建工作先进单位项目，５名机
关党员申报上海市学习型党员，并有２０
个基层党组织和３７名机关党员分别申报
区级机关学习型党组织和区级机关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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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党员，总体申报创建率达８０％。围绕
“探索机关核心价值理念”“保持党的纯

洁性”等研究课题，组织各机关党组织开

展党建调研，共形成调研文章２２篇。

■机关作风建设　５月３１日，区级机关
党工委下发《关于落实区级机关基层党

组织继续开展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各基层党组织按

照统一部署，结合单位工作实际，做好

“六个一”工作，即：“一把手”为党员干部

上一堂廉政党课、办好一期廉政教育宣传

专栏、观看一部廉政警示教育片、开展一

次廉政谈话、举办一次“崇廉敬业”短文

征集活动、设立一个“廉政书架”，组织机

关党员干部观看《贪婪之祸 ＩＩ》《廉政中
国》等警示教育片和红色电影参展影片，

加强党纪、政纪、法纪教育，开展党务公开

“回头看”自查工作等。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各机关党组
织以交流座谈、上党课、技术支持、现场办

公等形式开展各类共建活动，为基层解难

事、为群众办实事，并参与结对社区的组

团式服务。各机关党组织全年共与结对

支部开展活动１６８次，共结对捐助困难群
众１８９户，捐助资金和实物总额近２０万
元。１６个机关党组织与罗泾镇、罗店镇
１１个经济薄弱村开展结对帮扶工作，通
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助推薄弱村经济发展。

■机关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做好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年度市、区两级文明单位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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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群团工作　６月１９日，区级机关
工会举办“颂歌献给党”职工歌曲演唱

赛，有２６名机关干部职工参加比赛；１０
月２２日～２６日，举办“喜迎十八大，机关
干部摄影、书画、篆刻艺术展”，区级机关

２０家单位百余名机关党员干部参加，共
展出各类作品１５０多件。组织机关女同
志妇科体检，做好机关干部职工续保医保

补充保险。区级机关团工委做好团组织

换届工作，区发改委、区统计局团支部年

内进行支部换届，成立上海长江河口科技

馆团支部。组织开展机关青年志愿者行

动９次，在文化广场设点，接受市民咨询，
提供便民服务。９月１８日，组织机关团
员青年和杨行敬老院联谊。编印团员青

年《学习翻页》４期，提高机关青年团员的
政治素质。 （胡　敏）

区社会工作党委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按照“基层组织建设年”的部署，

坚持以“红帆工程”建设为抓手，继续扩

大覆盖面，探索增强有效性，加强服务指

导，夯实基层基础，促进“两新”组织科学

发展。至年末，全区新经济组织有１７５８５
家（不包括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总数

２６万余人；党组织８８３个（其中关系隶属
宝山区的党组织６５０个），党员１３２７７人。
新社会组织４６７个，其中，社会团体１４１
家，建立党总支４个，独立党支部４个，联
合党支部３５个，临时党支部３个，党小组
８个，由业务主管部门委派党建联络员
１０２名；民办非企业单位３２６家，建立党
支部３６个，联合党支部１７个，由属地党
委派遣党建联络员２１０名。

■深化创先争优活动　根据“基层组织
建设年”的工作部署，全区有６２７家“两
新”组织党组织参加分类定级。其中，定

级为“先进”的有１７４家，占２７７５％；“较
好”的有３１３家，占４９９２％；“一般”的有
１２８家，占２０４２％；“后进”的有１２家，占
１９１％。年底，有９家“后进”支部实现晋
位升级，２６家支部晋位升级到先进支部。
根据每个基层党组织至少建立一项务实

管用的制度的要求，全区“两新”组织党

组织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提炼上升为

制度规范加以运用，共建立创先争优长效

管理制度８５２项。探索加强非公企业党
组织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工作机制建设，

在各街镇、园区征集优秀案例，总结典型

经验和具体做法，并推荐１１个项目参加
市级评选，其中，淞南镇综合党委的《建

立有效沟通机制，发挥服务凝聚作用》被

评为优秀案例，上海盛宝冶金科技有限公

司党总支的《推进企业党组织与管理层

沟通机制建设》被评为优秀入围案例。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淞南经济发展区联合

党支部被评为上海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

党组织，庙行镇综合党委副书记刘鸣秀被

评为上海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庙行

镇综合党委等 ５家单位被评为上海市
“两新”组织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钱宝卫等２人被评为上海市“两新”组织
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推进《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　根据宝山区《关于加强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

加大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力度，全面完成

阶段性工作任务。至年末，全区非公有制

企业党组织有８８３个，比上年增加１６个，
覆盖２４８１家企业，覆盖率为２４１７％。年
内新组建党组织４８个，发展新党员１３６
名，推动５０人以上企业有党员的工作，达
标率为９７４６％。开展排摸“两新”组织
流动党员的工作，有３７９名党员在村居中
亮明身份。

■开展主题活动　３月，在“两新”组织党
组织和党员中开展“创先争优学雷锋”活

动，在服务职工、服务群众、服务“两新”

组织健康发展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感召力。６月，引导“两新”组织党组织结
对困难党员和群众，组织党员开展“党员

一日捐、七一献爱心”活动，全区“两新”

组织党组织共慰问困难党员、群众４０２人
次，发放慰问金２６４９４２元。有４２家“两
新”组织与部队结对，帮助解决驻区部队

在设施建设、战备训练、演习演练等方面

遇到的实际困难，送上慰问金近２０万元。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动员全区“两

新”组织党员参加市社会工作党委举办

的“走近基层党支部”摄影作品和寄语十

八大短语活动，共收到摄影作品２８４幅、
微言大义短信作品３５５条。征集一批“两
新”组织党组织、党员奉献社会特色项

目，推荐１４个项目参加上海市“两新”组
织党组织、党员奉献社会特色项目评选活

动，上海宝松重型机械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的“十一年如一日为敬老院老人赠

送糕点二十一万份”项目入选上海２０个
特色项目。

■加强组织保障体系建设　 坚持党群联
动机制，发挥“两新”领域群团组织组建

优势和功能优势，加强与区各部门的联系

沟通，协同开展宝山区非公有制企业和新

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推进会、宝山区第四期

“两新”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非公经济

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专业市场个体工商户

党建等工作。坚持“两新”组织党组织上

缴党费全额下拨机制，全年下拨党费经费

４５１６万元。各基层综合党委逐步建立
党员活动经费、支部书记津贴等保障措

施，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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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提供活动场地、信息沟通、学习辅导、业

务培训、法律援助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服

务。推进“一台一网”网络阵地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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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上海“两新”综合服务平台信息６７８１
篇。新建支部网站４７家，至年末共有支
部网站５１５家，提前完成支部网站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有１０家支部网站被市社会
工作党委授予“优秀支部网站”称号，１家
支部网站获“优秀支部网站示范点”称

号，２人获“优秀支部网站管理员”称号，１
人获“支部网站建设优秀组织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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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宝山电视台《新闻扫描》栏目组拍摄

宝山“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加大宣传力

度。针对“两新”领域基层党建面临的亟

待解决的难点、热点和重点问题，列出重

点课题深入进行研究，指导基层综合党委

完成课题调研１５篇，其中宝山工业园区
《关于开展“党员示范岗”创建工作的实

践与思考》获市三等奖，区社会工作党委

获优秀组织奖。

■开展教育培训　７月，加强“两新”组织
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举办“两新”组织新

上岗党支部书记、“五好”党组织党务骨干

培训班，１９６名支部书记和党务骨干参加
培训。９月，加强基层综合党委专职副书
记队伍建设，举办解读中办发〔２０１２〕１１号
文件的专题培训，学习领会《关于加强和改

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

行）》精神。加强社区专职党群工作者队

伍管理，完善考核办法，明确工作内容、目

标要求和考核方式，通过坚持每月召开工

作例会，定期下发工作提示，加强日常工作

联系沟通，确保各项工作按时间节点认真

落实到位。 （于炉忠）

保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保密工作以加强
宣传教育为先导，以完善制度为基础，以

强化督导检查为抓手，以提高综合防范

能力为目标，全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保密

工作暂行规定》和《宝山区保密工作实

施细则》，完成党的“十八大”和市第十

次党代会筹备和召开期间的保密工作，

为维护全区国家秘密信息的安全，提供

服务和保障，全年没有发生失泄密事件

和重大违规事件。（１）保密宣传教育。
按照区“六五”保密普法教育规划，开展

以学习贯彻保密法为主要内容的保密宣

传教育，全区８２家单位共组织机关干部
和涉密人员开展保密教育１８７场次，参
加人数７５８８人次。区保密局有关领导
赴区内９家党政机关和４家驻区部队举

办保密知识讲座和形势报告会，并为区

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保密课，共

计２３００余名机关干部、涉密人员和部队
官兵参加教育活动。年内，区委保密办、

区保密局共组织开展各类培训班５期，
受训人员２４５人次。（２）保密督导检查。
以强化落实《上海市保密工作暂行规

定》和《宝山区保密工作实施细则》为抓

手，加大“两月一查”执行力度。全区８２
家单位年内自查计算机７１８０台次，移动
存储介质 ７６个，涉密办公自动化设备
２１６台次。区保密局全年对区内３０家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实施抽查，

共检查计算机１２５台次，移动存储介质
７６个。（３）保密制度建设。结合宝山区
实际，完善党政机关信息设备使用管理

和涉密信息资料管理。制定并下发《宝

山区信息设备和技防产品使用保密管理

规定》《上海市宝山区党政机关涉密信

息设备保密管理手册》《宝山区涉密信

息资料打印（复印）、拷贝登记簿》。（４）
保密技术装备强制配备。按照年度计划

安排，年内全面完成宝山区“涉密设备的

户籍化管理平台”“保密工作综合管理

工作平台”“保密技术防护专用系统”的

配备工作，并完成相关培训工作。（５）
专项工作完成情况。完成党的“十八

大”和市第十次党代会筹备和召开期间

的各项保密工作，开展以“查隐患、查漏

洞、查责任、查执行力”为主要内容的专

项保密检查。按时完成全区保密要害部

门、部位确认和报备工作，完成全区集中

开展网络清理检查工作，以及对区内党

政机关及重要单位门户网站情况开展调

研及备案工作。（６）日常工作完成情
况。完成国家教育统一考试保密工作，

在年内各次统一考试中没有发生影响试

卷安全保密的情况。做好全区涉密载体

的回收和销毁工作，全年共回收销毁纸

介质涉密载体 ３５吨、磁介质涉密载体
１２４件。做好保密宣传教育资料的征
订、发放和借阅工作，及时为区内各机

关、单位提供最新保密资讯和工作动态。

■做好党的“十八大”筹备和召开期间保
密工作　年初，区委保密办就如何做好
“大保”（大型活动保密）工作进行研究布

置，在５月召开的全区保密工作会议上进
行动员和部署，要求各级保密组织将落实

好、完成好党的“十八大”筹备和召开期

间各项保密工作作为年度保密工作的首

要任务，确保本地区、本单位不发生失泄

密事件和重大违规事件。８月上旬，区委

保密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专题

部署“临战”准备工作，成立以区委副书

记、区委保密委主任袁鹰为组长的区保密

专项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全区各机

关、单位成立相应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８月、９月，组织
全区８２家单位开展保密专项检查，区保
密局在各单位自查、整改的基础上，对区

内１０家重点单位和１０家问题隐患较多
的单位进行抽查，为党的“十八大”的胜

利召开守住保密防线。

■强化建章立制工作　年内查遗补漏，完
善制度措施。在涉密信息设备的管理中，

为做好人、机、台账、制度的有机结合，制作

并下发《宝山区党政机关涉密信息设备保

密管理手册》，便于责任人的规范使用和管

理。在派生定密管理中，制作并下发《宝山

区涉密信息资料打印（复印）、拷贝登记

簿》和《宝山区涉密文件资料复制审批

单》，实施全程有效管理，杜绝失泄密隐患。

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管理水平。结合全年

任务和队伍现状，在做好全区保密干部队

伍培训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新任保密联

络员的教育培训。１０月，举办一期新任保
密联络员培训班，来自区内２８家单位的新
任保密联络员参加培训，经考试合格颁发

结业证书。年内共组织开展各类培训班５
期，受训人员２４５人次。

■推进保密技术装备建设　年内根据
市保密局的要求，宝山区加快推进保密

技术装备的建设步伐。一是严把技防

产品选用关。年初，组织市、区两级相

关部门专家召开宝山区保密技术装备

配备工作协调会，对技防产品的选用进

行论证。４月上旬，对初选的２家供应
商的产品进行技术测试和评估，确保选

用的技防产品符合全区涉密信息设备

的实际需要。二是严密组织技防产品

安装。制订全区保密技防产品安装进

程表，对重点涉密单位和部门的涉密计

算机优先配置技防产品，安装过程中不

干扰相关单位的正常工作，做到合理、

平稳、有序。三是做好服务保障。对安

装和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和总

结，汇编《涉密计算机常见问题及解决

方法》，下发相关单位，便于使用单位在

遇到类似问题时自行解决。至年末，宝

山区全面完成“涉密设备的户籍化管理

平台”“保密工作综合管理工作平台”

“保密技术防护专用系统”（简称“三合

一”系统）的配备工作。 （蔡裕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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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编辑　谭雪明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区委党校举行 摄影／徐　滨

综述
２０１２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

会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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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监督工作。全年举行代表大

会２次、常委会会议９次。常委会任免区
人民政府组成人员３５人次、常委会工作
机构人员１０人次、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
人员１３人次、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工作人
员１４人次。常委会组织代表就社会管理
创新试点工作、南大地区整治及水环境建

设管理、集中启动项目建设、促进就业工

作情况、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等开展调查研

究和视察检查。办理群众来信２７６件６３７
人次，接待群众来访２６７批３８５人次，电
话信访４件次。全年工作重点：（１）围绕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和区“十二五”规

划，加强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群众生活

持续改善、文化建设及文化惠民、城乡环

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

的工作监督。（２）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
法规，做好对各项重大事项的审议和决

定；探索议案办理工作方法，努力推进决

议的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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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

做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工作。

（３）做好代表工作，发挥人大代表的主体
作用，加强与代表的联系，为代表知情知

政、依法履职创造条件、提供服务。（４）
从思想、作风、组织和廉洁自律等方面加

强自身建设，注重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工

作参谋和岗位职能作用，提高人大机关工

作水平。 （杨　晨）

区七届人大及常委会会议
■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１月５日 ～８
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２９２名，实
到２８５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姚明宝到会祝贺。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工作报告，审查

２０１１年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２年计
划、预算草案，批准２０１１年计划、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和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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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选举产生

新一届区政府领导班子，汪泓当选为宝

山区区长，夏雨、周德勋、杨杰、陶夏芳、

连正华、秦文波、朱礼福、沈伟民当选为

副区长；选举产生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班子，张静当选为宝山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杨卫国、倪诗杰、秦冰、周竹平、

蔡永平当选为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

２１人当选为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会议
并选举汪彤为宝山区人民法院院长、林

立为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区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１２月１１日 ～
１３日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２９３名，
实到２６０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
出席会议。大会以差额选举、无记名投

票方式，选举产生４９名上海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２月
１５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连正华关
于区２０１２年城乡建设管理工作安排情
况的报告，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
年工作要点。会议审议区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关于加快完善

宝山大型社区配套设施建设及后续管

理”的１１号代表议案（以下简称“１１号
议案”），决定由区政府提出符合宝山实

际的议案办理方案。会议投票表决有关

人事任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２月
２７日举行。会议经投票表决，任命新一
届区政府组成人员，并通过其他人事任

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３月
２１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夏雨关于
经济发展及调整转型工作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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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区七届人大一次

会议１１号代表议案的办理方案的报告，
并通过相关决议。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学习讨论会 摄影／徐　滨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５月
１６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陶夏芳关
于医药卫生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

和审议区政府关于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

报告，听取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

于区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整合资源，推进

‘大调解’工作可持续发展”（０１号）代
表议案决议情况的报告。会议投票表决

任免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并通过其他人

事任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６月
２５日举行。会议投票表决有关人事任
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
议　７月１８日、１９日举行。１８日，全体
区人大代表参加会议，听取区长汪泓关

于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

行分组评议。１９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
会议，听取副区长周德勋关于社会保障

工作情况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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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取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

于２０１１年区本级决算及２０１２年上半年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

府关于２０１１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并听取

和审议副区长周德勋关于代表书面意见

办理情况的报告。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９月
１２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杨杰关于
公共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区检察院关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况的

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实施第五

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情况的报告，表决

通过关于召开区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

定。会议经审议决定，增设宝山区人大

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并投票

表决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１１月
２８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秦文波关于
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和审

议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１１号代
表议案决议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２０１２
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审议关于补选代

表资格审查和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会

议讨论决定区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事

项，表决通过关于召开区七届人大三次会

议的决定，并表决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１２
月１５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沈伟民
关于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情

况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府投资计划２０１２
年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３年安排情况的报告，
初审２０１３年区本级预算（草案），审议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

报告。会议审议区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有

关事项，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的草案，投票表决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杨　晨）

重要会议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领
导联席会议　２月１０日，区人大常委会
就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草案）向“一府两
院”（区政府、区法院、区检察院）领导征

求意见，并介绍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分工

情况。

■区人大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　３月１３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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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人大新闻宣传工作，
并通报２０１２年人大新闻宣传工作要点。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３月
２２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学习讨论会。
会议就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如何更好地

履职、做好开局年的工作进行学习讨论

和短期培训。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５月 ２８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十次党代会

精神，并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就如何贯

彻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提出要求。１１
月１９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
大）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要求认真学习“十八大”报告

和新修订的党章，以“十八大”精神为指

导，做好区人大常委会的各项工作，做

好区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的筹

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圆满召开。１２月
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市委十届三次全

会精神，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市委

全会精神，全力以赴筹备好区七届人大

三次会议。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专题会议　７月１７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学习会。会

议传达区委六届二次全会精神，要求深

刻领会全会精神，认真抓好落实，准确把

握人大在工作中的定位和责任，积极发

挥人大作用。１０月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
召开专题学习会。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作反腐倡廉

专题党课辅导，要求加强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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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立足本职、立足服务、立足防范的清

廉机关工作环境。

■社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工作推
进会　７月 １７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
“社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工作推进

会”。与会人员现场查看友谊路街道、吴

淞街道和张庙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听

取３个街道汇报代表联络室工作。会
上，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通报全

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工作开展情况，

并就对社区（街道）代表联络室工作进

行考核评估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进行讨论。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法院办公室
涉诉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７月２５日，区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法院办公室涉诉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会

上，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介绍上半年人

大信访工作中涉诉信访的情况，区法院

介绍上半年涉诉信访的办理工作，并就

上半年涉诉信访工作中的突出情况和工

作特点、信访交办制度的完善、重信重访

的信访件办理等问题展开讨论。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１１
月２９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学习讨论
会。会上，党的“十八大”代表、区七届

人大代表谭金凤介绍参加“十八大”的

体会和感受。与会人员结合学习党的

“十八大”有关文件精神及谭金凤的专

题介绍，就进一步学习“十八大”精神、

做好人大工作进行讨论发言。会议并就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进行讨论。 （杨　晨）

重大决定
■关于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决定　７月
１９日，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
查和批准区本级财政决算。会议要求

区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民生工作的财政

投入，完善区对镇财政转移支付办法，

做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编工作，加强

对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审计。１１月２８
日，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对区

本级预算调整（草案）进行审查。会议

决定批准区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２年区本级
预算调整方案，并建议若公共财政预算

有新增财力，安排在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政府性基金收入若有增减，结转下

年度使用或压缩相应支出。１２月 ２５

日，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对区

政府拟提交区七届人大三次会议审查

的２０１３年区本级预算（草案）进行初
审。会议要求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的

发展，加大对大居公共服务配套的投

入，提高教育投入的效用；规范政府购

买服务，严格控制超预算行为发生；加

大区对镇财政转移支付总量，指导镇财

政主动接受同级人大监督；加大财政信

息公开的力度，完善财政信息公开的途

径与办法。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区人大代表视察顾村镇星星村社会创新管理试点工作情况 摄影／徐　滨

■１１号议案处理　２月１５日，区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区七届人大一

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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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
２１日，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区政府１１号议案办理方案，并
就方案表决通过相关决议，决议要求区

政府思想高度重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

扶持力度，促进大型居住社区建设和管

理。１１月２８日，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落实 １１
号议案决议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和社区

管理，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加强财力和政

策支持，加快社区配套设施建设。

（杨　晨）

依法监督
■视察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　３月２９
日，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区人

大代表视察区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情

况。代表们实地察看顾村镇星星村的管

理工作情况，观看星星村试点经验的视

频介绍，并听取区公安分局就社会管理

创新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以及顾村镇

就星星村沈行社区探索试行村宅社区化

管理模式的报告。代表们建议进一步巩

固试点工作成果，及时总结工作经验，结

合区内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在全区进

行推广。

■视察监狱工作　４月２３日，区人大常
委会内司工委部分委员和区人大代表到

位于江苏大丰的上海市第一、第二劳教

所，视察与调研禁毒法、劳动教养试行办

法贯彻执行情况，并看望慰问在劳教所

工作的区人大代表和干警、职工。代表

们实地察看２个劳教所的学员宿舍、食
堂、教育中心等，详细了解劳教、戒毒人

员的收容管理、教育矫治，以及干警工作

生活等情况。

■视察南大地区整治及水环境建设管理
工作　５月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组
成人员和区人大代表视察南大地区整治

及水环境建设管理情况。代表们实地察

看南大绿地一期植树绿化、南大路沿线

环境状况，以及鹅蛋浦河道、走马塘河道

水环境整治和管理情况，并听取区环保

局、水务局、大场镇等有关部门的现场介

绍及相关工作汇报。代表们建议南大地

区转型发展要规划先行，全局统筹；做细

做实动迁“征收补偿”工作；研究?藻浜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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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区人大代表视察全区防汛防台工作 摄影／徐　滨

两岸转型发展及水环境建设，落实长效

管理；加强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环保

意识和自觉性。

■视察区集中启动项目建设情况　７月
１０日，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
市、区人大代表视察区７８个集中启动的
经济社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代表们实

地察看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宝山万

达广场、博济·智汇园和上海婚礼中心

等，并听取有关单位的现场介绍及区发

改委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代表们就加

快项目建设进度，共同推进第二、第三产

业发展，提高支持产业发展资金使用效

益，加强环境保护和重大项目市政配套

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视察区促进就业工作情况　９月 １８
日，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市、区

人大代表视察区促进就业工作情况。代

表们实地察看上海易饰嘉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的“为为网”和芀怡坊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等创业带动就业的范例，察看区

就业促进中心，并听取区人保局相关工

作情况汇报。代表们就加强创业、就业

宣传，转变就业观念，完善失业统计数据

和就业考核标准，加大对困难地区政策

扶持，增加基层就业援助队伍待遇，争取

人口导入专项转移支付等问题提出意见

和建议。

■视察区公共文化建设情况　１０月
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区

人大代表视察区社区公共文化建设情

况。代表们察看宝山图书馆和庙行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并听取区文广局有

关情况汇报。代表们就做好文化发展

的前瞻性研究，注重激发和调动基层

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强地区文化

资源整合；宣传新落成的宝山图书馆，

吸引更多市民前往图书馆学习，完善

区图书馆和各街镇图书馆联动机制，

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加强对宝山文

化产业化发展的研究，适时迁建陈化

成纪念馆，使宝山沿江文化布局更加

科学合理等提出建议。

■调研督办１１号议案　区七届人大一
次会议共收到代表１０人以上联名提出
的议案１３件，经主席团会议审议，决定
将孟全福等１３名代表联名提出的“关
于加快完善宝山大型社区配套设施建

设及后续管理”的议案（１１号）交区人
大常委会在闭会后研究处理，其余 １２
件转为书面意见处理。区人大常委会

为加大１１号议案督办力度，专门成立
议案跟踪督办工作小组，由常委会分管

领导任组长，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共同

参与。３月９日，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
保工委、内司工委、教科文卫工委、财经

工委召开座谈会，对 １１号议案办理方
案进行调研，听取区发改委汇报议案办

理实施方案，并提出意见建议。５月２９
日、８月２４日，区人大常委会议案跟踪
督办工作小组先后两次在顾村镇召开

座谈会，听取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居民意

见建议。５月３０日、３１日，区人大常委
会城建环保工委部分委员走访区建交

委、区绿化市容局，调研１１号议案办理
中涉及的公交、市政配套、市容环卫、城

管、绿化等工作情况。７月２３日，区人
大常委会议案跟踪督办工作小组召开

例会，汇集、分析跟踪调研议案办理工

作有关情况。９月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
对１１号议案办理工作情况进行调研，
实地察看顾村馨佳园标准化菜场、六街

坊小区等社区配套设施和小区建管情

况，并听取有关部门和顾村镇关于标准

化菜场开业运营准备工作、六街坊小区

物业管理、居民入户和装修情况介绍。

■跟踪调研代表议案决议落实情况　５
月８日，区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部分委
员和区人大代表，对 ２０１０年区六届人
大六次会议提出的“整合资源，推进‘大

调解’工作可持续发展”（０１号）的代表
议案决议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调研。代

表们实地察看杨行镇司法所、高境镇司

法所等场所，并听取两镇就“大调解”工

作开展情况以及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审

议意见实施情况的专题汇报。１１月 ２
日，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部分委

员和区人大代表，对 ２０１１年区六届人
大八次会议提出的“关于改善住宅小区

道路设施等，消除公共安全隐患”（０１
号）的代表议案决议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调研。代表们实地察看海江二村、淞南

八村等老旧小区消防、道路等设施改造

后的情况，并听取议案决议落实的牵头

单位区建交委及吴淞街道、淞南镇政府

的现场情况介绍和议案办理工作情况

的汇报。 （杨　晨）

重要活动
■市人大领导到宝山调研　２月１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主任陆凤妹

一行到宝山调研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及

社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工作，听取

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就市人大宝山团代表

结构及履职情况、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

运作等情况的汇报，并察看友谊路街道

人大代表联络室。４月 ５日，市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运时一行到宝

山调研重大节日食品安全监管和公共文

化服务保障工作，听取区生态建设指挥

部、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关于上

海樱花节的举办情况和食品安全监管工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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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况的介绍，察看顾村公园内食品摊

位的设置、经营和安全卫生情况。调研

人员参观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听

取区文广局就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举

办情况的介绍。５月３日，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杨定华、市人大财经委主任

委员袁以星、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

主任任连友一行到宝山调研现代服务

业发展情况，实地查看上海智力产业

园一期、易迅网、上海婚礼中心、绿地

风尚和宝山万达广场等现代服务业项

目，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和长江

河口科技馆，并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和

工作汇报。６月 １４日，市人大城建环
保委主任委员甘忠泽一行到宝山顾村

镇馨佳园社区，调研大型居住社区及

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管理情况，实地

察看馨佳园社区内的卫生服务站、社

区事务受理站、临时菜场及相关商业

配套、轨道七号线潘广路站等公共服

务配套设施运营管理情况，并听取有

关单位的现场介绍和工作汇报。７月
１１日，市人大侨民宗委员会主任委员
应蓓仪一行到宝山调研，了解宗教教

职人员身份认定、宗教场所财务管理

“两个专项”工作情况，参观上海玻璃

博物馆、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和长江

河口科技馆，并听取区人大常委会侨

民宗工委相关工作情况汇报。８月 ２８
日，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任连

友一行到宝山调研“营改增”试点工作

推进实施情况，听取区人大常委会、区

政府及相关部门和部分企业代表就宝

山“营改增”试点工作实施的基本情

况、试点企业税负变化情况以及对区

财政收入的影响、试点工作实施过程

中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汇报。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７日，区人大代表调研区投资保护工作情况 摄影／徐　滨

■市人大常委会在宝山召开座谈会　３
月７日，市人大财经委现代服务业监督
调研上下联动座谈会在宝山召开。市

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及普陀、闸北、虹口、

杨浦、宝山等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有

关负责人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参观宝

山邮轮产业发展区，听取区现代服务业

情况介绍，并就现代服务业监督调研上

下联动工作进行座谈讨论。１１月９日，
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袁以星、市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委副主任王中一行在宝

山召开座谈会，调研 ２０１２年市财政转
移支付、教育经费预算安排及使用

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走访顾村镇
羌家村　１１月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刘云耕专程走访顾村镇羌家村，开展

联系社区活动，深入一线了解基层情况，

并与群众代表面对面座谈，听取意见和

建议。刘云耕一行实地察看羌家村村容

村貌，听取顾村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

羌家村基本情况汇报，并与村民座谈，询

问大家的收入增长、社会保障等。

（杨　晨）

代表工作与街镇人大工作
■书面意见办理　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以来，共收到代表书面意见１４７件，其中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收到代表书面意

见１３５件（包括由代表议案转为代表书
面意见的１２件），闭会期间１２件。交由
区政府系统承办的代表书面意见 １３２
件，由市属部门和区委部门承办的有１５
件。１３２件由区政府部门承办的书面意
见均在法定期限内研究处理并答复代

表。办理结果中已采纳和已解决的有

９４件，占总数的 ７１２％；正在研究和正
在解决的有２３件，占总数的１７４％；留
作参考和暂难解决的有１５件，占总数的
１１４％。从跟踪反馈情况看，代表对办
理结果表示满意的有１３０件，占总数的
９８５％；表 示 理 解 的 ２件，占 总 数
的１５％。

■召开代表座谈会　１月２９日，区人大
常委会召开２０１２年第一季度代表座谈
会，征求代表对常委会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
的意见。代表们提出创新人大工作、增

强监督工作实效、改进视察形式、加强议

案和书面意见督办、完善代表培训、提高

代表预算审查能力等意见和建议。６月
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座谈会，
听取对代表书面意见办理情况的意见和

建议。代表们对书面意见跟踪督办、综

合性意见的办理提出意见和建议。１１
月２８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座谈
会，征求对常委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对报告的有

关内容、文字表述等提出相应的修改意

见，并建议区人大常委会要继续关注民

生，加强代表培训和财政预决算的监督，

完善代表视察活动。

■开展代表培训　４月１８日至２０日，区
人大常委会举办代表培训班，区人大代

表，各镇人大、街道代表联络室负责人和

联络员共计１６０余人参加培训，听取代
表法、监督法、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的辅导

讲座以及“宝山的历史和人文”介绍，并

围绕如何提出议案和意见、如何审议“一

府两院”工作报告、如何开展闭会期间活

动等内容开展讨论，交流履职经验和

体会。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活动　７月２６日，
市人大宝山代表组的代表在听取韩正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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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区人大召开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区人大办／提供

市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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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日，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市十三届人大宝山

组代表座谈会，交流任职５年来的工作
体会。

■召开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６月６日，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区人大常委会各工委与月浦镇人大、罗

店镇人大、吴淞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就

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进

行交流。会议并听取月浦镇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介绍。１０月１１日，区人大常
委会召开街镇人大工作例会。与会人

员参观海宝园呼叫中心、共富社会管理

中心，并听取顾村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介绍，部分镇人大交流工作经验。

（杨　晨）

表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会　议 任 免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一次会议

蔡永平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曹兆麟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任，华建国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主任，王菁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

员会主任，许龙岱区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

主任，黄琼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雁芳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白洋区人大常委会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

牛长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陆继纲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叶英区经济委员会主任，

丁顺强区商务委员会主任，周建军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主任，施永根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

任，钱伟烈区农业委员会主任，孙晓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岚区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主任，杨杰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局长，宋国安区监察局局长，贡凤梅区民政局

局长，金成区司法局局长，赵婧含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方建华区财政局局长，孙

晓宁区审计局局长，王建区统计局局长，张晓静区教育局局长，李士华区卫生局局长，彭林

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刘鸣区体育局局长，魏廉虢区环境保护局局长，邵雷明区规划

和土地管理局局长，金守祥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周有根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

长，潘锡根区水务局局长，刘建宏区民防办公室主任，沈天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须庆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审判员，严海港区人民法院审判员，郑永生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奚山青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吴龙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次会议

王丽燕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金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崔彦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

长，朱方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牛长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金猷区人民

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陈然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

沈天柱区体育局局长，黄振德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周健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长

刘鸣区体育局局长，沈天柱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局长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

曹兆麟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黄雁芳区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兰跃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察长（挂职）
王雪龙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

王秀华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庭长，郎文艳、项群军、郭蕾、袁爱忠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毛

慧、刘燕、孙丽娟、李雷、汪陆平、张海涛、须丽红、高俊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王秀华区人民法院月浦人民法庭副庭长

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
唐春雷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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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编辑　谭雪明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６日，宝山区区长汪泓参加“科学发展在上海”东方网微访谈 摄影／蔡　康

综述
２０１２年是宝山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的重要一年。全区坚持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总方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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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标，落实“经济发展好、民生

保障好、社会管理好、文化建设好、生态

改善好”总要求，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积

极应对外部严峻挑战和自身转型压力，

顺利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在新一轮

发展中迈出坚实有力的一步。全国首个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落户宝山，

“全国绿化模范城区”“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城市”通过验收，获“全国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上海市征兵

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顾村公园、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

馆、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入选国家

４Ａ级景区。
　　（１）坚持加快结构调整，坚定推进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区域经济实力增

强，全年实现区地方财政收入 ９４１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区可用财力 １５３
亿元；完成区增加值 ８２４２亿元，增长
１０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６０３亿元，增长 ２０５％；城镇和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１１３％和１１９％。产业集聚效应显现，
“四个试点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

验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上海国

际旅游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上海

钢铁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区）建设有序

推进，“一带三线三园”（滨江带、轨道

三条线、上海宝山工业园、上海宝山城

市工业园、上海机器人产业园）产业布

局基本形成。累计建成 １０个国家级、
市级服务业园区，上海钢铁交易中心建

成启用。成功举办上海旅游节开幕活

动、２０１２邮轮嘉年华和第二届上海樱花

节，接待游客 １５０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８０％。电子商务零售额 ５０３亿元，增
长１２倍。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
到５６５％，居郊区县首位。深化产业结
构调整。在建服务业载体 １８９万平方
米，绿地风尚等一批新项目投入运营，

宝山万达广场开业半年实现营业额 ６
亿元。巴仕特电气、宝钢不锈钢二期等

启动建设，太平洋机电、中钢（上海）公

司等建成投产。全年实现工业销售产

值１４８８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５％。
完成市下达的 ２８户危化企业调整任
务。“宝农３４”优质稻米连续四年获市
评比一等奖。

（２）坚持推进重点地区转型，促进
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滨江地区功能开

发进入新阶段，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全年

靠泊大型邮轮 ６０艘次，出入境游客 ２８
万人次，成为亚太地区的邮轮枢纽港。

“上港滨江城”、吴淞零点广场、滨江大

道、宝杨路码头交通枢纽实现建设节点，

上海国际邮轮人才培养基地、上海国际

邮轮经济研究中心等一批功能型项目相

继启动。推进南大地区整治调整，编制

形成“１＋１２”规划体系，完成一期居
（农）民征收补偿准备工作，一期集体企

业动迁签约率８５２％、腾地８３３３公顷。
关停１１户高污染、高风险企业。一期３０
公顷绿地基本建成，８８万平方米动迁
安置房开工建设。深化大型社区开发建

设，１１５万平方米顾村馨佳园社区整体
交付入住，超市、菜市场、社区巴士等公

用设施陆续投用，群众“开门七件事”更

为便利。罗店大型社区基本完成土地收

储，在全市首创大型社区建筑风貌导则，

推进２００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房和一批配
套设施建设。加快老镇旧区改造，大场

老镇核心区完成动迁９８１％，罗店老镇
亭前街整治完成９７％，顾村老镇完成规
划调整。老公房成套改造近 ２万平方
米、受益居民３２５户。张庙一条街、吴淞
西块、八棉二纺等综合改造有序推进。

推动吴淞工业区战略转型，完成吴淞工

业区发展战略研究，持续深化概念性规

划，启动功能布局规划研究。上海玻璃

博物馆二期等项目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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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华山医院北院建成并正式启用 摄影／经瑞坤

　　（３）坚持民生优先，推进城乡统
筹、转型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融并进。

深化落实“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累计
完成农村路网体系建设等 ３９项主要
指标和实事项目，新辟、调整公交线路

１４条，新建、改建标准化菜市场 ６个。
完善促进就业体系，新增就业岗位２７
万个，实现非农就业 ５２３８人，扶持成
功创业 ６３２人，就业工作考核列各区
县第二位。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农村

居民 落 实 保 障 ４７万 人，参 保 率
９８９％，列各区县首位。投入社会救
助资金２１亿元，受益群众 ８０７万人
次。完成一批为老实事项目，高境镇

敬老院建成运营，庙行镇敬老院基本

竣工，新增养老床位 ３７３张、居家养老
服务对象 ３４２名。出台 １０项助残新
政策，惠及残疾人 ２万余人次。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推进“文

化强区”建设，宝山图书馆新馆建成开

放，创排大型现代沪剧《挑山女人》，

首轮公演 ３０场。推进城乡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全面完成教育实事项目。

来沪人员近５万名随迁子女全部享受
免费义务教育。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保

障能力建设，华山医院北院建成启用，

大场医院等建设基本竣工，一钢医院

筹建转型为市第二康复医院，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创建为三级甲等医院。成

功举办２０１２年“宝马杯”高尔夫球大
师赛、“东鼎国际杯”２０１２宝山国际男
篮挑战赛等一系列赛事。国家高水平

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加快创建。

（４）坚持践行世博理念，推进宜居
城市建设。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推行

“节能五色管理法”，扶持节能降耗资

金１５亿元，超额完成单位增加值综
合能耗下降年度目标，居全市前列。

提高生态宜居程度，实施第五轮环保

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推进顾村公园二

期等生态工程，新增绿地 １３３５公顷。
骨干河道整治率提高到 ７２％，城镇污
水纳管率提高到８７％。加强城市长效
管理，建立一系列城市安全运行保障

机制，区本级财力投入城市管理和维

护费用９７亿元。依法严厉打击各类
犯罪活动，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双双

列全市各区县第４位。
（５）坚持依法行政，持续推进政府

自身建设。自觉把制度建设作为班子建

设重要内容，修订区政府议事规则，全面

落实“三重一大”（重大问题决策、重要

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

使用）集体决策制度，坚持科学决策、规

范履职。自觉把推进发展、改善民生作

为履职重点，深入街镇、园区开展集中调

研，及时解决基层反映的９０余个突出问
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网上

审批事项办理跟踪、同步监督、预警纠

错。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教育、卫

生、农业水利、计划生育等四项经费全部

实现法定增长。厉行勤俭节约，公务用

车制度改革平稳实施。自觉接受人大、

政协和社会各界监督，坚持向区人大及

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向区政协通报工作

制度。注重提高人大代表议案、书面意

见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实效，代表和委员

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占９８％，表示理
解的占 ２％。依申请公开、主动公开政
府信息４８０９条。宝山政务微博开通１１
个月累计发布信息３１００条，信息发布量
和关注度均居全市前列。 （刘　军）

重要政事和决策
■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　推动“３＋３”
产业园区迅速成长。制定并推进《上海

动漫衍生产业园发展（七号线）》《复旦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三号线）建设》和

《上海智力产业园（一号线）建设》的实

施方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在

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正式揭牌。贯彻

落实《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

试点区实施意见》，“上海钢铁现代服务

业综合试点区”成功申报部市级合作项

目，成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邮轮旅游实

验区。加快发展旅游业。启动全国旅

游标准化示范区创建，新增 ３家国家
４Ａ级旅游景区、１家３Ａ级旅游景区和
１家上海市 ４Ａ级旅行社，成功举办
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上海旅游节开幕式、
吴淞邮轮嘉年华系列活动、“宝山新印

象”万名市民看亮点等重要活动。完善

金融服务体系，全年新增 １３家金融机
构，全区共有各类金融机构 ７０多家。
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６６５亿元，占全区
增加值的 ８１％，占第三产业增加值
的１４３％。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接上海促进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确定的１９个
发展专项，在全市率先制定《宝山区智

能制造装备专项实施方案》。围绕新能

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引进 ６个
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项目，总用地

面积 ２６６７公顷，总投资 ２２亿元。完
成霍富汽车锁具等３家上海市企业技
术中心和３家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创建
工作，列入国家、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３３个，推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２５
个，组织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４０项，获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３项。推进汉虹精
密等１０个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或国
内领先水平产品产业化，推进发那科机

器人等４个企业重大装备研制和产业
化。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区

生产总值的４５％。以宝山工业园区和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为主体申请的装备

制造基地通过专家评审，上海机器人产

业园正式挂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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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创新政策效应　全年有７８６８户
企业纳入“营改增”试点，减少企业税负

２１亿元。落实“１＋９”政策扶持资金
３１亿元，扶持项目１９９７项，促进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支持企业技改资金 １亿
元，带动企业先进装备投入１５亿元。实
行 “人才租房、项目资助”扶持政策。深

化与高等院校、大型企业战略合作，在全

市率先发展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实施产

学研合作项目４０个，转化高新技术成果
２５项，３个项目获市科技进步奖，累计建
成３个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

坐落于顾村工业园区的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摄影／顾鹤忠

表１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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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４．２ １０．２

　第一产业 亿元 ２．９７ －１．６

　第二产业 亿元 ３５５．４５ １０．２

　　工业 亿元 ２９２．２８ １１．４

　第三产业 亿元 ４６５．７８ １０．４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３０９．９４ －１５．７

财政收入 亿元 ２４７．４２ －４．４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９４．１ １０

外贸出口总额 亿美元 ２７．５２ －１８．９

直接利用外资签订合同项目 个 １３６ １６．２

直接利用外资签订合同金额 亿美元 ３．５１ ６２．６

　实际到位资金 亿美元 ２ １８．６

农业总产值 亿元 ７．５ －２．２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４９３．８ １２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４６０．３１ ２０．５

　注：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成功举办 ２０１２
中美物流论坛、中国邮轮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上海海洋论坛、长江口民营经济

发展论坛等一系列推介活动，健全招商

引资政策体系、考核办法和工作制度，

全年合同利用外资３５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６２６％。新引进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
元以上项目 ９３个，新加坡胜狮集团地
区管理总部等落户宝山。新增金融机

构１３个，金融业占增加值比重提高到
８１％。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２２亿
元，新建２亿元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
担保平台，扶持新通联、宝钢包装、相宜

本草等企业上市，支持和帮助中小企业

发展。扩大区属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

算管理范围，区属国有（集体）总资产增

长６％。

■加大重大项目推进力度　年内７８个

集中启动项目中共开工５５个，占总数的
７１％。宜家家居等 ２３个现代服务业项
目，唐津机械制造等１１个先进制造业项
目，顾村公园（二期）等１０个社会事业项
目和罗店大居经适房二期等１１个保障
房项目启动建设。建成宝山万达等９个
现代服务业项目以及太平洋机电等５个
先进制造业项目。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配合推进长
江西路越江隧道、Ｓ６高速公路等一批市
级重大工程，潘泾路三期全线贯通，吴淞

大桥完成抢修加固，宝安公路、康宁路、

殷高路等拓宽改建实现建设节点。加快

区区对接道路建设，宝安公路沪太路—

嘉定区界基本建成，康宁路?藻浜大桥

建设有序推进，宝嘉公路完成动迁。推

进大居外围配套市政工程，镜泊湖路建

成通车。宝杨路码头交通枢纽配套工程

建设有序推进。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以增强公平性、
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普惠和特

惠相结合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覆盖

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农民保障基本

实现“应保尽保”，外来从业人员参加城

保１９８万人，居民医保参保缴费 １４４
万人。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１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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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被征地人员全部落实社会保障。老

年农民统筹月养老金、新农保参保养老

人员月平均养老金、区征地养老人员月

生活费标准，分别提高到４１５元、６２６元
和 １０００ 元，增 幅 为 １２２％、１３％
和１５６％。

■加快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　重点推进
老镇、旧区改造工作，推进廉租房配租、

大型社区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工作。高境

胜通、庙行共康、大场祁连等３个市属保
障房基地开工４０万平方米，竣工２９万
平方米。宝山工业园区公共租赁房启动

建设。新增租金配租家庭２０３户，经济
适用房受益家庭 ３２０７户。建成区属动
迁安置房３１万平方米，可安置在外过渡
家庭１１００户。

■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提高农民生
活质量，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２０２７７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９％。完成
罗店、顾村镇２５７０户农户的村庄改造，
推进４个行政村整合现有资源改、扩建
成公共服务中心。推进农业现代化发

展，罗泾海星村标准化水产养殖场、“宝

农３４”优质稻米等连续获奖，１０家蔬菜
生产基地通过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整

体认证。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建国（左二），陪同宝山区区长汪
泓（左三）考察太平洋机电宝山纺织机械制造基地 摄影／蔡　康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优化行政审
批流程，７６项行政审批的承诺期限总和
比法定期限的总和压缩三分之一，大幅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制定《宝山区行政

服务中心改造及入驻方案》，推进标准化

窗口建设，逐步完善“一门式”行政审批

服务平台。探索建立网上行政审批效

能追究机制，制定《宝山区行政审批电

子监察管理办法（试行）》，依靠“制度

加科技”，实现审批事项同步监督，为发

挥办理跟踪、预警纠错等功能提供制度

保障。

■ ２０１２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１）目标：新增就业岗位 ２６６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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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情况：新增就业岗位 ２７２３１个，其
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岗位５２３８
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２９５１４人；帮
助成功创业６３２人。

（２）目标：为２００名白内障贫困患
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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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巡回医

疗车送医下乡活动；为全区 ６５岁以上
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费体检；完成 ４０所
学校标准化卫生保健室建设；为 １０００
对符合生育政策、常住本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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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优生优育社区行

巡回活动 １５０场次；免费为 ３万名退
休和贫困妇女提供妇科病和乳腺病筛

查。完成情况：为 ２００名白内障贫困
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免费为全区

幼托机构、中小学生普查口腔卫生，充

填龋齿 ２９７８２只；开展巡回医疗车送
医下乡活动，共出车 １８２次、免费赠送

药品２０余万元；为１２３６１６名６５岁以
上老年人提供一次免费体检；完成 ４０
所学校标准化卫生保健室建设；为

１５２９对符合生育政策、常住本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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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优生优育

社区行巡回活动 １５８场次；免费为
４４８５６名退休和贫困妇女提供妇科病
和乳腺病筛查。

　　（３）目标：完成高境地区 １７４４３户
居民燃气内管改造；建设标准化菜市场

５家（含改扩建）；实施主副食品价格信
息发布。完成情况：完成高境地区

１７４４３户居民燃气内管改造；建成标准
化菜市场６家（含改扩建）；实施主副食
品价格信息发布。

　　（４）目标：新增养老床位３１０张；新
增社区老年人助餐点２个；为具有本市
户籍、居住在本区的重度失智困难老人

配送护理用品。完成情况：新增养老床

位３７３张；新增社区老年人助餐点 ２
个；为具有本市户籍、居住在本区的重

度失智困难老人配送护理用品。

　　（５）目标：新辟公交线路 ２条（杨
行、罗泾地区）；在友谊路段宝山 ２路、
宝山７路、淞罗线公交站台安装公交电
子站牌；安装海江四路（牡丹江路—海

江二路）沿线路灯。完成情况：新辟公

交线路２条（宝山８３路、宝山 ８６路）；
在友谊路段宝山 ２路、宝山 ７路、淞罗
线公交站台安装公交电子站牌；安装海

江四路（牡丹江路—海江二路）沿线

路灯。

　　（６）目标：建设百姓健身步道 １０
条、百姓健身房２个、百姓游泳池２个；
完成１００场文化下乡，１０００场电影下农
村、社区。完成情况：建成百姓健身步

道１０条、百姓健身房２个、百姓游泳池
２个；完成 １００场文化下乡，４３５５场电
影下农村、社区。

　　（７）目标：完成农民工安全知识培
训１万人；开展以“贴近青年需求、组团
式服务联系青年群众”为主题的丰富来

沪务工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系列活动。

完成情况：完成农民工安全知识培训１
万人；开展以“贴近青年需求、组团式服

务联系青年群众”为主题的丰富来沪务

工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系列活动。

　　（８）目标：开展以“服务创新发
展、引领科学生活”为主题的万人科普

培训活动；完成 ４个科技创新屋、２个
科技成果应用示范社区和 ２个科普之
光城市景观带建设；完成炮台湾湿地

４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森林公园科普功能提升项目中河口湿

地区主题展区建设；完成牡丹江路（双

城路—盘古路）长２２公里、宽 ３００米
的无线网络覆盖工程；对全区 １６家集
体配餐企业实施即时监管；完成全区

１６所以招收来沪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为主的民办小学信息化建设；创建宝

山五村低碳节能景观精品小区。完成

情况：开展以“服务创新发展、引领科

学生活”为主题的万人科普培训活动，

完成 ４９０期 ２９５６１人次；完成 ４个科
技创新屋、２个科技成果应用示范社
区和２个科普之光城市景观带建设；
完成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科普功能提

升项目中河口湿地区主题展区建设；

完成牡丹江路（双城路—盘古路）长

２２公里、宽３００米的无线网络覆盖工
程；对全区２５家集体配餐企业实施即
时监管；完成全区１６所以招收来沪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信息

化建设；创建宝山五村低碳节能景观

精品小区。

　　（９）目标：在 ４２０个村（居）委会
设立消防工作站（室）。完成情况：完

成４２０家消防工作站（室）设立。
（１０）目标：完成２５７０户农村村庄

改造，改善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完成情况：完成 ２５７０户农村村庄改
造，改善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

（许　杰）

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１次

一、贯彻落实区“两会”精神的工作部署

二、通报区政府领导工作分工情况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区政府主要工作任务分解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镇财政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南大地区综合整治资金使用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关于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八、听取关于创办上海宝山政务微博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调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标准的情况汇报

十、通报关于补助警备区部队师史馆建设资金的情况

１月１０日

第２次

一、听取关于罗店大型社区项目罗店镇动迁资金拨付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解决“失水渔民”参加镇保遗留问题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新农保基金预算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与武警宝山区支队开展对口支持、共同建设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月１８日

第３次

一、学习贯彻俞正声１月２１日批示精神，分析在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二、听取关于市２０１２年旧区改造工作会议和市２０１２年住房保障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经济社会重大项目推进的情况汇报

五、通报市区（县）、镇（乡）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成果及区贯彻落实情况

六、听取关于罗店、顾村等大型社区基地推进工作的情况汇报

七、通报市“十二五”能源消费总量分解情况及区贯彻落实情况

八、听取关于修订区政府工作规则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区政府主要工作任务分解安排的情况汇报

２月６日

第４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创建国家级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吴淞大桥抢修加固工程推进及交通组织的情况汇报
２月２４日

第５次

一、听取关于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平安上海建设推进大会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市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市食品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市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区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和财税收入分析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建立区建设工程监管联席会议的情况汇报

八、通报２０１２年新疆喀什未就业大学生来沪培养计划的情况

３月５日

第６次

一、听取关于区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拆违控违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大型居住社区（顾村镇馨佳园）运营管理试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１１号代表议案（关于加快完善宝山区大型居住区配套建设及后续管理）办理方案的
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在友谊路街道开展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招商引资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国资委归口企业经营者薪酬分配的情况汇报

３月１３日

第７次

一、听取关于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财政投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居）委安全监管工作指导意见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区重点行政监察项目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绩效考核工作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筹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七、通报２０１１年宝山法院行政审判情况分析
八、听取关于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区教育费附加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市国资国企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调整区部分为老服务政策的情况汇报

３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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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８次

一、传达推进落实市政府重点工作专题会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核定顾村公园一期日常养护和管理运营经费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向区财政暂借资金用于顾村公园二期建设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计划的情况汇报

４月９日

第９次

一、听取关于今年以来区财税收入情况汇报及上半年相关工作部署

二、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市消防工作会议精神及２０１２年区消防重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第十三次市民政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市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暨产业结构调整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拨付罗店大型社区动迁补偿资金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工业园区１２００户农民住宅改造和罗泾镇动迁安置房建设等资金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审定罗泾镇Ｃ２－９地块动迁安置房建房协议价格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高境地区老公房更换燃气内管所需资金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土地管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完善区科级及以下在职干部休假及健康体检、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健康体检工作的情况汇报

４月１７日

第１０次

一、听取关于市纠风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和宝山区“六无”平安村（居）委、“无刑案小区”专项奖励经费的情况
汇报

四、听取关于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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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修定《宝山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有关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编制《宝山区邮轮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以及制定《关于“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工作的实

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管理试行办法》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区新进机关公务员住房货币补贴工作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南大地区综合整治一期投资预算及融资方案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工作经费的情况汇报

５月２日

第１１次

一、听取关于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试点区创建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２０１２年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进一步完善区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与复旦大学开展战略合作有关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罗泾镇建设上海国际酒类贸易中心项目实施招拍挂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举行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系列活动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协议书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罗泾Ａ３－１等四幅地块储备成本认定，顾村Ｃ２、Ｃ３地块收储成本补偿费用核定及罗泾Ａ３－１等三幅出让
地块底价调整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制订《宝山区外环以外地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顾村镇预拨资金的情况汇报

十一、听取关于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２０１２年投资预算的情况汇报
十二、听取关于推进保障房项目办理土地初始登记工作的情况汇报

５月１４日

第１２次

一、听取关于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及信息发布工作的意见》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有线电视中心出售过渡期资产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部分机关、事业单位２０１２年度办公用房维修改造经费的情况汇报
四、各副区长、副巡视员通报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５月２８日

第１３次

一、听取关于区创建国家卫生城区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推进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市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政府与市电力公司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政府与３家电信运营企业签约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华东师范大学与区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上海苑景宾馆新一轮招租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６月５日

第１４次

一、传达市有关经济形势分析会的精神

二、听取关于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客运、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人才工作重点项目资助办法》、《宝山区优秀人才租房补贴办法》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与区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６月１２日

第１５次

一、听取关于市气象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十二五”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推进区公租房建设和旧区改造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保利地块九年一贯制学校和保利幼儿园项目用地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庙行镇共康商业商务中心（风尚天地）地块土地收储成本及清算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建立投资监理和审价监督社会中介机构备选库的情况汇报

６月１９日

第１６次 一、听取关于滨江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和五大综合体规划的情况汇报

二、研究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６月２５日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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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次

一、听取关于传达市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精神及区迎接十八大、优化城市环境工作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近阶段非法客运整治进展及进一步落实长效管理工作机制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１１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１１年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召开宝山区庆祝建军８５周年军政座谈会暨双拥模范（先进）命名表彰大会和对驻区部队开展普遍慰问工
作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全国中学生田径、桥牌锦标赛承办方案的情况汇报

７月２日

第１８次
一、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进一步规范村主要干部收入分配管理的意见》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关于规范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务接待及会务考察费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书面意见办理情况的汇报

７月９日

第１９次

一、听取关于区２０１２年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创建全国“阳光家园”示范区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罗店医院改扩建项目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实施宝山区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工作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及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情况汇报

７月２３日

第２０次

一、听取关于全国维稳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的情况

二、听取关于上海智力产业园二期建设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南大综合整治有关立项事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公务用车改革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７月３０日

第２１次

一、听取关于区防汛防台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本市食品安全年中工作会议暨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及本区贯彻落实的情
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今年以来生产安全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国家高技术重点服务业培育园区发展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的情况汇报

８月１４日

第２２次
一、传达市有关会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创建创业型城区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工业园区落实上海银监局整改意见的情况汇报

８月２０日

第２３次 一、听取《近年来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剖析报告》，观看廉政警示教育专题片

二、听取关于月浦镇潜利项目调整转型的情况汇报
８月２７日

第２４次

一、通报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对本区推进教育现代化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政反馈情况

二、听取关于调整区促进就业政策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贯彻落实市政府实施镇保门急诊统筹政策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禁毒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发展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上海市第二康复医院转型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宝山区对口援助新疆叶城县公共卫生“三降项目”工作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旅游节开幕式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９月１０日

第２５次

一、听取关于区２０１２年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及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Ｄ１地块（１２００户）动迁安置房建房协议价格核定工作情况的
汇报

三、听取关于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宝山区范围）前期开发项目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区建管中心、区土地储备中心易地搬迁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外配套潘广路实行ＥＰＣ总承包管理模式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一钢医院改扩建项目”和“罗店医院改扩建项目”实行企业“代建制＋ＥＰＣ总承包”模式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进一步支持区绿化环卫事业发展的情况汇报

９月２５日

第２６次

一、听取关于以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为引领加快文化科技旅游产业带（七号线）发展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发展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政府与上海交运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部分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丰联（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宝丰联物业公司整体移交高境镇实行属地化管理提取净归资金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１＋９”支持产业发展政策第三、四次联席会议的情况汇报

９月２９日

第２７次

一、传达市有关会议精神

二、听取关于区“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承办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本区贯彻落实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本区２０１２年征兵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１１号代表议案
六、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政府投资下半年调整计划报告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区财政预算调整情况的汇报
八、听取关于２０１３年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设想与操作建议的情况汇报

１０月２３日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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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两次工作会议精神及区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加快本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及其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村级集体投资小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制定《宝山区村级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教育现代化综合督政整改报告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等级评审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５日

第２９次

一、听取关于区委、区政府调研课题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３年区《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３年政府投资计划编制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３年财政预决算编制工作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十八大期间信访工作及２０１２年信访考核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追加２０１２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筹集资金方案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吴淞工业区关停集中供热系统实施企业能源转换工作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１＋９”支持产业发展政策第七、八次联席会议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Ｄ２地块（１２００户）动迁安置房建房协议价格的情况汇报
十、听取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店新镇土地出让金政策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１３日

第３０次

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好区政府各项任务

二、听取关于国家卫生区创建工作考核办法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贯彻落实《关于本市进一步加强镇（乡）财政管理的意见》（沪府办发〔２０１２〕５９号）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产业项目行政审批流程优化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给予宝房集团大楼物业公司一次性前期补贴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４日

第３１次

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１３年政府投资计划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３年预算编制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审定大场镇汇丰路东侧动迁安置房、顾村镇顾村公园二期动迁安置房建房协议价格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推荐宝山区２０１２年度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调整排水设施养护经费财政供给标准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建立区级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方案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区检察院办案及专业技术用房迁建工程启用开办费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１３日

第３２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１２年区政府实事项目落实及２０１３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征求意见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１３年元旦、春节帮困送温暖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遴选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人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调购区保障房基地部分房源转为廉租住房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第九次联席会议会审情况的汇报

六、听取关于宝山区支持产业发展“１＋９”产业政策的情况汇报
七、听取关于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代表书面意见办理情况的汇报

１２月３１日

（刘　军　覃　哲）

新农村建设
■概况　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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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４３５亿元，其中，用于现代化农业生
产建设１１３８４万元，用于农村社会公共
事业建设９８９５０万元，用于农村社会保
障支出３６１０１万元。

■完善经济相对困难村帮扶机制　继续
落实《关于对经济困难村实行第二轮财

政扶持的实施办法》，对２０１０年度村级
可支配收入低于１００万元的村实行财政
扶持，全年落实经济相对困难村财政扶

持资金６８１６５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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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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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农村村庄改造项目　年内完成
３００７户农村村庄改造项目建设，范围涉
及罗泾、罗店、顾村镇的７个村５７个自
然宅。至年底，全区累计完成２５３个自
然宅、１１６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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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农

村地区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展现出农村

田园风光和江南水乡风貌。

■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年内继
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启

动１５７２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至年底，全区累计推进１２９４８户污水设
施建设。

■推进农村村庄改造长效管理工作　按
照《宝山区农村村庄改造长效管理实施

办法》，落实区级村庄改造长效管理考核

工作。区农委（新农办）汇同区财政局

等部门年内对各镇村庄改造长效管理工

作进行两次考核。区、镇两级财政根据

考核结果下拨财政奖补资金，标准为每

户每年５００元，其中生活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管护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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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９万元。

■提高农民保障水平　年内继续扩大公
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改善农村民生，提

高农民保障水平。（１）医疗保障。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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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改造后的顾村镇白杨东村 顾村镇／提供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摄影／於　明

合作医疗参保应参加人数为２３７５２人，
实际参合率为 １００％，全区新农合统筹
基金筹集 ４６８８８万元，人均筹资 １９７３
元。全区新农合统筹基金门急诊补偿金

额２５８８０７万元，补偿率６５％，住院（门
诊大病）补偿金额２８２４０９万元，补偿率
７０％。（２）社会保障。继续提高农民养
老水平，全区农保月均养老金提高到

６２８元，老年农民最低月养老金标准提
高到 ４１５元，农保发放总额 ８９８８４万
元。上半年稳岗补贴４２１家企业共５４１５
人，下半年稳岗补贴４０４家企业共５０６０
人，全年共补贴金额１５１４６万元。落实
新征地人员社会保障 ２２４８人，保障率
１００％，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社会保
障５６人。（３）社会救助。至年底，全区
共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２９８户，低
保覆盖对象 ４９４人，全年发放补助 １９７
万元。享受农村重残无业补助１４７人，
全年发放补助１０２万元，享受农村五保
户补助６４人，全年发放补助５０万元。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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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场，电影下乡累计放映
５２５０场，观众约５０６万人次，送图书下
乡１２万册。 （郭华曦）

滨江带建设与邮轮产业发展
■概况　２０１２年，滨江发展带各项工作
取得突破性进展。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运营第一年接靠国际邮轮６０艘次，取
得开门红。“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

合改革试点区”和“中国邮轮旅游发展

实验区”先后落户宝山，为邮轮产业发展

打开新局面。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工

建设，拉开宝山滨江新一轮转型的序幕。

滨江广场（长江壹号）、滨江大道等项目

有序推进，邮轮“旅游、船供、人才”等要

素市场加快培育，中国邮轮门户港建设

稳步启动。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首年接靠国际
邮轮６０艘次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全年接靠国际邮轮６０艘次，接待出入境
邮轮游客２８４万人次。其中，７６万吨
的“歌诗达·维多利亚号”和１３８万吨
的“皇家加勒比·海洋航行者号”两艘

大型邮轮先后以吴淞口为母港开辟亚洲

航线，开启亚洲邮轮的大船时代。７月７
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首次迎来“歌

诗达·维多利亚号”和“皇家加勒比·

海洋航行者号”两艘邮轮同时靠泊，当日

接待出入境游客超过１万人次。

■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
区正式获批　１月 ４日，上海市人民政
府发文（沪府发【２０１２】２号）将“上海国
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列为

上海市首批１０个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之一。５月 ２５日，《宝山区邮轮产
业发展战略规划》发布实施。６月 １３
日，“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

点区推进小组”成立。８月１０日，“上海
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实施

意见”制定实施。实施意见提出“试点

区”分初步建立（２０１５年）、发展完善（至
２０２０年）、功能提升（至２０３０年）三个阶
段，规划由“国际邮轮核心功能区、邮轮

服务配套功能区、现代服务延伸功能区、

结构调整储备功能区”四大板块组成的

辐射性功能布局，以及以邮轮服务为核

心、邮轮旅游和商业休闲为配套、相关服

务业为延伸的现代邮轮产业体系。

■ ２０１２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开幕　５
月１７日，“梦想启航”———２０１２上海吴淞
口邮轮嘉年华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开

幕，副市长赵雯出席。５月１７日至６月
３０日期间，宝山区会同中外运长航上海
长江轮船公司、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市水上旅游促进中心、歌诗达邮轮公司、

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组织“歌诗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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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亚号”首航庆典、“皇家加勒比·海

洋航行者号”首航庆典、２０１２中国邮轮
经济与城市发展论坛、２０１２中国上海水
上旅游发展论坛、“邮轮与梦想”青年主

题论坛、赴韩国丽水世博会包船启航仪

式、“邮轮港之夜”青年主题晚会等活

动，受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解放日报、

上海电视台等各级媒体报道。

■举办２０１２中国邮轮经济与城市发展
论坛　（参见区委重要活动）

■举办２０１２中国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
坛　（参见区委重要活动）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工程开工建设 摄影／浦志根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滨江广场（吴淞零点广场、长江壹号）一期开桩建设 摄影／张明是

■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启动建
设　８月９日，宝山区与上港集团签署
《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协议书》，副

市长沈骏出席签约仪式并为上港集团

瑞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揭牌。９月 ２８
日，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项目———

上港滨江城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用

地面积 ７７６２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
９１１７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５０４
万平方米，商业办公面积约 ３３５万平
方米。项目采用“土地双评估、存量补

地价”的土地出让方式，由上港集团整

体受让并开发。项目按先基础设施、后

功能板块的顺序实施，年内共完成投资

３４亿元。

■滨江广场（长江壹号）一期开工建设
　８月２７日，滨江广场（吴淞零点广场、
长江壹号）项目一期正式开工，其主体为

一幢 ７层综合办公楼，设计高度约 ３５

米，将作为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口岸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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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成立　９月
１３日，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复在上海设立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１５日，市
长韩正与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举行的“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
开幕式”上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

区”揭牌。“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

是中国首个国家级邮轮旅游发展实验

区，将以吴淞口地区为核心，打造“实验

区”的主体功能区，形成上海邮轮服务业

重要经济板块，通过完善区域商业、商务

及基础设施配套，拓展邮轮服务产业链，

集聚高端服务要素，重点培育邮轮港口

服务、邮轮配套服务、邮轮公司总部、水

陆旅游、文化休闲、购物中心、高星级宾

馆等功能，形成以邮轮服务为特色的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

■加强国际邮轮物资配送　整合现有码
头、厂房等资源，深化与各大国际邮轮公

司合作，加强国际邮轮物资配送。９月
１２日～１３日，宝山区组织邮轮物资供应
企业在２０１２中国（上海）国际跨国采购
大会上设立首个邮轮物资专区。１０月
１７日，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首届中国邮
轮物资供应商研讨会在宝山举办。

■建立邮轮人才培养体系　建立“上海
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国际

邮轮人才培养基地”，与美国佛罗里达大

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以及皇家加勒比

游轮公司、歌诗达邮轮公司联合组建“上

海国际邮轮学院”，并与上海市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联合发布９个市政府决策咨询
研究邮轮经济专项课题。 （刘晓军）

监察与纠风
■概况　年内，区监察局紧扣区委区政
府中心工作、重点项目及人民群众关注

的热点问题选题立项，对南大地区综合

整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大型

居住社区建设、道路工程建设资金管理、

支持产业发展财政专项资金落实等情况

开展重点监察。加强区效能投诉中心及

５６家分中心建设，完善相应工作机制。
对２８家政府部门和１６个行业进行政风
行风民主评议，并对水务（供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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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技监等５家部门行业进行“重点评”。组
织开展“万人百企评机关”回头看工作，

结合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召开 ３
场政风行风恳谈会。举办《百姓连线》

广播节目，依托纠风监督网上平台，强化

问题发现和解决机制。

■推进五项重点监察项目　会同区检察
院、审计局等派驻干部入驻区南大综合

整治指挥部，组成监察审计保障部，强化

对动迁安置、资金运作以及人员廉洁等

情况的监督。会同区规划土地局对全区

各大型居住社区建设中涉及到的保障性

住房项目地块开展土地执法动态巡查，

保证相关项目用地合法。会同区“１＋
９”产业扶持资金联席会议各部门，开展
对２０１１年度各街镇配套资金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共检查应配套项目１６１个，
督促相关部门对检查中发现的配套资金

不到位、拨付流程不规范等问题进行整

改。会同区发改委、建交委、财政局、审

计局等部门对全区“９＋６＋３”政府投资
重点项目开展督查，强化对问题整改落

实情况的核查；完善《宝山区财政投资小

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对 ４６２个
２００万元以下小型建设项目管理情况进
行检查，提出整改建议１０８条，逐一向有
关单位进行反馈并督促整改落实。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日，“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颁奖典礼在宝山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 摄影／浦志根

■规范运行“区纠风监督网上平台”
　强化并规范运行“区纠风监督网上平
台”，制定《宝山区纠风监督网上平台管

理暂行办法》，促进各单位及时高效地解

决群众反映的诉求，全年平台共收到群众

诉求２４９个，处理率为１００％，个案平均处
理时间为３３８天。发挥“区纠风监督网
上平台”的功能，强化与《百姓连线》、区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的协作，逐步建立
健全问题发现和处理机制，提升处理涉及

多部门的综合性问题的能力。

■推进民主评议基层站所工作　对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派出所等４６个基层站所开展评议。组
织区特邀监督员与相关街镇定点联系，

全程参与动员会、评议会、测评会和明察

暗访等各项工作，对被评站所服务对象

进行不少于５０人次的问卷调查。据统
计，各街镇评议小组共走访群众 ２０４５
人，走访企事业单位４５３个，召开座谈会
（恳谈会）１４０次，参加人数 ２８６１人次，
发放问卷调查表２３９０份，提出建议意见
２２７条。 （赵　波）

政府法制
■概况　区政府法制工作按照国务院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

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决

定》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

的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创造良好的法制

环境。全面总结宝山区 ２０１１年依法行
政工作，上报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依法行政
工作情况书面报告。参与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和区工商分局创建首批依法

行政示范单位的相关工作。据上海市行

政复议管理系统统计，全年收到行政复

议案件２５件，作为被告应诉行政诉讼案
４件。推进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成立，推
选出１０名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
人选。参与审核房屋司法强制执行“社

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说明”１４份，参与
房屋征收司法强制执行４户。研究制定
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强制执行文书。会

同区南大地区综合整治指挥部编写《南

大地区综合整治文件汇编》。参与制定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工作，对９件市政府
规章草案、７件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
提出修改建议。完成行政规范性文件数

据库校对工作。

■ ２０１１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情况上报
　按照国务院和市政府工作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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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度依
法行政情况报告》。

■规范性文件审查和数据库校对　区政
府法制办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修订草案）》修改，对《上海市实施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规定（草案）》等９
件市政府规章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对

《宝山区政府工作规则（草案）》《宝山区

建筑业用工管理办法（草案）》《宝山区

住宅修缮工程管理实施意见（草案）》

《宝山区外环以外地区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草案）》《宝

山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修订草

案）》《宝山区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管理办

法（试行草案）》《宝山区处置大规模暴

力犯罪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征求意见

稿）》等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法律审核。

按照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全市

规范性文件数据库校对工作的函》的要

求，区政府法制办会同区府办，对数据库

中收录的宝山区政府制发的规范性文件

进行校对。针对数据库中存在的文件收

录不全、重复收录、发文单位错误、文件

名称显示错误、文件状态错误等情况，进

行汇总整理，经区政府领导审定后报市

政府法制办。

■编写《南大地区综合整治文件汇编》
　为推进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
之一南大地区的综合整治，区政府法制

办会同区南大地区综合整治指挥部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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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地区综合整治文件汇编》３册，为
依法推进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作提供政

策法规依据，方便工作开展，促进有关单

位履行法定职责，有利于维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办理　经上
海市行政复议管理系统统计，全年行政

复议申请２５件，受理２０件，不予受理１
件，转送其他机关３件，函告属重复申请
１件。审结１８件（含２０１１年未审结的２
件案件），其中，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１２
件，撤销具体行政行为２件，驳回申请人
复议申请２件，因申请人撤回申请而终
止审理２件。参与以区政府为被告的行
政诉讼案件应诉工作 ４件。其中，１件
原告撤诉；１件市二中院作出判决，驳回
原告诉请，后原告上诉后，市高院维持原

判；１件市二中院作出判决，维持区政府
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１件原告诉至崇
明县法院，期间原告撤诉。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３日，宝山区信访工作会议召开 摄影／蔡　康

■推进成立区政府法律顾问室　区政府
法制办会同区司法局拟定区政府法律顾

问室法律顾问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领导名单，向市政府法制办和部分高

校发出法律顾问推荐函。经走访区纪

委、区委政法委、区委组织部、区法院、区

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人大办、区政协

办、区信访办等单位，专题介绍法律顾问

遴选工作的进展和人选情况，听取有关

单位领导的意见，年内推选出１０名区政
府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人选，并起草“关

于遴选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人选

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及违法建筑强制拆
除　开展对区房屋征收补偿机制和强制
执行工作机制的研究，对《上海市宝山区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

（草案）》进行研究并提出修改意见，并

由区政府印发。参与研究并推进南大地

区国有土地上非居住房屋征收补偿相关

工作。参与研判罗店镇 ３户、顾村镇 １
户房屋拆迁工作中的问题，参与《行政强

制法》贯彻工作中有关问题研讨。参与

申请房屋司法强制执行报送区法院的相

关材料中，由所在街镇、区住房保障房屋

管理局联合盖章确认的“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情况说明”共计１４份（其中罗店镇
１０份，顾村镇３份，庙行镇１份）。参与
对４户房屋征收司法强制执行工作（其
中大场镇 １户、庙行镇 １户、罗店镇 ２
户）。

　　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研究制
定《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限期拆

除违法建筑公告》《强制拆除违法建筑

决定书》《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公告》

等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强制执行文书。

５月２９日，作出首份《限期拆除违法建
筑催告书》。 （张洁蓉）

信访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信访办共接收群众
信访总量１２９８１件，比上年下降５％。其
中，来信２１０１件，下降６３％；来访４６４２
批１０１３１人次，批次下降１２６％、人次上
升 １５％；网 上 信 访 ５８０２件，上 升

８６％；来电 ４３６件，下降 ４３３％。年内
坚持一个提高，即提高初次信访事项的

一次性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实现两个

减少，即减少信访积案和减少越级访、重

复访和非正常上访；做实三项工作，即信

访工作机制创新、分级分责化解信访矛

盾、夯实基层基础工作的落实，完成年度

各项信访工作目标任务。编辑各类简报

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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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条，列
全市区县并列第一，其中“知心妈妈解心

结”一文被国家信访局主办的《人民信

访》录用。戴雯获全国信访系统优秀办

信员称号，孙久获全国信访系统从事信

访工作２５年以上表彰。

■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工作　开展
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包案活动，全年

区、街镇两级领导干部共接待来访群众

２８１４批９９２０人次。区四套班子领导包
案５７件信访积案和 １７件突出集访矛
盾，协调推动信访工作落实，化解信访突

出问题和矛盾纠纷。

■建立分级分责化解信访矛盾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工作制度　２月，宝山区政府
转发区信访办《关于宝山区分级分责化

解信访矛盾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实施意

见》的通知（宝府办【２０１２】７号），进一步
明确分级分责化解信访矛盾解决群众合

理诉求的工作规定、主要措施、责任追究

等内容，规定初次信访事项、重要信访事

项、信访积案的分级分责办理工作要求。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年内开展
“五排查”工作，即苗头性矛盾随时排

查、每月一次定期排查、重要节点重点排

查、共性问题联合排查、突出问题专项排

查，全年共排查处理各类突出矛盾 ３０７
件。提高初次信访的办理质量，宝山区

市下发初次信访事项当年新增重复率为

４６１％，列全市区县第二。提高网上信
访的办结效率，市下转网上信访按期办

结率９９７７％、公开回复率６６９％，达到
市对区县考核优胜分值。

■开展信访突出矛盾化解工作　开展为
期两年的区领导干部联系重点信访人推

动信访积案化解工作，自２０１１年３月至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市下发５７件信访积案化
解、终结５２件，化解、终结率９１２％。推
动重信重访信访事项化解工作，市下发

的１６件重信重访化解率１００％，列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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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并列第一。

■完善区信访稳定工作例会制度　指导
镇、街道、园区、区政府工作部门健全本

级信访稳定工作例会机制，完善未决矛

盾逐级及时上转研究机制。年内，区领

导共召开信访稳定工作例会１０８次，协
调处理各类突出矛盾１２０余件；区信访
办协调处理各类疑难矛盾１４０余件，各
单位定期研处本地区、本系统的突出矛

盾，条块联动，推动疑难、突出信访矛盾

的妥善解决。

■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启动运行　１０
月，区信访联合接待大厅正式建成并启

动运行，区９个职能部门进驻大厅联合
接访，１２个街镇分 ４批轮流驻厅接待，
构建“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

解决”的信访工作新平台。年内，区信访

联合接待大厅共接待来访群众３９０２批
８８１２人次。

■推动第三方力量参与信访工作　与区
妇联合作，推动开展“白玉兰开心家园—

知心妈妈”项目，共同对疑难信访事项开

展化解工作，第一批６名重点对象已化
解３件。聘请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专
业律师参与核查 １６件信访突出矛盾。
在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大办、区政协

办的支持下，开展信访事项核查终结及

听证工作，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共核查终结１７件信访积案。 （高　宏）

人事人才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人事人才工作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心，服务大局，统筹

兼顾，提升人才服务功能，加强公务员队

伍建设，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各

项工作进展顺利。全年引进投资类人才

２１人，为９５９４人办理人才类居住证。办
理人才引进１０人，居转户（持有〈上海市
居住证〉人员申办上海市常住户口）１５２
人，办理夫妻分居解困２９人。围绕“能
力”和“活力”，加强公务员招录、竞岗、

交流和考核工作，开展公务员培训，加强

公务员道德建设。加强薪酬福利管理，

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做好事业

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工作，组织实施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补贴费制度，完成４２１家
事业单位，共计１１５１５名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补贴费规范工作，并兑现新事业退

休补贴费。完成公车制度改革配套工

作，制定《宝山区公务用车改革驾驶员安

置办法》《宝山区公务用车改革公务交

通补贴发放办法》，组织开发区公务交通

补贴拨付平台。

■公务员招录　开展公务员公开招录工
作，完成１４０名新录用公务员公开招录
工作。其中，公务员７０人，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７０人；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４２名，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
作经历人员３６名。在对全区公务员队
伍状况和各单位人员结构比例进行调研

和分析的基础上，严格确定招录职位数

量，认真审核招录职位简章，完成 ２０１３
年公务员招录计划编制工作。完善招录

（招聘）工作制度，强化招录（招聘）纪律

监督机制，会同区纪委共同制定《宝山区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录（招聘）纪

律监督暂行办法》，明确考录工作的纪律

监督机制，保证考录工作的公平公正；建

立招录（招聘）档案管理制度，研究制定

《宝山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录

（招聘）工作档案管理规定》，明确将考

录过程形成的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材料

进行纸质和电子同步归档管理，主要包

括招录计划和工作方案、面试情况资料

以及体检和考察等材料的汇编建档

管理。

■开展公务员培训　（１）开展依法行政
能力培训。制定印发《宝山区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能

力培训工作方案》，以区科级及以下参公

人员和２０１２年新招录参公执法人员为
培训重点，加强新增参公人员依法行政

能力，主要包括公务员法及其配套法规、

“六五”普法等法律知识培训。（２）５月
至９月，开展科学发展主题培训。培训
内容紧扣市、区“十二五”规划，围绕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时代要求，突出抓好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重点的推动

科学发展能力培训、以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为重点的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培训以

及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培训，

培训采取示范培训、集中轮训、现场教

学、干部在线学习等方式。其中，科学发

展主题示范培训班，在５月中旬与区委
组织部、区行政管理学院联合举办，来自

全区各单位负责组织宣传工作的６８名
科级干部参加培训。（３）新录用公务员
入区培训。９月 １７日至 ２５日，举办
２０１２年度宝山区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
训班，培训时间９天，采取封闭式管理和
集中培训，主要围绕区情介绍、作风锤炼

以及能力素质培养等内容展开，采取课

堂教学、队列训练、交流讨论、才艺展示

以及户外拓展等形式进行。

■公务员选拔任用与交流　开展公务员
公开选调交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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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推出区建

交委、司法局、审计局等１０家单位选调
职位１８个，拟选调交流２１人。遵循服
务发展、人尽其才的理念，加强公务员流

动管理，年内办理人员调任５名，转任３０
名。开展区内科级领导职位竞争性选拔

工作，共推出党政机关科级领导职位２０
个（正科级职位 ８个，副科级职位 １２
个），经笔试、面试、考察、公示，共有 ２３
名公务员通过竞争走上科级领导岗位。

■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　开展公务员职
业道德建设活动，活动以“让人民满意”

为目标，通过开展公务员职业道德大讨

论、主题征文评选以及全员培训等主题

实践活动内容，全面促进区公务员职业

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开展带头创先

争优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围绕市

“三争三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争一

流，树立公务员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良好

形象；联系群众、改善民生争一流，树立

公务员全心全意、为民服务良好形象；履

职尽责、立足岗位争一流，树立公务员恪

尽职守、爱岗敬业良好形象）活动主题，

结合区实际，开展三项活动：一是抓好科

学发展主题培训和公务员职业道德全员

教育活动；二是开展“在单位争当先进，

在地区争做表率”的“双在双争”活动，

开展学雷锋活动以及开展“着眼民生、服

务基层”活动；三是组织开展岗位建功和

公务员岗位亮诺等活动。开发建设带头

创先争优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专题

网站并启动网站试运行。活动专题网站

主要由“创争活动首页”和“个人主页”

构成。网站试运行时间为６月１５日至
年底，计划２０１３年年初投入正式使用。

■军转干部安置和维稳　年内，市下达
给区军转安置计划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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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名，
其中正团职１０名，营及营以下和专业技
术干部１３名，随迁家属１名。做好企业
军转干部维稳工作和退休企业军转干部

生活补助申报工作，共办理企业退休军

转干部生活补助１０名，比照企业退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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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干部生活补助１名。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　年
内下发《宝山区２０１２年度科及科以下公
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

通知》，并指导推进年度考核工作。全区

科级及以下公务员考核优秀２６５人，给
予行政奖励２６５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事业单位考核优秀８９人，给予行政奖励
８９人。全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给
予记大功９３人，给予记功１９０５人。

■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工作　年
内经过数据分析和模拟测算，全面掌握

区其他事业单位收入情况以及实施绩效

工资后可能的收入变化情况。制定《宝

山区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

意见》和《宝山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

核试行意见》及相关工作手册，指导各单

位制订、完成本部门绩效工资方案。

■优化人才服务政策环境　完善并出台
《宝山区优秀人才租房资助实施办法》

和《宝山区人才工作重点项目资助实施

办法》等２项人才政策，并组织实施。通
过宝山区政府门户网站、宝山人事人才

网、宝山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加大政策宣

传，开设咨询热线和专门受理窗口。配

合区委组织部、区人才办做好宝山区第

７批拔尖人才、青年尖子的评选工作；重
点做好１１名获国家“千人”计划、上海市
领军人才、首席技师等称号的区域高层

次人才的联系与服务工作。

■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全年共有１９１家
单位在“宝山人事人才网”开展网上委

托招聘，推出７９９个招聘岗位，新增求职
登记人数４６６人。３月下旬至４月下旬，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公益

招聘活动，活动分现场招聘和网络招聘

２个部分，实现招聘工作网上网下联动，
开创现场招聘会信息网络化的新模式。

１０月中下旬，组织区内中远川崎重工、
海隆研究所等５家优秀企业，参加上海
市人才服务中心组织的赴外省市高校招

聘２０１３届博士、硕士、本科高校毕业生
活动，为企业拓宽引才聚才的渠道。开

展人才政策咨询服务活动，深入宝山工

业园区、友谊路街道、大场镇、区经委等

街、镇、园区、企事业单位，为３００多家单
位开展人才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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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才测

评在企业招聘选拔中的应用”为主题，开

展专题培训，提升企业人事经理管理能

力。吸引高校、科研院所优秀博士后人

才到宝山区企业工作室开展研发创新，

做好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企业工作室入

住博士后的中期考核工作。１１月中旬，
会同相关部门举办“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经营
管理者‘转型发展’培训班”，吸引近１００
名企业高管参加，拓展企业经营管理者

战略视野，推进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发展。

■开展人事人才公共服务　全年共办理
夫妻分居解困 ２９人，户籍人才引进 １０
人，“居转户”１５２人，上海市人才类居住
证９５９４人。新增档案 １４５６份，转移档
案５５５份，人事档案共有库存 ８７００份。
集体户口挂靠２２０名。为４２９家事业单
位办理聘用合同登记１３２５份，为１９７名
非编、２０９名公安、法院和检察院派遣人
员共计４０６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做好
相应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事业单位人员招聘与管理　经市编办
批准同意，区建交委、卫生局、规土局、科

委、房管局、信息委所属６家事业单位年
内推出１９个岗位面向社会招聘，共招聘
２２名工作人员。组织开展２０１１年度事
业单位岗位聘用备案工作，制定印发《宝

山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绩效考核指导意

见（试行）》；布置开展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情况自查工作；按照市事业单位管理

工作会议精神，对工勤人员转聘管理或

专技岗位明确具体口径。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全年组织 １０２０
名农村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共

组织７６８名农村（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参
加职称评审，推荐在区专业技术领域有

重大创新和突破的高级工程师申报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完成选拔并推荐长期辛

勤工作、业绩突出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和高技能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共推荐３人，其中１人被批准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体检疗休养与退休人员管理　 与南
京、无锡、杭州３个疗休养基地协调落实
年度健康体检工作，并与３个基地签订
新一轮的体检、疗休养协议。按照年初

计划，组织完成机关事业单位４１００名在
职人员的健康体检疗休养工作。组织

２０１１年机关事业单位考核优秀人员到

外省市疗休养工作，涉及４批次共计２００
人左右。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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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约５００名退休人员代表出席。
组织完成全年退前人员学习班，涉及两

批次近 ２００人。组织 ５２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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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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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三支一扶”工作　开展“三支一
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招

募１６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宝山基层支
扶，为基层输送优秀青年人才。加大支

扶大学生的培养、使用、管理和服务工作

力度，为期满学生提供就业推荐工作。

全年共召开３次支扶学生座谈会，举行
形式多样的拓展活动，编辑出版６期“支
扶之光”简报，开展“支扶”学子看农村

调研活动，上报４篇调研课题，并通过调
研报告评审。至年末，宝山区共有３２名
“三支一扶”大学生。 （祁南方）

社区建设和管理
■概况　年内，区地区办注重调查研究、
注重协调联动、注重创新突破，加强对大

型居住社区管理的探索实践，引导社区

多元化治理，推进社区管理信息化建设，

协同推进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社区事

务受理中心“一口受理”等重点工作，完

成全年各项工作。

■推进顾村大型社区运营管理　 年内
以推进人大１１号议案为抓手，以建立区
大居营运管理工作联席会议为平台，以

居民最急最盼的需求为工作目标，加强

与市、区推进办、地产集团、顾村镇及各

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第一时间掌

握居民入住情况，广泛听取居民需求及

人大代表意见，推进菜场、商业、公交、社

区服务等公共设施按时投运，创新试点

“镇管大型社区”管理新模式，高质量完

成各项公共设施的验收接管、装修开办、

营运管理。同时，制定大居财力保障、设

施接管、社区服务、社区治理、物业管理

等一系列长效机制。

■推进社区管理信息化建设　为居委会
干部工作减负，从完善系统软件和加强

制度建设两方面着手，推进系统的建设

与应用。完善社区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软

件建设，优化操作便捷性。听取各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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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用户的意见，优化系统设置，编印各级

用户的使用手册，以贴近社区管理和居

委会日常工作的需要。加强制度建设，

提高信息系统使用率。以制度建设带动

应用，制定下发《宝山区社区管理信息系

统管理规范》及操作手册，明确工作职

责、信息安全、工作考核评估等内容。至

年底，社区管理信息系统覆盖全区 ３６８
个居委会，成功通过区信息委的项目

验收。

■创新社区管理　区地区办以居民需求
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根据区域发展水

平和社区建设特点，因地制宜，实施分类

指导、分层推进，形成不同特色和发展优

势。一是城市社区管理精细化。细化城

市管理网格、优化社区的综合服务功能，

通过各类创建活动，营造精品特色社区。

高境镇拓展社区文化内涵，推进魅力社

区创建，以“温馨沙龙”为载体，打造“关

爱型社区”；以朱律师工作室为平台，打

造“法制型社区”等。淞南镇发动全镇

１２％居民８０００余人加入志愿者队伍，根
据需求做到服务形式多样化、服务时间

常态化、服务内容层次化，使社区志愿者

成为社区自治建设的主力军，居民自治

达到新的高度。二是完善大型居住社区

管理模式。加强党建引领、文化搭台，发

挥社区志愿者、社区业委会、社区各类公

益组织作用，丰富活动载体，促进外来居

民与本地居民相互融合、融入、融洽，加

快社区成熟进程。大场镇对６７个居委
会实施“分片划块”特大型社区管理模

式，顾村镇大型居住区馨佳园探索镇—

社区联合服务中心—居委会三级社区管

理模式，成立社区工作联席会议，镇的三

中心延伸至联合服务中心。三是推进新

农村社区管理。指导北面镇推进公共资

源向农村延伸，探索新型农村社区管理

体制，推进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与发展，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夯实罗店镇社区

基础建设，完善卫生室、文化活动室等综

合服务设施建设，推行罗泾镇村居联动

机制，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网络，形成村

居组织联建、活动共抓、成效共显的良性

互动格局。 （周文群）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区长汪泓会见日本大阪府泉佐野市政府友好代表团 摄影／蔡　康

外事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外事办严格执行中
央和上海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

（境）管理文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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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宝山区贯彻

落实实施意见，严格审核审批，严格证照

管理，开展自查自纠；结合区重点项目建

设，加强联系，促进交流，为地区经济和

社会发展服务。全年共受理出国（境）

含赴台请示件１２２批５０１人次，共办理
２７批２２０人次的护照和出国签证。所有
有效公务护照及公务普通护照全部及时

收缴入库。主要团组出访有区委书记斯

福民率团赴德国、捷克、匈牙利进行经贸

洽谈，区人大主任张静率团赴俄罗斯、捷

克就人大监督工作交流访问，区长汪泓

率团赴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就滨江合

作开发建设等事宜进行业务洽谈，区政

协主席丁大恒率团赴智利、阿根廷就民

生保障和经济合作进行交流和洽谈。

■因公出国（境）管理　 完善区因公出
国（境）管理实施意见，研判各阶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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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各项外事纪律要求。按照在上

年度基础上“零增长”的编制要求，精心

编制２０１２年出国（境）计划，综合各条块
对外交流合作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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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主

线，汇总筛选出重点对外交流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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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区出国（境）工作的时效性，

促进区经济社会和对外交流工作的健康

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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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介区重点建设项目，为区域经济服务。

结合区经济业务合作单位，在发展经营

关键环节，促进双方实地互访考察，为企

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在区邮轮

港项目中，加强与日本神户港湾局及神

户市政府上海办事处的沟通联系，促进

友好姐妹港的友谊和合作。组织安排政

府团组与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各邮轮公

司和港口进行合作交流。

■主题友好交流　结合区特色主题，加
强友好交流。组织出席欧盟小城镇研究

发展会议；组织演出团代表上海市参加

中德建交４０周年在德系列文化交流活
动。推动姐妹城市（区）的友好交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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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府团组到韩国衿川区就城市管理进

行友好交流；安排政府团组到上海友好

城市纳米比亚温得和克市政府拜访，交

流农业技术。与相关领馆保持沟通，协

助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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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为宝山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的在区工作的外籍人士申报上海

市白玉兰奖项。宝山工业园区所属益美

高（上海）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美国籍董

事总经理亚当·米歇尔获２０１２年度“上
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王　浩）

侨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侨办发挥侨界的资
源和优势，助推宝山滨江新区建设。举

办“相聚宝山、共谋发展”侨商联谊活

动，开展“感悟宝山、聚焦高境”活动，接

待１０多个海外侨团来访。开展侨法宣
传月主题活动，举办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举办宝山区侨务工作培训班。关注侨界

民生，走访困难归侨侨眷４７户，送上慰
问品、慰问金６万余元；举行“送医疗、送
文化、送温暖”活动，“侨界至爱”大型医

疗咨询服务活动，“侨界人士看宝山”活

动。完成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换届，在

友谊路街道成立全市首家归国留学人员

联合会街镇基层分会。做好侨务信访工

作，妥善处理来电、来信、来访６０多件。
区侨办被评为市侨务工作先进集体，《城

市转型发展过程中社区侨务的新探索》

课题获市侨务调研成果一等奖。

■开展侨法宣传月主题活动　３月，举
办以“宣传贯彻侨法、促进侨界和谐”为

主题的“侨法宣传月”活动。全区各街

镇、园区及各村、居委举办侨界志愿者活

动６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６５４８份，展出
黑板报３３５块，横幅１４５条，受众１４４５０
余人。同时，举办专题报告会、侨务工作

培训班、“东方讲坛”专场等。

■举办妇女节女侨胞座谈会　３月 ７
日，召开“庆三八妇女节、话宝山新发

展”女侨胞座谈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曹锡康向全区女侨胞致以节日问候，

女侨胞代表就宝山“十二五”发展规划

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开展“感悟宝山、聚焦高境”活动　３
月９日，组织市欧美同学会以及宝山分
会３０多名留学归国人员走进高境镇，了
解区情镇情，考察投资发展环境，围绕区

域发展热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举办宝山区侨务工作培训班　３月２２
日，区侨务工作培训班在区社会主义学

院举行。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

作开班动员。各镇、街道、园区及教育、

卫生等有关委办局的统战干部、社工、侨

联骨干、社区侨务志愿者１００多人参加
培训。市侨办副主任陈文佳等领导和专

家学者就国家侨务工作政策和工作知识

作专题辅导。

■成立全市首家留学人员联合会基层分
会　３月２９日，友谊路街道召开上海市
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友谊路街道分会成

立大会，这是全市首家留学人员联合会

街镇基层分会。

■举办“相聚宝山、共谋发展”活动　４
月２３日，组织宝山、黄浦、松江、青浦等４
个区侨商共５０多人“相聚宝山、共谋发
展”活动，深入考察宝山投资环境，参观

上海智力产业园、上海婚礼中心等亮点

项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出

席活动并致辞。

■举行“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
活动　４月２８日，在区文化馆广场联合
举行“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活

动，来自１２个科室的医疗专家为２００余
名侨界人士及千名群众进行免费医疗咨

询服务。

■召开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第二次会
员大会　６月２０日，市欧美同学会宝山
分会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

二届领导班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曹锡康出席会议并讲话。分会会员，全

区各街镇、园区，有关委办局、高校和大

口单位负责人，以及侨界代表人士共

１８０余人参加会议。本次换届首次实现
会员在全区各街镇、园区全覆盖，并加强

与高校、企业的合作。

■举办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７月１１
日，举行比利时、匈牙利华裔青少年夏令

营“寻根中国、相约上海”主题活动。组

织参观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吴淞口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和长江河口

科技馆，学习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增强华

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感情和文化归

属感。

■开展侨资企业走访调研　７月，在区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带队下走访

调研１０多家侨资企业，与“夏送凉”工作
结合起来，深入生产一线慰问工人和管

理人员，了解企业在转型发展中的实际

困难，助推产业结构调整。

■举办“庆国庆、迎中秋”侨界电影招待
会　９月２０日，“庆国庆、迎中秋”侨界
电影招待会在宝山影院举行，宝山侨界

人士１５０多人参加活动。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曹锡康向全区归侨侨眷致以节

日的慰问和祝福。

■召开全区侨务工作会议　９月２５日，
全区侨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学习贯彻

国务院侨务工作发展纲要文件精神和市

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曹锡康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举办“侨界人士看宝山”活动　１０月
１６日，举办“滨江宝山新印象·侨界人
士看宝山”活动，全区４００余名侨界人士
通过实地参观长江河口科技馆、宝山寺

等景点，切身感受宝山的发展成就。

■举办“送医疗、送文化、送温暖”活动
　１１月 ６日，上海侨界“送医疗、送文
化、送温暖”宝山行活动在高境镇举行。

活动中，为４０名困难归侨侨眷发放帮困
金２万元，来自全市各大医院的２０多名
侨界医学专家为归侨侨眷提供义务咨询

诊疗服务。

■市华侨书画院到宝山采风　１１月 ７
日，上海市华侨书画院１０余名华侨画家
在院长朱鹏高带领下，到宝山开展采风

活动。区委常委、统战部长曹锡康接待

朱鹏高一行。华侨画家在高境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作画，吸引大批社区书画爱

好者参观学习。

■举办２０１２年上海侨商高尔夫联谊赛
　１１月１２日，上海侨商高尔夫友谊赛在
宝山美兰湖举行。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曹锡康为比赛致辞并颁奖。全市３０余名
侨商参加比赛，宝山侨商获总杆亚军。

■接待海外侨团来访　全年接待意大
利、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侨领、泰国等

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团１０多个，共计６０
余人参观宝山。２月１４日，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曹锡康接待欧洲上海社团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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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２日，上海市侨商高尔夫友谊赛在宝山美兰湖举行 摄影／黄永庆

会会长龚礼明来访。９月１９日，接待悉
尼上海商会访问团来访。１０月１５日，接
待英国柯罗默基金会来访，并参观宝钢。

１０月 ３１日，接待东南亚华裔新生代访
问团来访。 （陆忠斌）

台湾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对台工作紧扣
“两区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发挥对台资

源优势，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服务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面。深化对

台经贸工作，邀请８０余名台企女企业家
到宝山考察，为台商在宝山投资发展寻

找商机。联合区招商办等经济职能部

门，在航运经济发展区举办招商引资恳

谈会，向２０多名与会台商介绍园区投资
环境和优惠政策。开展台资企业的走访

调研，走访１０余家台资企业，看望区台
协工委主委马海龙、百瑞纺织董事长吴

以珍等台商代表人士。推动对台交流交

往，深化与台湾桃园县的交流互访，接待

郝伯村等岛内政治人物来访。加强涉台

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涉台宣传月”活

动，举办区对台工作培训班，组织多次基

层讲座宣传活动。推进涉台团体建设，

发挥台联会、台协工委会等涉台团体的

积极作用。开展帮困送温暖活动，走访

慰问全区困难台胞台属家庭３５户，送上
慰问品、慰问金５万余元。做好涉台信
访和维稳工作，妥善处理多起矛盾纠纷。

■开展涉台宣传月主题活动　３月，举
办“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涉台宣传月”主题活

动，宣传《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营造良好法治氛围。举行“台湾形

势热点及两岸关系发展新趋势”专题报

告会，邀请专家学者为区老年大学、顾村

镇老年社区学校作台情报告，增强广大

干部群众维护祖国统一的意识。

■举办区对台工作培训班　３月２２日，
举办区对台工作培训班，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曹锡康作开班动员，各镇、街道、

园区及教育、卫生等有关委办局对台工

作干部１００多人参加培训。在顾村镇、
高境镇等基层单位多次举办专题培训，

为基层统战干部、社区台胞台属以及村

（居）委干部作专题讲座，提高基层各街

镇对台干部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

■台湾桃园县议长率团来访　６月 ２５
日，台湾桃园县议长邱奕胜率桃园县议

会参访团一行４６人参访宝山。区领导
斯福民、丁大恒、曹锡康、秦冰等在金富

门大酒店接待参访团。桃园县议会的此

次来访，是宝山与桃园建立互访交流以

来团组规模最大、来访议员最多、各党籍

议员最全的一次，１５名议员中包括６名
国民党籍、６名民进党籍、３名无党籍议
员。双方就深化两地互访机制、促进交

流合作达成共识。

■接待台湾各界来访　 年内接待台湾
前行政部门负责人郝柏村、台湾华夏文

化教育交流协会理事长、台湾嘉义市退

伍军人协会等来访宝山，组织落实海峡

两岸黄埔校友及亲属１００余人参观淞沪
抗战纪念馆，“我们的丰年祭”第五届

“两岸少年文化交流营”台湾嘉义县阿

里山乡达邦小学４０余名学生参观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等活动。

■罗店中学管乐团赴台交流演出　８
月，罗店中学管乐团师生一行６３人赴台
参加“桃园国际管乐节管乐菁英大赛”，

获１个团体银奖和“一金三银一铜”５个
个人奖。管乐团与桃园县中坜高中建立

友好交流，参观校园，两校老师探讨教学

上的相关问题，两校学生通过面对面交

流，互赠礼物，拍照留念，加深友情。

■参与第三届两岸县市“双百论坛”　８
月１９日至２２日，以“聚焦民意、服务民
生”为主题的第三届两岸县市“双百论

坛”在成都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秦冰率宝山区代表团参加论坛，探讨两

岸文化经贸交流合作、基层民意代表履

职、社区建设与管理等。

■开展两岸文化交流　９月１日，“２０１２
台湾跨世代工艺薪传上海特展”在宝山

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办，展出台湾工

艺作品６５件。１０月２５日，“江、浙、沪、
台”两岸四地手工艺精品展在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举办，展示木雕、陶艺等

９大类近２００件手工艺品。１０月 ２５日
至２８日，“湖畔绿洲—２０１２沪台名家美
术作品交流展”在美兰湖国际美术馆举

办，２８名沪台两地的艺术名家携１２０多
幅优秀画作参展，吸引参观者 ３０００
多人。

■举办首届沪台两地青少年科技教育论
坛　１１月 １９日，“以人为本，培养未来
创新人才”为主题的首届沪台两地青少

年科技教育论坛在高境三中举行，通过

专题报告、观摩参观、分组论坛、沪台座

谈会等形式，交流两岸青少年科技教育

的经验。活动中，高境三中与台南市私

立瀛海中学、宝山区实验小学与宜兰县

罗东镇公正小学签约结对。

■组织赴台交流考察　组织宝山区各界
赴台考察交流，拓展交流领域和层次。

年内，全区有航运经济发展区、侨联、工

商联、青联等９个团组赴台考察交流，机
关事业单位１３批１５人次参加市有关部
门组团赴台交流，有１２家企业３０人次
赴台开展经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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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台社团工作　加强区台联会建设，
举办座谈会、参观考察等活动，向台胞台

属介绍两岸形势和宝山区经济发展情

况，结合重大节日，坚持做好对困难台胞

台属的帮困慰问。加强区台协工作，发

挥台协自我管理功能，坚持主任会议和

每季度工作例会，举办迎春联谊会、台商

女企业家看宝山、台商沙龙等活动，密切

与台商的联系，增进互信和感情。

■处置涉台矛盾纠纷　稳妥处置矛盾纠
纷，全面排摸涉台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

素，协调台企芝源生物公司厂房租借、泉

宏机电公司排污处罚、联仕电子化学材

料公司调整搬迁、味全食品公司土地使

用投诉案等事宜，及时处置精神异常女

台胞走失的突发事件。 （陈　雷）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年内，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力
做好机关后勤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发挥

办公室、财务科、综合管理科（节能管理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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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完成机关经费保障、资产管理、安全

保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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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亿字、油印复印１４１２万页；会务保
障１９８１场次、５４万人次；机关车队安全
行车２０４万公里；医疗服务 ８９００人次，
理发服务１７３０人次；收发机要文件１８
万份、邮寄信件１３８万余件，发放报刊
信件３４５万余份。获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
度上海市文明单位、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度
上海市机关后勤“三优一满意”先进集

体、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平安单位、上海市
机关餐饮展示交流活动 “优秀组织奖”、

宝山区第十四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活动先进单位等称号。局文印中心获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青年文明号，
局会务接待办获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度宝
山区青年文明号。

■获上海市文明单位“四连冠”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年，区机管局围绕宝山“五个
好”的总体要求，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加强机关后勤文化和队伍建设，加强

机关后勤管理服务保障工作，着眼于抓

一流管理、建一流队伍、创一流服务、树

一流品牌，开展精神文明建设，获上海市

文明单位“四连冠”，是上海市机关后勤

系统中唯一获该荣誉的单位。

■落实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根据
中央、市委、区委统一部署，牵头落实区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宝山区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实施意见》，并完善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处置办法、纪律规定、货币补贴管理

办法、驾驶员安置方案等７个配套文件，
完成全区涉改单位公务车辆的收缴、评

估、拍卖工作；制定《宝山区机关留用编

制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宝山区机关留

用执法执勤车辆管理办法》《宝山区机

关服务车辆租赁用车管理办法》。至１２
月底，完成全区各部委办局、人民团体、

群众团体、街镇（经济发展区）、参公事

业单位以及除学校、医院以外的机关事

业单位共３２０家的公务用车改革，公开
拍卖１０３２辆公务用车，成交金额近１３８
亿元。

■做好新进公务员住房货币补贴工作
　组织全区６３家机关单位开展新进公
务员住房货币补贴工作，完成８０９名公
务员住房货币补贴的审定核拨，总缺额

面积５３４万平方米，补贴资金约 １２２
亿元。

■推进节能降耗　建立区公共机构节能
降耗联席会议制度和区公共机构能源资

源消耗统计三级网络管理机制。通过在

机关大院张贴节能宣传标语、开展节能

宣传巡回展、低碳体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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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执行“绿色采购”制度，

优先选用列入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

名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名录中的

产品、设备，提升区公共机构能源利用

效率。

■做好会务服务保障　年内完成区委全
会、区“两会”、团拜会、上海旅游节开幕

式、宝山区与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

工技大等５个战略合作伙伴签约、长江
口民营经济论坛等重要会议、活动的后

勤保障工作。会务保障共 １９８１场次、
５４万人次，做到服务无差错。

■开展红色之旅庆祝建党九十一周年
　５月３１日 ～６月３日，组织局全体党
员和入党积极份子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参

观学习，并开展以“红色之旅感悟延安精

神，创先争优担当时代先锋”为主题的体

会文章交流活动，每人撰写体会文章互

相交流。

■开展喜迎“十八大”百日优质服务竞
赛活动　８月至１１月，在全局开展“迎
十八大”百日优质服务竞赛活动，通过开

展文印、会务、餐饮、车辆技能竞赛等形

式，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竞赛

活动评选出 １个先进集体、６名先进
个人。

■加强机关大院安保工作　通过在机关
大院周界安装电子围栏安防系统、在警

卫室安装“访客易”自动登记管理系统

等先进的安防技术，加大机关大院安保

工作力度；组织安保人员开展反恐防范

知识培训和反恐综合演练等，提高反恐

应急处置能力水平。区机管局通过“上

海市治安安全合格单位”复审，并被评为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反恐怖防范应急工作
先进单位”。

■加强机关大院财务资产管理　８月，
新组建财务管理中心，为机关大院各部

门“三公经费”向社会公开做好基础工

作；完成区绿化市容局、区食安办、区创

卫办等多家单位办公用房调配工作，并

对友谊路１５号区法院原办公用房制定
初步调配方案；管好用好区机关会议中

心的视频会议系统，获市公务网２０１２年
度视频会议优质保障奖。 （陈　萍）

对口支援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完成本市对口
支援计划外的“自选动作”项目２１个，资
助资金、实物８４９万元。承办对口支援
地区、友好地区到宝山区人力资源培训

项目１２批３２５人次；到当地培训９次，
培训党政干部、医生、教师、农技人员等

各类人才近千人。完成１３５名新疆喀什
地区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区培养任

务。区领导斯福民、张静、丁大恒、袁鹰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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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喀什地区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
培养　２月２３日，上海大学、宝山区召开
新疆喀什地区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培

养工作专题会议。副区长秦文波、上大

党委副书记鲁雄刚出席会议并讲话。２８
日，１３５名新疆学员抵达上大开始第二
学期的培训。６月２６日，新疆喀什地区
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培训班第一学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上大嘉定校区大

礼堂举行。上大党委书记于信汇、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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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副区长陶夏芳、上大党委副书记鲁雄

刚、新疆叶城县副县长努尔艾合买提·

买买提依力等出席。９月２０日，新疆学
员返回上大开始新学年培训。１０月１０
日，宝山区与上大联合召开专题会议，

交流总结前阶段新疆学员培训工作经

验，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副区长秦文

波、上大党委副书记鲁雄刚、新疆叶城

县副县长努尔艾合买买提·买买提依

力出席会议并讲话。２３日，副区长秦文
波会见由新疆自治区未就业普通高校

毕业生培养办常务副主任刘相林，喀什

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部长张正荣率领

的培养办慰问考察团一行，双方进行友

好交流。２６日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传统
节日古尔邦节。当天中午，新疆学员齐

聚上大嘉定校区活动中心，举行古尔邦

节欢庆活动。副区长陶夏芳，上大党委

副书记鲁雄刚，上大党委统战部部长李

红，新疆叶城县委常委、副县长（宝山区

援疆干部）董义，叶城县副县长艾斯卡

尔·塔库力等参加活动，与新疆学员共

同欢度传统节日。

■召开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
小组专题会议　４月１２日，区对口支援
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

议，传达贯彻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

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精神，回顾总结

２０１１年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研
究部署２０１２年的相关工作。区委副书
记袁鹰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秦文波

主持会议。

■区代表团到四川都江堰市向峨乡学习
考察　５月８日至９日，区政协主席丁大
恒率区代表团赴四川省都江堰市及向峨

乡学习考察。成都市市长助理、都江堰

市市委书记刘俊林和市长徐富艺、市政

协主席高润川等会见代表团一行。双方

举行座谈会暨捐赠仪式。

■区党政代表团到云南迪庆州、维西县
学习考察　６月２日至７日，区领导胡晓
春、曹锡康、陶夏芳率区党政代表团到云

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维西傈僳族自治

县学习考察，慰问援滇干部、医生和教

师，推进对口支援工作。迪庆州委常委、

军分区政委姚世忠，州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维西县委书记农布七林，州政协巡视

员和跟合等与代表团进行座谈并举行捐

赠仪式。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２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左）接受新疆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右）赠送锦旗
区合作交流办／提供

■区党政代表团到青海果洛州学习考察
　７月４日至９日，８月１３日至１７日，
区领导丁大恒、袁鹰、钟杰、秦文波分别

率区党政代表团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学习考察，慰问援青干部，推进对口支

援工作。果洛州委书记林亚松，州委副

书记、州长万玛多杰等会见代表团一行。

双方举行捐赠仪式。

■区党政代表团到西藏江孜县学习考察
　８月６日 ～１４日，区领导张静、夏雨、
杜松全率区党政代表团到西藏江孜县学

习考察，慰问援藏干部，推进对口支援工

作。西藏自治区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

主席洛桑江村会见代表团一行，双方进

行友好交流。代表团向江孜县高级中学

捐赠多媒体教学设备。

■区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叶城县学习考察
　９月１１日 ～１７日，区领导周德勋、王
兆钢率区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喀什地区叶

城县学习考察，慰问援疆干部、医生，实

施对口支援“自选动作”项目。

■举办５期新疆叶城县基层干部培训班
　根据市委组织部统一部署，新疆叶城
县的县、乡、村三级干部共 ２１０人，分 ５
期到宝山培训。培训班每期为时１０天
～１２天，由宝山区委托上海科技管理干
部学院承办。

■举办２期云南维西县基层干部培训班
　根据上海市关于对口支援地区人力资
源培训工作部署，云南省维西县基层干

部共５０人分２期到宝山培训。培训班
每期为时１５天，由区委党校承办。

■举办青海果洛州办公室系统人员专题
培训班　３月１５日～２９日，青海省果洛
藏族自治州办公室系统人员专题培训班

（第三期）在区委党校举行。来自果洛

州及其下属６个县的３３名机关事业单
位办公室主任参加培训。２１日，副区长
秦文波会见参加培训的果洛州州委副秘

书长、州委办主任祁维正，州政府副秘书

长、州府办主任穆志伟，双方进行友好

交流。

■举办新疆叶城县市场管理干部进修班
　５月２１日～３０日，来自新疆叶城县市
场管理中心的１０名管理人员参加由区
商务委承办的新疆叶城县市场管理干部

进修班。

■宝山区委党校讲师团到云南维西县
授课讲学　７月 １５日 ～１９日，区委党
校讲师团到云南维西县授课讲学。维

西县县直机关、乡镇干部１５０余人参加
讲座。

■区农技人员到云南维西县开展培训
　９月１８日 ～２３日，区农委组织所属
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区蔬菜技术推广

站、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３名专家
到云南省迪庆州维西县，对该县近百名

农业生产技术人员开展为期３天的专
题业务培训，并赠送一批动物疫病防治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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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技人员到新疆叶城县开展培训
　１０月１５日 ～２３日，区农委组织动物
养殖、动物疫病防控、动物疾病监测及实

验室技术、粮食生产等方面的３名中高
级农业技术人员到新疆，对叶城县农业

生产技术人员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共培

训２００人。

■宝山区确定援疆公共卫生“三降一提
高”项目方案　根据上海市卫生局援疆
任务要求，５月５日，上海市卫生局副局
长王磐石率宝山区、浦东新区等４个区
的卫生局负责人到新疆喀什，就２０１２年
援助喀什四县“三降一提高”（即降低传

染病发病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

率，提高人均期望寿命）新一轮惠民项目

展开对接。宝山区卫生局副局长桂志良

与叶城县副县长周洁、卫生局局长多力

昆江·祖农就叶城县“三降一提高”工

作现状进行分析，并结合实情制定初步

工作方案。

■组织区民营企业参与对口支援工作
　年内，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
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向青海省果洛

州中学鼓号队各捐赠１０万元用于购置
器材。上海东鼎投资集团公司、宝山温

州商会分别捐赠２０万元，上海百营钢铁
集团、上海钢联电商公司分别捐赠１０万
元，用于青海省果洛州幼教专项事业项

目。 （李艳阳）

合作交流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接待兄弟省市
代表团（组）５１批１１１８人次。组织区内
５家优势企业参加市合作交流办、市经
信委举办的“积聚总部经济，助推转型发

展”主题活动。办理９家各地在区投资
企业５９名高管子女在沪参加中、高考的
审批手续。办理６家各地驻沪工作处年
检、换证。为德普建材有限公司在四川

省都江堰灾区投资项目，申报上海市对

口支援专项资金资助。

■青海省来沪参展人员到访宝山　１月
３日，参加上海对口支援地区特色商品
迎春博览会的青海省参展人员一行 ３４
人到访宝山。宝山区副区长、果洛州委

常委、副州长、上海援青干部领队朱礼

福，果洛州副州长尕藏才让（挂宝山区区

长助理）会见并宴请参展人员一行。

■重庆市万州区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月

９日，由区委常委、区对口支援领导小组
副组长汤志光率领的重庆市万州区代表

团到宝山区进行友好访问。区委副书记

袁鹰、副区长秦文波会见客人，双方进行

友好交流。

■辽宁省鞍山市政府考察团到访宝山
　２月５日，由副市长秦国夫率领的辽
宁省鞍山市政府考察团到宝山进行考

察，参观考察上海国际钢铁服务业中心、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区长秦

文波会见考察团一行。

■新疆叶城县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２
月２２日，由新疆叶城县委书记李国平，
县人大党组书记尚风新，县委常委、副县

长曲连东率领的新疆叶城县党政代表团

访问宝山，考察宝山新农村建设。区领

导斯福民、张静、袁鹰、曹锡康、秦文波、

沈伟民等会见代表团，双方进行交流

座谈。

■青海省果洛州领导到访宝山　２月２５
日，区领导汪泓、秦文波、朱礼福会见到

访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

州长万玛多杰，副州长吴自强一行，双方

进行友好交流。

■新疆喀什地委办干部赴上海培训团到
宝山参观考察　３月３０日，由新疆喀什
地委副秘书长肉孜·古力巴依、陈忠（上

海市援疆干部）率领的喀什地委办干部

赴上海培训团一行３０人到宝山参观考
察。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章俊荪会见

培训团一行。

■甘肃省商务厅考察团到访宝山　 ４月
１０日，区领导夏雨、姚荣民会见由省商
务厅副厅长张世恩率领的甘肃省商务厅

考察团一行，双方进行友好交流。

■吉林省吉商商会考察团到访宝山　４
月１８日，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政协
副主席曹锡康会见由长春市原市长祝业

精、吉商商会会长崔波率领的吉林省吉

商商会考察团一行，双方进行友好交流。

■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党政代表团到访
宝山　５月９日，由县委书记葛庆敏率
领的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党政代表团一

行到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学习考察。宝山

区副区长、果洛州委常委、副州长、上海

援青干部领队朱礼福会见代表团一行。

■参加第八届“喀交会”　６月２８日 ～７
月２日，组织区内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
有限公司参展２０１２年第八届中国新疆
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取得良好

成效。

■参加“积聚总部经济，助推转型发展”
主题活动　８月２日～４日，市合作交流
办、市经信委举办“积聚总部经济，助推

转型发展”主题活动。宝山区组织千橡

集团北京总部、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

限公司、海亮集团、兖矿集团上海公司、

上海中商兴晟酒类发展有限公司等５家
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出席活动。８月３
日，副区长秦文波会见上述５家企业的
嘉宾。

■江西省吉安市政府代表团到访宝山
　８月１５日，区领导胡晓春、陶夏芳会见
到区考察访问的江西省吉安市副市长左

继生一行，双方进行友好交流。

■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新材料产业博
览会”　９月６日，区领导章俊荪、杨卫
国率区代表团，应邀参加在哈尔滨举行

的“第二届中国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

会”。

■青海省果洛州玛沁县党政代表团到访
宝山　９月１８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区长
汪泓会见由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常

委、玛沁县委书记多吉南杰率领的玛沁

县党政代表团一行，并与代表团进行友

好交流。区领导钟杰、杨卫国、秦文波、

朱礼福、王兆钢等参加会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工师考察团到访
宝山　９月 ２４日，区领导曹锡康、秦文
波会见由师党委副书记、师长刘玉成率

领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工师考察团

一行。

■河南省武陟县党政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２月１日，副区长秦文波会见由县委
书记常鸿、县长闫小杏率领的河南省武

陟县党政代表团一行。

■ 重庆市大渡口区代表团到访宝山
　１２月１７日，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
会见由副区长舒莉率领的重庆市大渡口

区代表团一行，并与代表团进行交流

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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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点地区指对口支援地区、钢铁城区、往来较多地区，共２４个，占总数３８７％。

２、非重点地区近５年来基本没有往来。 （李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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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区政协宝山区第七届第一次会议在区委党校举行 摄影／经瑞坤

综述
区政协 ２０１２年度工作主要围绕 ５

个方面进行：（１）协商民主。围绕宝山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组织政协委

员开展专题协商５次，对口协商１２次，
提案协商１３次。（２）民主监督。开展各
类视察活动１８次，完成特邀监督员队伍
培训６３人次，聘任５６名政协委员组成
特邀监督员队伍，分别参加“一府两院”

２０个职能部门和单位特邀监督工作。
（３）参政议政。抓好专题调研，围绕宝
山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中的各个方面，

组织专委会和政协委员深入开展课题调

研活动，全年完成调研课题报告２０篇，
重点课题２篇，其中２个重点课题在调
研基础上，分别形成主席会议建议案。

抓好提案办理，全年共收到提案２５５件，
审查立案 ２２１件，其中 １０件为重点提
案，大多数提案建议被办理单位采纳，委

员对办理态度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达

到１００％。抓好社情民意，全年共收到
社情民意１８２件，编发《社情民意》简报
１５４期，其中报市政协１２０期、区有关部
门３４期，为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化
解社会矛盾开辟渠道、发挥作用。开展

论坛活动，成功举办“文化建设好———构

建覆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坛，收

到调研论文２１篇，提出文化繁荣发展建
议３３条，为宝山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献计
献策。（４）团结民主。会同区委统战部
举办“月圆中秋、情浓宝山”———宝山区

各界人士迎中秋、庆国庆联谊会。召开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负责人座

谈会２次。配合“区政协之友社”完成换
届工作。（５）自身建设。完成政协换届
工作，抓好政协组织建设，科学合理确定

机构编制和专委会建设，召开专门委员

会主任会议２次。抓好政协网络平台建
设，全面改版政协网站，提高政协机关和

政协委员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能力，召

开《宝山政协》通讯员会议。 （钱帼婷）

主要会议
■区政协七届一次全体会议　１月 ４
日～８日，政协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举行。会

议应出席委员 ２８８名，实到 ２８０名。会
议审议通过六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关于六届区政协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及大会决议。与会委员列席宝山区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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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副主席周太

彤在开幕会上致辞，区委书记斯福民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在大会上讲

话。１０名委员作大会发言，书面交流４
篇。大会选举丁大恒为七届区政协主

席，王兆钢、叶建英、李小年、罗文杰、曹

锡康５人当选七届区政协副主席（按姓
氏笔画排序），朱亮当选七届区政协秘书

长，万思文等 ３６人当选七届区政协常

委。会议期间，共收到提案２５４件，经审
查立案２２０件。

■区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
于２月２２日举行，传达市政协十一届五
次会议主要精神和市政府一季度工作会

议主要精神，通报市政协领导到宝山政

协调研及区政府、区政协两套班子领导

工作协商会有关情况，讨论通过区政协

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重要会议、活动安排
（草案）和区政协副秘书长建议名单（草

案），专委会设置、正副主任建议名单

（草案），通报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提案

立案、重点提案及主席室跟踪促办提案

情况和区政协第七届委员会主席、副主

席、秘书长工作分工情况。

■区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
于６月２０日举行，以“文化建设好———
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为主题开展论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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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
于９月２０日举行，听取区委常委、副区
长周德勋通报区政府有关政协提案办理

工作以及宝山区加快城乡民生事业统筹

发展有关情况。

■区政协七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
于１２月１３日举行，决定区政协七届二
次会议定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下午至１
月１７日上午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区政
协七届一次会议以来常委会工作报告

（送审稿）和提案工作报告（送审稿）、七

届二次会议议程（草案）和会议日程（草

案），审议通过区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秘书

处正副秘书长建议名单、七届二次会议

列席及邀请范围（草案）、委员分组办法

（草案）、各组召集人名单（草案），审议

通过七届一次会议以来委员调整名单，

关于免去张建中宝山区政协常委职务、

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同意周云

霞等 ７人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政协委
员，增补戴志平等９人为政协委员。会
议听取区委党校副校长王湘琳关于“理

论创新与政协工作———学习十八大精

神”专题讲座。 （钱帼婷）

重要活动
■开展“推进宝山区钢贸型企业转型升
级、创新发展”课题调研　４月 ～１０月，
区政协与区工商联、工商宝山分局等单

位组成课题组，以“寻求钢贸企业转型发

展之策”为主题开展深入调研。课题组

先后到“钢领”———上海国际钢铁服务

业中心、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

司、区发展改革委、区经委、区政策研究

室调查了解情况，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

钢贸型企业意见，下发问卷调查９０份。
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区政协主席会议

建议案《关于推进宝山区钢贸型企业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建议》，提交区政府

参考。建议案分析制约宝山钢贸型企业

发展的主要瓶颈，提出“加大公共配套服

务力度，制定针对性的行政指导政策”

“结合电子商务发展契机，提升钢贸企业

竞争力”“以行业协会为纽带，促进行业

信息交流，提升钢贸企业的认知能力”

“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遏制低水平价

格竞争，加速‘优胜劣汰’退出机制”“强

化与金融系统的沟通协调，搭建资本市

场与转型企业间的桥梁”“拓展人才的

引入与培训机制，为转型升级提供人才

保障”等６个方面建议。

■开展“推动宝山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建设”课题调研　４月～１０月，区政协与
区农委联合组成课题组，以“加强公共服

务中心建设，切实提高村级公共服务水

平”为专题开展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召

开座谈会、实地走访等形式进行。共发

放并收回《宝山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现

状调查表》和《已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管理和运行情况调查表》２３０份，到月
浦、杨行、罗店、罗泾等４个镇以及已建、
未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的１４个村召开
座谈会６次，视察部分村级公共服务中
心，走访区新农办、区卫生局、区文广影

视局、区体育局、区民政局、区经委、区财

政局、区规土局等 ８个相关的委办局。
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区政协主席会议

建议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村级公共

服务中心建设的建议》，提交区政府参

考。建议案在分析宝山区级公共服务中

心建设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统一思想，更好地形成推进村级公共

服务的工作机制”“创造条件，努力破解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用地的瓶颈”

“优化管理，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水

平”“加强资金扶持，切实保障村级公共

服务中心全面建成并正常运作”等４个
方面建议。

■举办“文化建设好———进一步构建覆
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坛

　６月 ２０日，区政协举办“文化建设
好———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论坛。与会政协委员、专

家学者分别从文化自觉、政策支持、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化共融发展、文化品牌亮

点工程、知识产权保护、多元化投入、民

间艺术教育、文化市场执法、国际民间艺

术交流、文化消费、文化产业、宗教文化

等２１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建言献策。
市政协副主席钱景林，区委副书记、区长

汪泓分别讲话，区政协主席丁大恒致辞。

■召开特邀监督员工作会议　５月 １６
日，区政协召开特邀监督员工作会议，邀

请市政协委员作特邀监督员工作经验交

流，提出做好下一阶段特邀监督员工作

原则要求。会议聘请５６名政协委员担
任七届区政协特邀监督员，分别参加“一

府两院”２０个职能部门和单位特邀监督
工作。副主席王兆钢讲话，新、老特邀监

督员代表在会上发言交流。

■开展２０１２年度年中视察　７月２５日～
２６日，区政协组织委员开展年中视察，分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和动漫衍生产业发

展”和“罗店大型社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发

展”２个专题进行视察，政协委员和有关
方面人士近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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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月圆中秋，情浓宝山”———宝山
区各界人士迎中秋、庆国庆联谊会　９
月２７日，区政协与区委统战部联合举办
“月圆中秋，情浓宝山”———宝山区各界

人士迎中秋、庆国庆联谊会。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区

政协副主席曹锡康分别致辞，区政协副

主席王兆钢主持会议。区领导与各界人

士２２０余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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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喜迎十八大———便民医疗服务
活动”　１０月１３日，区政协与农工党宝
山区委和友谊路街道联合在临江公园举

行“喜迎十八大———便民医疗服务活

动”，邀请来自农工党复旦大学委员会、

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

红房子妇科医院、市一医院宝山分院、宝

山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多家医院２０多名
专科医生，接待前来咨询问诊的患者近

千人，免费测血压、测血糖５００多人次，
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千余份，并为社区３０
多名困难群众提供心电图、Ｂ超、Ｘ光等
项目免费体检和免费送药。

■开展 ２０１２年度年终视察　１２月 ４
日～６日，区政协组织委员开展年终视
察，分３个专题，对宝山经济转型发展、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发展情况

进行视察，政协委员和有关方面人士近

１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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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区政府、区政协两套领导班子开展工作协商 区政协办／提供

提案办理
■概况　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以来，政
协委员共提交提案２５５件（政协全会期
间２５４件），经审查立案２２１件（全会期
间立案２２０件），其中委员个人提案和联
名提案１９１件，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
民团体和政协专门委员会集体提案 ２０
件。确定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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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个承办单
位进行办理，将不属于宝山区办理范围

未立案的３４件提案作为社情民意报市
政协处理。至年末，２２１件提案全部办
复。提案内容主要涉及经济转型发展、

民生持续改善、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繁荣

发展以及建设美丽家园，分别占提案总

数的 １８６％、２４９％、２５３％、１８１％和
１３１％。其中，所提意见建议被采纳和
解决的１６４件，占７４２％；正在研究和解
决的 ３３件，占 １４９％；留作参考的 １９
件，占 ８６％；难以解决的有 ５件，占
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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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区政协评出
２０１２年度优秀提案１４件。

■促进“经济发展好”提案　共４１件，占
提案总数的１８６％。主要建议有：建立
多层次担保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宝山经济

实力；抓住邮轮机遇，提升产业能级；聚

焦宝山“三游”产业；推动科技小巨人企

业发展；大力扶持高新企业；积极推动再

造产业发展；促进沪太路沿线企业转型。

■促进“民生保障好”提案　 共５５件，
占提案总数的２４９％。主要建议有：切
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推进基础教

育均衡发展；深化卫生系统信息化建设；

加强社区卫生综合服务；实现公交票价

城乡一体化；解决“最后一公里”公交出

行；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完善保障房

基地生活设施配套；挖掘和整合养老服

务资源；加快标准化菜场建设管理。

■促进“社会管理好”提案　共５６件，占
提案总数的２５３％。主要建议有：积极
探索“居改非”机制；对老居民住宅进行

安全普查；完善道路和公交网络体系；综

合整治乱停车；治理马路乱发广告；推进

公务用车改革；完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合理解决医患纠纷，有效保护医患权益；

理顺建筑行业劳动关系，规范建筑行业

管理；加强犬类狂犬病强制免疫。

■促进“文化建设好”提案　共４０件，占
提案总数的１８１％。主要建议有：加强
宝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合资源，

大力推进科普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社区

文化中心作用；加大推广宝山品牌形象

力度；加强区域文化宣传和推广；编撰宝

山历史文化乡土教材；加强中小学生民

间艺术教育；培育扩大文化消费，促进文

化产业发展。

■促进“生态改善好”提案　共２９件，占
提案总数的１３１％。主要建议有：加强
环保督查，打造生态宝山；加大空气质量

监管，切实提高环境质量；建立第三方监

测机制，提前完成节能减排；提高环境综

合整治力度；推广绿色节能建筑，推进环

保事业发展；关注废润滑油再生行业，促

进循环经济发展；加大垃圾分类回收；完

善绿化建设工作；改善牡丹江路两侧景

观形象；取缔地沟油作坊。 （钱帼婷）

■提案委员会　全年共收到提案 ２５５
件，经审查立案２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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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件，占８９１％。主要工作：
征集和汇编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提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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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个

体工商户生存和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等重点提案１０件，做好区政协领导促办
重点提案的服务组织工作。到区发展改

革委、区商务委、区卫生局、区绿化市容

局、区工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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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宝山物流产业的建议》等

优秀提案１４件。起草区政协第六届常
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年内编发《社情民

意》１５４期，向上海市政协报送 １２０期，
被全国政协及市政协采用１５期，采纳率
１２５％；编发《社情民意专报》６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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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区政协反映

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会议、区政协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联络员会议，聘任３０名政协
委员组成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特邀

信息员队伍。开展特邀监督员工作，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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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区政协开展提案现场促办工作 区政协办／提供

办宝山区政协特邀监督员工作会议，聘

任５６名政协委员组成特邀监督员队伍。
组织委员到杨行镇、区财政局、区文广局

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加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多元化投入的建议》，并在

“文化建设好———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坛作主题

发言。组织委员到区商务委、宝山万达

广场开展调研，并形成《关于推进宝山城

市综合体建设的建议》调研报告。在区

政协年终视察中，参与组织“城乡一体发

展”专题视察。组织部分委员到湖北省

学习考察。

■第一经济委员会　与第二经济委员会
联合，就“税制改革”主题与区税务分局

开展对口协商；就“邮轮产业功能配套及

发展趋势”与区滨江委开展对口协商，并

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登上歌诗达·

维多利亚号邮轮实地参观体验。组织委

员对宝山物流运输企业开展调研，并形

成《宝山区物流企业“营改增”试点工作

的调查与建议》调研报告。在区政协年

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经济转型发

展”专题视察。组织部分委员到黑龙江

省学习考察。

■第二经济委员会　围绕宝山钢贸企业
在转型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和困难开展调

研，形成区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案《关于推

进宝山区钢贸型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

展的建议》。与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就

“税制改革”主题与区税务分局开展对

口协商。在区政协年中工作视察中，参

与组织“罗店大型社区建设和农业产业

发展”专题视察。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

察中，参与组织“经济发展转型”专题视

察。组织部分委员到云南省学习考察。

■科学技术委员会　就“人才与科技”
主题与区人才办开展对口协商，并视察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产学研

基地”及“博士后工作室”建设情况。与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联合，就“科技

与经济”主题，与区科委开展对口协商，

并视察宝山湖、罗泾现代农业基地和锦

秋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展专题调研，形

成调研报告《建立“网上文化广场”，打

造宝山城市名片》，并在“文化建设

好———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论坛作主题发言。就

“人才科技与产业项目”为主题开展调

研，形成《宝山区新兴产业园区人才现状

调查与思考》调研报告。在区政协年中

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南大地区综合整

治和动漫衍生产业发展”专题视察。在

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经济

转型发展”专题视察。组织委员到广东

东莞学习考察，参观广东东莞市松山湖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莞上海大学纳

米技术研究院和留学生创业园区。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围绕“生
态改善好”，就“如何加大全国绿化模范

城区的创建力度，努力改善宝山生态环

境”主题，与区绿化市容局开展对口协

商，并视察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和

长江河口科技馆。开展专题调研，形成

调研报告《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

策支持》，并在“文化建设好———进一步

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论坛作主题发言。围绕“民生保障

好”，就“保障性住房建设”开展调研，形

成《关于宝山沪太路沿线大型居住社区

可持续发展探讨》调研报告。接待松江

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就“大

型居住社区建设”课题到宝山调研。在

区政协年中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罗店

大型社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专题视

察。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

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专题视察。组

织部分委员到云南省学习考察。

■法制委员会　就“人口综合服务管
理”主题与区人口办开展对口协商。就

“法律援助体系建设”主题与区司法局

开展对口协商，并视察区法律援助中心。

组织委员视察区公安分局射击训练中

心。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加强

文化市场执法，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并

在“文化建设好———进一步构建覆盖城

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坛作主

题发言。就“法律援助体系建设”专题，

组织委员到浦东新区政协、浦东新区法

律援助中心、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开展调研，形成《完善宝山区法律援助体

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调研报告。在区

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专题视察。组织委员到四

川省学习考察。

■社会事务委员会　以“加强公共服务
中心建设，切实提高村级公共服务水平”

为专题开展调研，形成区政协主席会议

建议案《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村级公共

服务中心建设的建议》。开展专题调研，

形成调研报告《关于加强外来务工人员

服务体系多元化投入的建议》，并在“文

化建设好———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坛作主题发

言。就“农村青年就业”问题开展调

研，向未就业及已就业农村青年发放

２００份调查问卷，形成《宝山农村青年
择业观的调查及引导建议》调研报告。

就“进一步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主题与区农委新农村办公室

开展对口协商，并视察顾村镇星星村

和月浦镇段泾村。就“积极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主题与区总工会开展对口

协商。就“来沪青年社会融入及学龄

青少年关爱”主题与团区委开展“面对

面”活动。在区政协年中工作视察中，

参与组织“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和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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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产业发展”专题视察。在区政协

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城乡一体

发展”专题视察。组织委员到天津、河

北西柏坡学习考察。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区政协表彰反映社情民意先进个人 区政协办／提供

■教育委员会　就“宝山教育工作情
况和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情况”与区教

育局开展对口协商。围绕“如何更好

地发挥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功能”主题，

组织委员视察大华小学和中环一号学

校。开展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关

于在中小学进一步推进民间艺术教育

的思考》，并在“文化建设好———进一

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论坛作主题发言。围绕“民生保

障好”，就“宝山社区教育”专题开展

调研，形成《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社区

教育事业发展的建议》调研报告。在

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城

乡一体化发展”专题视察。组织委员

到崇明学习考察。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就“如何更
好地发挥宝山公共体育设施作用”主

题与区体育局开展对口协商，并视察

宝山体育中心和宝山图书馆。就“康

复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主题与区卫生

局开展对口协商。围绕“社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主题，组织委员视察

淞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及摄影收藏

室、工艺品收藏室、特色展览厅，观摩

淞南文艺团队现场排演。围绕“宝山

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主题，组织委员

视察上海玻璃博物馆。围绕“文化商

旅与滨江开发”主题，组织委员视察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并登上“皇家加勒比

·海洋航行者号”邮轮进行参观体验。

与农工党宝山区委和友谊路街道联合举

行“喜迎十八大———便民医疗服务活

动”。组织开展“委员沙龙”活动，观看

四国国际男篮挑战赛。开展专题调研，

形成调研报告《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共融发展中推动社区文化的繁荣》《打

造吴淞文化品牌亮点工程》，并在“文化

建设好———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坛作主题发言。

围绕“宝山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课题

开展调研，形成《关于着力提高全民科学

健身水平的建议》调研报告。围绕“民

生保障好”，就“宝山康复医疗服务体系

建设”主题开展调研，向杨行、淞南、月

浦、张庙４个街镇发放调查问卷２００份，
实地调研上海金惠康复医院康复医疗工

作及一钢医院功能转型推进情况，形成

《关于宝山区康复医疗体系现状调查及

建议》调研报告。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

察中，参与组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专

题视察。组织委员到贵州省考察文化建

设情况。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与科技委
员会联合，就“科技与经济”主题，与区

科委开展对口协商，并视察宝山湖、罗泾

现代农业基地和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城

乡一体发展”专题视察。围绕宝山寺的

功能定位，结合罗店古镇的开发建设，形

成《整合佛教文化资源，开发罗店旅游经

济》调研报告。组织委员到罗店天平村

现代农业基地参观学习，到西藏自治区

考察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发展情况，并形

成《走进西藏 ———赴西藏考察学习情况

的报告》。 （钱帼婷）

表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

时　间 次　别 主 要 内 容

２月８日 七届一次

听取区政协２０１２年度工作要点、重要会议、活动安排（草案），区政府、区政协领导沟通、协商政协年度工作及
调研课题，副秘书长人选建议名单（草案），专委会设置和正副主任人选建议名单（草案），专委会领导、机关

处级干部及联络秘书分工联系建议名单（草案），七届一次会议提案立案情况，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工作分

工情况及区政协２０１２年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工作分工情况

４月１９日 七届二次 听取宝山加快推进转型发展有关情况

５月１７日 七届三次 听取宝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有关情况

６月２７日 七届四次 听取宝山城乡建设管理工作有关情况

８月９日 七届五次 听取宝山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关情况

１２月１２日 七届六次

研究七届二次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讨论通过２０１２年度区政协优秀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
和个人名单、《关于推进宝山区钢贸型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建议》和《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村级公共服

务中心建设的建议》主席会议建议案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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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案

编　号 提案号 案　由 提案者

１ ７Ａ０１０ 调整宝山物流产业的建议 钱建峰

２ ７Ａ０２２ 宝山个体工商户生存和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民进区委

３ ７Ａ０４７ 加强宝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农工党区委

４ ７Ａ０９９ 维护消费者权益，及时提供消费发票 顾正红

５ ７Ａ１０１ 提高食品安全的建议 陆伟群

６ ７Ａ１１７ 集聚宝山“三游”产业的几点建议 李小年

７ ７Ａ１３４ 提升改善牡丹江路两侧景观形象的建议 杨辛、王静

８ ７Ａ１５０ 深化宝山卫生体系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民盟区委

９ ７Ａ１６４ 让菜场回归公益性的建议 周汉康

１０ ７Ａ１７１ 宝山提前公布ＰＭ２．５指标的建议 郑晓远

１１ ７Ａ１８３ 对中小学“减负提质”的建议 赵　婕

１２ ７Ａ１９６ 加强宝山货运交通系统规划研究，盘活现有道路资源 龙　婷

１３ ７Ａ２０３ 优先推动科技小巨人企业的建议 李　峥

１４ ７Ａ２０７ 在
!

藻浜上建桥的建议 李道琪

表３ 宝山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宋田斌 民革区委 关注废润滑油再生行业，促进宝山循环经济发展

杨广林 民盟区委 关于深化宝山卫生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顾险峰 民建区委 打造宝山旅游文化产业运作推广平台的建议

蒋碧艳 民进区委 宝山个体工商户生存和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

罗文杰 农工党区委 关于加强宝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和建议

张　浩 致公党总支 加快建立第三方监测机制，提前完成节能减排任务

王普祥 九三区委 加强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

侯　艳 区工商联 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增强宝山经济发展实力

王坚捍 区知联会 转变理念，创新机制，大力提升宝山城市管理水平

严耀明 个人名义 宝山区发展低碳经济的实施路径和对策建议

表４ ２０１２年度宝山区政协论坛主题发言题目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彭　林 区文广影视局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进宝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陆继纲 区发展改革委、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支持

钱佩珍 科技委员会 建立“网上文化广场”，打造宝山城市名片

樊　俭 罗店镇、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共融发展中推动社区文化的繁荣

谭雪明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打造吴淞文化品牌亮点工程

李小年 区商务委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宝山文化事业

王坚捍 提案委员会 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多元化投入的建议

李友钟 社会事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的思考

陈越天 教育委员会 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推进民间艺术教育的思考

钟　勤 法制委员会 加强文化市场执法，促进文化市场繁荣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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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编辑　施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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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民革宝

山区委”）有支部８个，党员２１７人，长期
联系１人。年内发展党员１６人，均为本
科学历，平均年龄３５岁，具有中、高级职
称。外地转入党员６人。年内，民革宝
山区委被民革中央评为祖国统一工作先

进集体，马鄂云获民革全国祖统工作先

进个人。在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提

交集体提案１件，委员个人提案１７件，
提交市人大书面意见２件。民革宝山区
委的提案《提升淞沪抗战纪念馆综合实

力，打造抗战文化品牌》，得到市、区政府

及有关部门的重视，《联合时报》分４次
作刊登和评述。承接民革市委课题《弘

扬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珍存上海抗战文

化记忆》。年内，民革宝山区委开展中共

“十八大”精神学习，为每名党员购买

“十八大”学习资料，党员撰写学习心

得，每个支部撰写一篇小结。完善各专

委会工作条例、组织制度，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举办骨干党员学习班，提升基层干

部参政议政综合能力。各支部年内提交

区委有价值的社情民意达十多篇，一支

部向宝钢新世纪学校的贫困生赠送学习

用品和助学金。二支部不定期向李金居

委会居民宣传对台工作方针和宣讲两岸

形势。三支部和区交警支队三中队共建

结对，以“签协议、共联欢、法律咨询、开

设市民交通法规宣传讲座、警民开放、民

革党员参加交通协管开展志愿者活动”

等多种方式，开展警民联系互动，共同维

护地区的和谐和稳定。四支部发挥党员

画家作用，开展社区系列画展活动，并参

与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为区机关幼儿园

少儿捐款１５万元。五支部同宝山监狱
共建，通过写信与面谈形式帮助做好刑

事犯罪人员改造教育工作，关心出狱人

员的就业问题。年内，民革宝山区委召

开宣传工作会议，以民革市委网站、宝山

统战网为主宣传阵地，建立《宝山民革》

通讯员队伍，为每名党员订阅一份《团结

报》，２０１２年度连续第三年获《团结报》
上海地区发行一等奖。在夏令和春节，

对７０岁以上老党员进行慰问，送上慰问
金，关心老党员生活；在敬老节，请老同

志座谈，并送上重阳糕；在“三八妇女

节”“教师节”组织党员学习、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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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民盟宝山区委”）有支部

１６个，盟员２６７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
的盟员有２５８人，占９７％，盟员中离退休
人员１１０人，占４１３％。年内发展盟员９
人，转出盟员２人，去世盟员４人。４月，
民盟区委对青年工作委员会成员进行调

整。年内，民盟宝山区委被评为２０１１年
度民盟上海市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先进集体三等奖、民盟上海市委２０１１年
度宣传工作先进集体二等奖。盟员吴敏

芳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称号，

王敏杰获“上海市园丁奖”，王敏杰负责

研发的“高性能重要结构件用马氏体不

锈钢及其制造方法”获第七届国际发明

展览会金奖，张洪奎负责的“高品质热作

工模具钢系列产品研发与应用”获上海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吴永旭担任董事长

兼总裁的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

司跻身２０１２上海民营企业１００强，张蕾
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民盟上海市委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积极分子”和“２０１１年
度民盟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优秀通讯员”。

参政议政。在区“两会”期间，民盟

宝山区委提交集体提案１件，个人提案
１９件，书面意见８件。盟员杨广林代表
民盟宝山区委在区政协会议上作《关于

深化我区卫生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几点思

考和建议》的大会发言。民盟宝山区委

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
工作先进集体三等奖；盟员倪华跃提交

的《建议尽快推开区域自行车租赁》提

案，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提
案。年内有７名盟员被聘为政府有关部
门的特邀监督员，参加各类行风纠风活

动。４月１５日～１７日，民盟宝山区委蔡
永平、王月华、王敏杰、孙铁群、曹佩玲、

童福坤６名代表出席民盟上海市第十四
次代表大会，主委蔡永平当选民盟上海

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中国民主

同盟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８
月，民盟市委成立第十四届专门委员会，

主委蔡永平被聘为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另有８人分别被聘为专门委员会委员。
１２月９日～１３日，主委蔡永平出席中国
民主同盟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身建设。民盟宝山区委组织开展

理论学习、形势教育，学习《中共中央关

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的意见》、中共上海市第十次代表大会精

神、民盟上海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民盟第十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议精神。２月２４日，民盟宝山
区委班子成员参加由中共宝山区委统战

部举行的《关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的意见》电视电话会议。３月 ２２日，民
盟宝山区委邀请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市

委副主委、上海大学生命科学院吉永华

教授作全国“两会”精神传达报告会。６
月１５日，邀请区政协提案委副主任奚雪
明就如何做好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进行

专题讲座。７月１２日 ～１３日，民盟宝山
区委赴江苏南通举办“２０１２年民盟宝山
区委暑期干部培训班”，邀请民盟市委研

究室主任王海波作“从同心思想看民盟

历史”专题讲座。１２月２５日，民盟市委
专职副主委沈志刚一行到宝山看望慰问

两名挂职干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部

９８



长曹锡康、民盟区委主委蔡永平陪同慰

问并参加座谈。１２月２７日，邀请民盟市
委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宣讲团成员马驰

教授作“台湾问题和祖国统一”主题

报告。

年内，民盟宝山区委贯彻落实《民盟

中央关于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

见》。２月７日，民盟宝山区委承接民盟
市委“走基层，练才干；交盟友，知盟情”

机关青年干部下基层主题活动。２月２７
日，第四批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

基地成立，由民盟市委选派的两名挂职

干部林珩和张鹏，分别挂职区体育局副

局长和区规土局副局长。６月１８日～２９
日，张蕾参加市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第

２４期民主党派中青年干部培训班”。７
月３日～７日，钱方参加民盟市委举办
的“民盟市委第３８期盟员骨干（宣传）
培训班”。７月２４日 ～２８日，王薇参加
民盟市委举办的“２０１２年青年骨干盟员
培训班”。９月１日～２９日，主委蔡永平
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第２８期
民主党派干部进修班”。经民盟宝山区

委推荐，张国富为宝山区第八届青年联

合会委员。

社会服务。３月 ５日，民盟宝山区
委医卫界盟员在杨行镇杨泰新村中心广

场开展“３·５学雷锋”医疗义诊服务。
１０月２７日，承办“民盟上海市委百名律
师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在宝山区文化馆

广场设立咨询点，由法律界盟员接受市

民法律咨询。在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

澜先生１４０周年诞辰之际，民盟宝山区
委号召盟员参加“我为张澜故里植棵

树”活动，共计捐款１１９５０元，用于建设
“中国民主同盟林”。

组织活动。年初，民盟宝山区委各

支部自行开展“辞旧迎新”活动，并邀请

相对应的退休支部盟员参加。“三八”

妇女节期间，组织女盟员参观上海玻璃

博物馆、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相聚“得

和茶馆”交流座谈。１０月 ８日，民盟宝
山区委联合民盟杨浦、虹口、闸北区委共

同举办“同心·同行———四区民盟盟员

喜迎十八大书画摄影展”。１０月１８日，
组织为退休支部盟员进行健康体检，５０
余名老盟员接受检查。１０月２０日晚，组
织盟员在天蟾逸夫舞台观看大型话剧

《永远的陶行知》，以纪念中国民主同盟

领导人陶行知诞辰 １２１周年。１１月 ８
日，民盟市委老年工作委员会一行到宝

山参观交流，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

刚参加，民盟宝山区委主委蔡永平接待。

１２月 １７日，组织盟员参加由民盟市委
在上海滨海古园举行的“谷超豪铜像揭

幕暨骨灰安葬仪式”。年内，民盟宝山区

委坚持开展“夏送
"

、冬送暖”慰问活

动。全年共编发《宝山盟讯》４期，《宝山
盟务简报》１２期。年末，民盟宝山区委
为区委班子成员、基层支部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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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离退休的

盟员征订《报刊文摘》。

５月２６日，民盟盟员、沪剧“杨派”
艺术创始人杨飞飞去世，享年 ８９岁；８
月２日，原区政协第五届副主席、民盟区
委第二、三、四、五届主委厉家俊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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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民建宝山区委”）有下

属基层组织７个支部，在册会员２２０名，
挂靠会员２人，其中中高级职称会员１５４
名，占会员总数７０％，年内发展会员１８
名。会员许金勇、郑雷飞获“民建全国社

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会员金云龙

获“民建上海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民建宝山区委主委、上海博勋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向峰在上海市统

一战线（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大会上获上海市统一战线（工作）先

进个人称号。

参政议政。３月２８日 ～３０日，中国
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

开，民建宝山区委陈向峰、卢畋、许金勇、

柯璇娟、章婷、陶全芳６名民建会员代表
出席，民建宝山区委主委陈向峰当选为

民建市委常委。民建宝山区委委员顾险

峰在区政协六届五次大会上作集体提案

《打造我区旅游文化产业运作推广平台

的建议》的大会发言。民建宝山区委个

人提案２５件，集体提案２件。年终，区
政协常委、民建宝山区委副主委龙婷，区

政协副秘书长、民建宝山区委副主委兼

秘书长卢畋，区政协委员、民建会员王继

峰、顾险峰、陆伯忠等参加区政协组织的

罗店大型社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专题

活动，并在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提出建

议。５月３１日，民建宝山区委参政议政
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民建宝山区委副

主委许金勇作２０１１年参政议政工作总
结，通报２０１２年社情民意信息报送重点
及２０１２年工作布置。在民建上海市委
召开的２０１１年度参政议政总结表彰会
上，民建宝山区委获２０１１年参政议政工

作先进组织三等奖。１月 １５日，《联合
时报》刊登民建宝山区委在区政协会议

上推出吴淞口旅游板块、钢铁旅游板块、

乡村特色旅游板块三大旅游板块的发言

文章。５月８日，《联合时报》就民建宝
山区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卢畋撰写的《加

快罗店镇“花神堂”建设开放的建议》进

行采访并全文刊登。

２月２７日，民建宝山区委协同央视
二套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组对

民建会员企业上海钢之杰钢建筑产品有

限公司、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进行

现场采访（“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调

查”是民建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一

个重要提案）。采访于３月６日晚２１∶２０
央视二套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小丫

跑两会”专题播出。８月１５日 ～９月１５
日，由民建宝山区委发起，区交通执法大

队、祁连派出所、大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等单位联合开展“拒乘黑车、公益宣传”

活动暨交通整治月大活动在大场镇祁连

沃尔玛广场举行。区人大常委、民建宝

山区委主委陈向峰出席讲话并接受媒体

采访。

自身建设。４月３０日，民建宝山区
委与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统战

系统学习报告会，邀请民建市委副主委

张兆安解读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两会”精神，
上海大学民建会员、民建宝山会员共８７
人参加报告会。报告会后，张兆安与部

分民建企业家会员进行座谈。８月 ８
日，民建宝山区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卢畋

参加民建市委“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活动座谈会并代表民建宝山

区委就开展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活动情况进行交流。１０月２６日，民
建宝山区委举办２０１２年骨干会员暨在
职会员培训班，邀请市社院副院长姚俭

建作《坚定同心思想，推进同心行动》主

题演讲，共有 ６０多名骨干青年会员参
加，并围绕政治共识、科学发展、自身建

设、政治交接和骨干成员修养等五个方

面展开讨论。１１月８日，民建宝山区委
召开宣传工作例会，组织与会委员收看

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１１
月３０日，民建宝山区委与上海海洋大学
民建委员会联合举行学习中共“十八

大”精神座谈会，并推荐优秀会员参加民

建市委举办的中青年骨干会员和支部主

任培训班。在民建宝山区委七届八次

（扩大）会议上，区委主委陈向峰解读中

共“十八大”文件精神，传达中共宝山区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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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１１月１９日召开的党员负责干部会议
精神。同时，民建宝山区委下发《坚定不

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单行本学习材料供会员学习。

社会服务。民建宝山区委参与民建

江苏省委开展的服务沿海开发“同心”

行动，组织民建会员企业赴江苏省盐城

投资考察活动。在“学雷锋，树新风，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活动中，

民建宝山区委与共建单位中共罗店镇党

委共同举行医疗义诊咨询活动，吴淞支

部与会员企业复美福仁大药房在呼玛广

场举行联合医疗咨询活动，罗店支部组

织罗店镇光明村老人集体外出参观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吴淞口国际邮轮

码头，并举办“老年人自我保健与心理卫

生”主题健康宣讲活动。民建工业支部

与民建市委金融工委举行共建学习活

动。年内，民建宝山区委企业会员向民

建市委互帮慈善基金会共捐资金３５６６００
元。１月１９日，民建宝山区委组织全体
会员开展联谊庆贺活动。民建宝山区委

关心老同志、慰问老会员，做到临别送一

程以慰问家属。召开“重阳节座谈会”，

组织退休会员免费体检，送上重阳糕。

各基层支部委员走访老年会员，将民建

组织的关怀和慰问送到每一个老年会员

心中。民建区委协同会员企业家参加原

全国政协常委、原民建中央顾问、中华职

教社名誉副理事长王艮仲１１０虚岁寿宴
并致祝贺。

４月１７日，在上海海洋大学“百年
校庆励志讲坛”上，民建会员、上海佰识

途商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顾险峰以“校

友励志”为主旨作第一讲。会员企业上

海利歌律师事务所通过云圆认证中心

ＩＳＯ９００１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时
坚持校企结合、服务学生，成为上海政法

学院大学生实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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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民进宝山区委”）有支

部１７个，会员２９０名，其中中高职称１３９
人，占 ４７９％，退休会员 １１２人，占
３８６％，年内发展新会员１３人。民进宝
山区委主委蒋碧艳当选上海市人大代

表，并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民进全国第十

一次代表大会。２０１２年，民进宝山区委
获民进上海市委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先进集体、２０１２年度宣传报

道先进集体称号。淞谊联合支部获民进

上海市委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先进支部，经济支部、淞南联合支部

和顾村中学支部获民进市委先进基层支

部称号。会员施慧慧获民进上海市委学

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个

人。会员赵传义、杨洪彪获民进上海市

委会务积极分子称号。专职干部崔晋被

评为区统战系统信息宣传先进个人一等

奖、民进上海市委宣传报道先进个人和

争先创优活动优秀奖。刘国璋获上海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０１２年，民进宝山区委广泛收集社
情民意，共计收到各类信息６０余条，向
民进市委和区政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４０余条，被报送至上海市政协１０余条。
区“两会”期间，民进宝山区委共向区政

协提交集体提案３份，个人提案和书面
意见２３份。民进宝山区委获区政协反
映社情民意工作三等奖，杨洪彪获反映

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个人三等奖，《降低我

区北部地区居民出行成本的建议》获优

秀提案奖。专职干部崔晋被民进上海市

委推荐赴民进中央参加省级组织参政议

政专职干部培训班。

民进宝山区委全面开展学习中共

“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和讨论，在会内营

造学习十八大精神的氛围。分批组织支

部会员、新会员和民进宝山区委委员前

往民进成立旧址参观，举办暑期干部培

训班和民进教育系统中青会员学习班，

提高会员的党派意识和理论水平。成立

宝山民进编辑部，改版《宝山民进》，增

加部分栏目，使其成为会员思想交流、感

情互动的平台。

年内组织女会员开展“印痕之美”

版画义卖活动，将义卖善款捐给贫困的

妇女。组织老会员开展“喜看宝山新变

化”活动，参观长江河口科技馆。组织开

展“浓浓敬老情”联欢会，并为会内８０岁
和９０岁的老寿星祝寿。利用行知中学、
吴淞中学、上大附中民进支部联合与复

旦大学邯郸支部共建的“创新教育实验

基地”，举办优秀生培养论坛，被《解放

日报》宣传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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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关于学校课程战略与教师发展 ２０１２
联盟工作年会暨第二届校长双边论

坛”。联合民进上海市委社会法制专委

会，在吴淞街道设立“民进法律服务进社

区工作站”，发放法律服务便民服务卡，

为居民提供优质便利的法律咨询服务。

支持经济支部的企业界会员，在安徽太

湖县第二高中设立“自强少年”助学金，

并和受助学生建立长期联系。组织会内

有关专业人士开展医疗、法律、教育等咨

询活动。心理教师、会员蔡素文和王海

丽多次为吴淞街道的居民开设不同对象

的心理讲座和沙龙。民进区委专职干部

崔晋参与撰写民进市委课题《民主党派

开展社会服务的定位特点及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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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农工党宝山区委”）有

支部１１个，党员２９９人，其中具有高级
职称１２４人，占４１５％，处级干部３人。
年内发展党员１５人，平均年龄３７９岁，
全部为大学学历、中高级职称，文化、教

育界２人，医卫界 １１人，经济界 １人。
外地转入党员２人，去世２人。副主委
周远航当选为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区人大常委，新党员陈军当选

为区人大代表，区委主委罗文杰当选为

区政协副主席，副主委马菁雯当选为区

政协常委，副主委徐黎黎任区政协副秘

书长。由农工党上海市委推荐的第四批

挂职干部周洛华（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

院长、副教授）在区发改委挂职锻炼，任

副主任，曹建国（上海师范大学生命与环

境科学院副教授）在区绿化与市容管理

局挂职锻炼，任副局长。３月２３日，全国
人大副委员长、原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

卫到宝山调研。６月１４日，全国人大常
委、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汪纪戎到宝山

调研。１１月２日，由农工党上海市委、上
海市卫生局、宝山区政府主办，农工党宝

山区委、宝山区卫生局、上海市康复医学

会承办的上海市康复医学国际论坛在衡

山北郊宾馆举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农

工党上海市委主委蔡威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致欢迎词，上海市卫生局副

局长黄峰平致贺词，中共宝山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曹锡康等出席论坛开幕式，

农工党各区县委员会、农工党上海市委

医卫委、各区县卫生局及宝山区相关委

办局和卫生系统各单位的负责人４００余
人应邀出席论坛。１２月２０日，在农工党
市委召开的十二届三次全体会上，宝山

区委获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学习教育活动优秀集体称号。区委原

主委陆豪获农工党中央“中国环境与健

康宣传周”先进个人称号，朱邦翰、李启

勇、张松山３名区委老领导获区政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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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社“三好社员”称号，区委委员陈明参

加区妇联举办的“妇儿关爱”专项资金

捐赠仪式，并被评为“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度上海市文明个体工商户”。

副主委、市人大代表徐黎黎在市人

大十三届五次会议上递交书面意见 ２
件，副主委周远航在区人大七届一次会

议上递交书面意见１件。农工党宝山区
委在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提交集体提

案４件，政协委员个人提案３４件。区委
主委罗文杰代表农工党区委作题为《关

于加强我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思

考和建议》的发言，其提案被列为 ２０１２
年区政协重点提案。集体提案《充分利

用和整合配置养老服务资源的思考和建

议》和《推广绿色节能建筑，推进环保事

业发展》在大会作书面交流。农工党宝

山区委获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政协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马菁

雯的《让急救知识从医院走向社区和家

庭》的建议获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政协优秀
提案，陆伟群、赵柏良分获２０１１年度宝
山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一等奖、三等奖。年内，区发改委、区

民政局老龄委、区文广局、区卫生局分别

答复区委集体提案。马菁雯、顾正红被

聘为区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员，陆伟

群为联络员，全年内共提交社情民意信

息２１条。罗文杰、陆伟群的《关于‘两船
同靠’的一些思考》和区委原主委陆豪

的《关于纪念宝山命名６００周年，弘扬历
史文化，宣传新宝山》建议均被区政协采

纳以社情民意专报形式报区政府主要领

导。《联合时报》刊载陆伟群的社情民

意《关于规范机票代理的建议》、张红梅

和钟勤提出的《宝山郊区公交问题的建

议》等。配合农工党市委《数字医疗现

状及对策研究》课题调研及农工党申康

委员会２０１２年自立课题《上海医师多点
执业现状和对策研究》，组织交通大学附

属第三人民医院支部、第一人民医院宝

山分院支部、曙光医院宝山分院支部、仁

和医院支部、中冶医院支部五个支部完

成１００份问卷调查表。陈明等８名委员
分别被聘为区政府纠风办、区法院、区教

育督导室、区建交委、区质量技术监督

局、区民政局、区食药监局、区卫生局及

区爱卫办特邀监督员。顾正红在区政协

召开的特邀监督员会议上作《如何作好

一名特邀监督员》的交流发言。田小艳、

陆伟群、庄祥弟分别被民宗港澳台侨委、

文卫体委、法制委推荐为《宝山政协》通

讯员。在宝山区政协举办的“文化建设

好———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论坛上，钟勤作《加强文化市

场执法，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交流发

言，田小艳撰写的《吴淞文化与邮轮旅游

文化之我见》作为书面发言被编入区政

协编印的《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论坛研讨文集中。在中

共宝山区委统战部２０１１年度统战信息、
宣传、调研工作先进表彰会议上，农工党

宝山区委获２０１１年度统战宣传（征文）
活动优秀组织奖，陆伟群代表区委撰写

的《践行核心价值，打造“同心”品牌》获

２０１１年度统战调研优秀论文一等奖和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统战调查研究和理论
研究优秀成果优秀奖。陆伟群撰写的

《建立城市管理联动新机制，提高“世博

后”城市综合管理水平》获２０１１年度统
战调研优秀论文二等奖，《一位农工党老

党员的心愿》获２０１１年度统战宣传（征
文）活动二等奖。农工党宝山区委获

２０１１年度统战信息工作先进集体三等
奖、陆伟群获统战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三

等奖和２０１１年度《农工沪讯》优秀通讯
员称号。有三篇文章被编入 ２０１１年度
宝山区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中。《宝山

农工》全年共出５期，分别呈送中共宝山
区委、区府、区人大、区政协各部门及共

建单位等。

４月２２日～２４日，农工党上海市第
十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

区委主委罗文杰等９名代表出席大会，
主委罗文杰当选为农工党上海市第十二

届委员会委员及出席农工党第十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７月２７日，农
工党宝山区委召开２０１２年参政议政工
作会议，医药卫生、经济科技、教育文化

３个工作委员会成员２０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参政议政领导小组及各工作委员

会的组成人员（现有３４人）、区委青年理
论研究小组成员（现有１８人）进行调整。
９月１２日，农工党市委在市社会主义学
院召开第十二届委员会专委会成立大会

暨专委会正副主任培训班开班仪式，宝

山区委共有１０人分别担任各专委会的
副主任或委员：罗文杰任医卫专委会副

主任，徐黎黎任经济专委会副主任，陆

豪、钟勤任老龄专委会副主任，马菁雯、

周远航、陆伟群、田小艳、张红梅、陈鸣智

分别被聘为妇儿委、医卫委、人口资源环

境委、文化委、教育委的委员。

年内输送一批中青年干部参加各级

各类培训。主委罗文杰６月２６日 ～２８
日参加农工党上海市委与上海市社会主

义学院联合举办的新进市委委员培训

班，９月１日～２９日，参加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举办的第２８期民主党派干部进修
班。８月～１１月，副主委周远航参加由
中共宝山区委组织部和区委党校举办的

宝山区第十五期中青班的学习。２月２７
日～２９日，陈明、张红梅、张秀云、陆伟
群参加由农工党上海市委与市社会主义

学院联合举办的区县组织、直属委、总支

新进班子成员学习班，区委原主委陆豪

为学习班学员授课。１０月 ２２日 ～２５
日，综合支部窦文霞、仁和支部张秋琴参

加由农工党上海市委与市社会主义学院

联合举办的农工党上海市委第十七期中

青年骨干学习班。５月２４日 ～２５日，与
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党员骨干学习

班，邀请第四批挂职干部、挂任区发改委

副主任的周洛华作“房地产形势”报告，

区委党校教师鲁月棉作“提升文化软实

力和竞争力”的辅导报告，并组织学员赴

松江西佘山及辰山植物园参观考察。年

内举办多次座谈会、研讨会和学习交流

会。６月１２日，组织青年理论研究小组
成员学习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到

长江河口科技馆参观、研讨。１１月６日
～７日，农工党沪浙两地企业家联谊会
在金富门酒店召开，围绕“创新驱动、转

型发展”进行座谈与交流，并参观上海长

江河口科技馆、宝山寺、东方假日田园

等。定期组织退休党员和青年理论小组

成员参加友谊路街道举办的东方讲坛，

年内参加“朝鲜半岛局势及其展望”“台

海形势报告会”“弘扬上海城市精神，坚

持正确价值取向”等专题讲座。

开展社会服务与社区共建，拓宽共

建结对领域。结合“３·５学雷锋”开展
义务咨询，组织市一医院宝山分院、曙光

医院宝山分院、交大三院、中冶医院及妇

幼保健所的内、外、妇、骨、儿科的农工党

员，在区文化广场开展医疗咨询活动。４
月２７日，中冶支部与月浦乐业敬老院举
行帮扶共建签约仪式，中冶支部主任赵

震颖、月浦乐业敬老院王凤莉院长介绍

中冶支部及敬老院基本情况并分别代表

共建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中冶支部向

敬老院贫困老人捐款２０００元并为敬老
院老人开展医疗咨询。４月２８日，农工
党宝山区委与区侨联、九三学社区委、友

谊路街道在区文化馆广场联合举行“侨

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活动，市一医

院宝山分院、曙光医院宝山分院、交大三

院、中冶医院等各家医院的２０余名农工
党和九三学社的医疗专家为侨界人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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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日，上海市康复医学国际论坛在宝山召开 农工党宝山区委／提供

周边居民进行免费医疗咨询服务，活动

当场发放宣传资料千余份，接受健康咨

询５００多人，免费血压、血糖测试３００余
人。６月１２日，在友谊市民中心二楼报
告厅举办“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防治”健

康知识讲座，由农工党中冶支部主任、中

冶医院骨科副主任赵震颖主讲，部分友

谊地区农工党员、社区统战人士、党员群

众近２００人聆听讲座，讲座结束后赵震
颖为居民现场提供咨询。６月２０日，一
钢支部的８名老专家到淞南镇新城尚景
小区，为社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７月１
日，仁和医院支部部分党员到金山亭林

家具厂为工人提供医疗咨询及健康体

检。１０月１３日，农工党宝山区委与农工
党复旦大学委员会在临江公园会议室举

行共建签约仪式，农工党市委专职副主

委金如颖、秘书长王晓东、中共宝山区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发林出席签约仪式

并讲话，农工党宝山区委主委罗文杰，复

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农工党复

旦大学委员会副主委徐丛剑分别代表双

方在共建协议书上签字。签约仪式后，

双方１０余名医疗专家在临江公园共同
为友谊地区居民１０００余人提供医疗咨
询服务。同时，配合区卫生局派遣的医

疗大篷车，为友谊路街道３０名特困居民
提供心电图、Ｂ超、Ｘ线、测血糖、测血
压、免费发放药品等服务。１０月 １５日
“全球洗手日”，宝山区疾病控制中心孙

春卫、施海娟２名农工党员到宝林四村
居民家中传授正确的洗手方法。１０月
２３日，曙光医院宝山分院支部到宝林四
村敬老院为老人们测量血压，检查视力，

指导用药，开展医疗咨询，支部党员用党

费给每位老人送上一顶绒线帽。支部每

逢春节、中秋等节日都会带着慰问品上

门看望结对多年的王幼兰、仇良正２名
老人。１２月４日，由农工党宝山区委主
办、中冶医院承办的“卒中患者超早期康

复可行性研究研讨会暨 ＡＶＥＲＴ－ＣＨＩ
ＮＡ介绍会”在中冶医院召开。５月 １８
日，由农工党上海市委主委蔡威介绍，农

工党员、上海泰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徐文军向友谊路街道贫困大学生捐

资２４万元作为其大学四年的学费，区
委主委罗文杰代表农工党宝山区委赠送

书籍及学习用品。６月２２日 ～２６日，区
委主委罗文杰带队赴云南参加“萤火虫

爱心传递支教活动”，向黄官营小学捐赠

各方筹措的２万余元，用于困难学生奖
助学金的发放，并捐赠书籍１００余本。８
月２４日，农工党宝山区委组织党员志愿

者到友谊路牡丹江路路口开展“文明交

通集中行动日”活动，倡导行人文明出

行，维护交通秩序。９月 １４日，农工党
宝山区委与中共宝山八村党总支、宝钢

设备部冶炼室党支部和上海源康物业有

限公司党总支等共建单位，在宝山八村

小区花园广场共同举办“喜迎十八大”

群众文艺晚会。仁和支部党员黄勃在上

海市首届市民运动会中获男子元老组健

美比赛第六名并获二级健美运动员称

号。在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卫生系统第十届
运动会游泳比赛中，市一医院宝山医院

支部邓玲华获男子１００米仰泳、１００米蛙
泳中年组第一、第二名，邓玲华和中冶医

院支部赵震颖获中年组４×５０米混合泳
接力赛第５名。邓玲华参加宝山区市民
运动会游泳选拔赛获中年组５０米仰泳
第一名，５０米自由泳第三名。（陆伟群）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九
三学社宝山区委员会（简称“社区委”）

有支社８个，专委会６个，兴趣小组１个
（９月２５日成立文化旅游兴趣小组），社
员３２８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社员
３１７人，占 ９６６％，离退休社员 １４１人，
占４３０％，发展社员 １５人，转入社员 ４
人，转出社员 １人，去世社员 ３人。年
内，社区委副主委方玉明被选举为上海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社区委

社员江来珠当选为政协上海市第十二届

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第十六届

委员会成立１０个专门委员会，社区委有
１２人被选为社市委各专委会委员，其中
徐静琳为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李小年

为妇女委员会副主任，李岩为老年委员

会副主任。

参政议政。在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

上，王普祥常委代表社区委作集体提案

《加强服务平台建设，促进宝山区中小型

企业发展》的大会发言，社区委并提出集

体提案《整合资源，大力推进科普文化建

设的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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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件，
书面意见５件。李小年的提案《关于集
聚宝山三游产业的几点建议》被评为区

政协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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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勇民

获先进个人一等奖，李小年获先进个人

二等奖。在社市委２０１２年参政议政表
彰会上，社区委完成的课题《大力推进科

普建设，增强上海文化软实力》获社市委

２０１１年参政议政工作二等奖，《团结报》
以“上海多个民主党派市委会献诤言，把

脉文化建设”为题报道此提案。社区委

的参政议政信息工作获社市委２０１１年
信息集体三等奖，沈勇民获信息工作个

人三等奖。２０１２年，社区委黎晓华申报
的课题《进一步推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的探讨》被社市委列为重点课题，

《推进第三方医疗评价体系建设和监管

的建议》和《关于推进基层社区文化建

设的建议》被社市委列为招标课题，三个

课题分别由李小年、黄明哲和沈勇民带

领课题组调研、撰写和完成，其中《进一

步推进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探讨》

被《上海九三》采用。年内，社区委有４６
条信息被社市委录用。其中４条被市政
协录用。有４５条信息被区政协录用，其
中３条被市政协录用，２条报全国政协，１
条被全国政协录用。有３条信息被《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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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报》采用报道。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社区委举办九三学社６７周年社庆暨海洋经济与科技创新论坛 摄影／沈勇民

　　区委建设。３月１６日，宝山区召开
统战信息宣传调研工作会议暨表彰会，

社区委获２０１１年统战信息工作先进集
体一等奖、２０１１年统战调研工作优秀组
织奖、优秀调研论文二等奖，沈勇民获先

进个人二等奖，李元著和沈勇民分获统

战宣传征文一等奖、二等奖。３月 ２３
日，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社会服务部部长

李国钧等一行到社区委调研社会服务工

作，社区委主委李小年，秘书长沈勇民和

社会服务专委会主任林琳参加调研。４
月１９日 ～２１日，社区委１０名代表出席
社市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

生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第十六届委员会，

社区委主委李小年当选为常委。５月１８
日，宝山区委统战部联合区社会主义学

院举办宝山区各民主党派新任政协委员

和新成员培训班，社区委１５名新任政协
委员和新成员参加培训。５月２４日，社
区委联合区社会主义学院等举办“提升

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培训班，支社委员

以上干部和后备干部４０多人参加培训，
并就如何提升宝山的文化实力进行探

讨，形成参政议政课题。６月 ２０日，社
区委主委李小年在宝山区政协举办的

“文化建设好———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坛上作《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宝山文化事业》的交

流发言，并获优秀论文奖，秘书长沈勇民

的论文《以社区文化建设凝心聚力促和

谐》获论文奖，并一起入选宝山区政协编

印的“进一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论坛研讨文集。９月５日，社

区委承办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举办的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北片）学习会，社市委

副主委周锋、黄勇平，秘书长朱红，中共

宝山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社区

委主委李小年和北片７个区县的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参加培训。１０月１９日，社
区委委员等１４人在李小年主委的带领
下前往西安国际港务区学习考察，并撰

写考察报告，为宝山发展邮轮经济建言

献策。年内，社区委按社中央的要求开

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总结”

和“向杨佳社员学习”征文活动，并将社

员的学习体会挂在网上供社员学习交

流。１０月，社市委对“向杨佳社员学习”
征文活动进行表彰，社区委获优秀组织

奖。１１月，社中央召开会议表彰“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集体”，社中

央委员徐静琳代表社上海市委及社区委

上台领奖。社区委开展“同心”思想教

育活动，开展向社员刘瑞玉学习征文活

动等。社员收听收看中共“十八大”会

议情况，社区委召开区委扩大会议，组织

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并座谈交流体

会。社区委修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办法》和《参政议政课题和社情民

意奖励办法》，开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８月２９日，社区委举办６７周年社
庆表彰活动，对４个先进集体和４０名先
进个人进行表彰。

社会服务。１月１６日，社区委社会
服务专委会在淞南九村一居委会开展帮

困助学活动，为两名困难学生捐款并座

谈交流。３月 ２日，社区委组织部分社
员在淞南九村一居委开展学雷锋活动，

为当地居民提供社会服务。４月１８日，
九三学社宝山区委与淞南镇党委续签共

建协议。４月２５日，社区委社员医生朱
文玉和乔华参加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组织的义务送医进社区活动。４月２８
日，社区委联合区侨联、农工党宝山区委

和友谊路街道办事处在区文化广场举办

“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活动，社区委

副主委方玉明等８名社区委医务人员参
加活动，为市民提供免费医疗咨询，发放

疾病预防宣传资料千余份，并为６０多人
免费提供血糖测试。６月２７日，社区委
联合区科委举办海洋形势报告会，上海

市海洋局副局长沈依云作《海洋事业发

展与创新转型》专题报告，社市委专职副

主委黄勇平等参加报告会。７月１９日，
社区委青年科技专委会协助社区委联合

共建单位区科委和淞南镇政府举办科普

夏令营活动，近３０名青少年参加夏令营
活动，社区委副主委方玉明进行“青少年

意外伤害的预防和紧急处理”讲座课，并

组织青少年参观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上海玻璃博

物馆和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８月 ２９
日，社区委与上海大学委员会、区科委和

淞南镇政府联合主办“海洋经济与科技

创新论坛”，中共宝山区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曹锡康和社市委副主委程维明等应

邀出席会议并致辞祝贺，《联合时报》、

《上海科技报》和宝山电视台等媒体对

论坛作了报导。１０月２２日，社区委社会
服务专委会在淞南九村开展重阳节医疗

和法律咨询活动，并为居民免费测量血

压和血糖。１２月４日，社区委与上海市
海洋局等共同联办“蓝色经济·绿色发

展”２０１２上海海洋论坛，中共宝山区委
书记斯福民、上海市海洋局局长张嘉毅、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局长刘刻福出席论

坛，区长汪泓致欢迎词，上海市海洋局、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和法国布莱斯特城

市共和体领导分别致辞，上海海洋局副

局长、法国布莱斯特科技园区的专家学

者等作论坛交流，社区委主委李小年主

持主题报告会。同日，社区委与区科委

联合主办“海洋论坛分论坛———邮轮经

济与产业园区发展”，６名国内外专家学
者作交流发言。１２月２８日，九三学社上
海市委召开社会服务工作总结交流暨表

彰大会，社区委获“九三学社上海市社会

服务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沈勇民获“九

三学社上海市社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

年内，社员在本职岗位和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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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多项奖项。社员黄钢祥的事例《为

了心中的使命》被收入上海市政协《使

命与责任———政协委员履职百例》一书

中。《中国报道》杂志以专刊的形式报

道全国９４名九三学社的优秀企业家，其
中上海开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全

先国和上海通用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若兰 ２名社员，被分别以《与
ＫＥＹ设计园区共发展》《蕙质兰心，演绎
钢骨柔情》予以报道。社区委原主委徐

静琳获上海市统战工作先进个人、社中

央参政议政先进个人称号，并被聘为第

五届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在市政协

“委员在线法律咨询”活动中与市民就

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

法公信等进行讨论交流，提供法律帮助，

主持“亚太知识产权中心建设与上海创

新城市发展”论坛下半场的互动交流会，

并作总结发言。社员曹燕华的“心路历

程”在第一财经《波士堂》栏目报道，在

《解放日报》神九专版 “沪上９位知名女
性致上祝福，为我航天巾帼英雄刘洋壮

行”上发表感想。社员、医学博士张秋菊

负责的《ＨＰＬＣ法测定酱腌菜中 ＮＯ２－、
ＮＯ３－及 Ｎ－亚硝胺化合物的研究》被
评为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医学科
技奖（公共卫生类）二等奖。社员曹廷

虎作为区卫生局选派的新一轮援疆医疗

队成员赴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人民医院

开展对口医疗支援工作。社区委主委李

小年当选为第二届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宝

山分会（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理事、被

聘为上海大学校外法律硕士辅导导师，

应邀参加上海市法学会海商法研究会

２０１２年年会，并就邮轮法律体系作主题
发言，提交的年会论文“国际邮轮船供服

务法律问题研究”获二等奖。沈勇民获

社市委“优秀通讯员奖”，被聘为九三学

社上海市委理论和社史研究中心研究

员。社员江来珠参加的汽车排气系统用

铁素体不锈钢产品开发项目获宝钢重大

科技进步一等奖，参加的国家石油战略

储备用大线能量焊接钢板开发项目获上

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社员丁莉娟参加

上海市质量协会“航天杯”擂台赛，其带

队的课题《降低拨车机的溜车频率》获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航天杯”ＱＣ擂台赛一
等奖和上海市优秀质量管理小组奖。社

员黄宁海参加的热轧高品质卷取控制技

术项目获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沈勇民）

■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总支部委员

会　至年末，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宝山区
总支部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有支

部２个，党员５２人，其中具有中高级以
上职称４７人，占９０４％，退休党员６人，
占１１５％，年内新增补总支委员１人，发
展新党员５人，外区转入党员２人，有区
人大常委１人、区政协常委２人、委员３
人。４月７日～９日，中国致公党上海市
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上海市第七届

委员会，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孙伟华、汪

义生、陈亚萍、张浩作为出席市第七次代

表大会代表出席会议，副主委华宜列席

会议。主委陈亚萍被选举为出席致公党

中央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海市代表，并

在１２月３日～６日作为致公党中央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上海市代表出席中国致公

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参加参政议政。在区政协七届六次

会议上，总支共提交提案７件，其中集体
提案３件、委员个人提案４件。集体提
案《凸显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厚重历史

文化的建议》被列为重点提案。张浩的

《轨交三、四号线中山公园站站台增加护

栏的建议》、邢敏华的《建设城市社（园）

区安全网络化的建议》、兰轶东的《还孩

子一个课间自由活动的空间》、洪燕的

《将祁宝线终点站迁至８４９终点站的建
议》、郑宇华反映的《残疾人市内免费乘

坐公交的建议》《对工业园区加强监管

的建议》及《小学副科书本循环利用的

建议》、胡晟反映的《在上海北部地区新

建海葬纪念碑的建议》等被区政协《社

情民意》采用。其中党员胡晟反映的

《在上海北部地区新建海葬纪念碑的建

议》被市政协采用。

加强自身建设。组织党员参加致公

党市委全国“两会”精神传达会、致公党

五区组织的“同心向着党、喜迎十八大”

同心教育活动、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解

读上海市“两会”精神学习报告会、上海

市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通报会、反腐倡

廉学习报告会等学习活动，提高党员政

治共识能力。７月 ６日，总支与区社会
主义学院联合举办“宝山历史与致公党

史”学习培训班，课程包括《宝山历史与

人文》以及原致公党市委副主委陈昌福

讲授致公党史两部分。年内有５名新党
员参加致公党市委举办的２０１２年第一
期、第二期新党员学习班。总支注重骨

干队伍建设，先后选送３名党员参加致
公党市委组织部举办的第十八、第十九

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展组织活动。年内，总支开展“贴

近宝山、了解宝山”系列活动，深入了解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现状。３月１９日，组
织党员到淞南参观中国工业设计博物

馆、上海陶瓷科技艺术馆及工业园区。７
月６日，组织党员到月浦镇进行当地农
业情况考察。１２月２８日，组织党员参观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各支部

同时开展特色支部活动。９月１５日，第
二支部开展“共赏秋月，畅谈艺术人生”

主题生活会。活动期间，特邀美术家与

党员们交流书画心得，畅谈艺术人生。

１１月３日，第一支部组织“品位高雅艺
术，喜迎十八大———艺术就在你身边，透

视生活，走进阳春白雪”支部活动，前往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参观“重新发电·

第九届双年展”，并对因病未能参加活动

的老党员进行走访慰问。

开展社会服务。５月１９日，致公党
宝山区总支部与庙行镇合作主办慈善义

拍（卖）活动，作为致公党上海市委爱心

义卖活动宝山分会场，活动共筹集善款

３５５３１元，全部用于对贫困地区小学的
帮困助学计划。８月３０日 ～９月３日，
总支根据致公党市委开展“同心”行动

精神，开展“致力为公、服务社会”———

同心助学云南省大理州贫困地区学校活

动，深入受助学校鸡足山镇关李完小，实

地考察关李完小教学环境和师生情况，

共援助学校建立电脑房 １间、图书室 １
间以及学生生活用品若干，援助物品共

计人民币近６万余元。年内组织党员慰
问９９岁高龄老华侨，为老华侨提供健康
义诊等后续服务，并在重阳节当日前往

老华侨住所，为其送上百岁生日祝福。

致公党宝山总支共编辑《宝山致

公》６期，其中年内共编辑 ４期。通过
《宝山致公》刊物中“总支工作”“支部动

态”“党员风采”等栏目，系统反映总支

开展的各项工作。总支并向致公党市

委、宝山统战网、宝山政协网、《上海致

公》刊物、《党派工作动态》刊物报道相

关情况与活动信息。主委陈亚萍撰写的

《追求自我实现与社会价值体现的统

一》及党员汪义生撰写的《宝山发展旅

游应当以新思路谋发展》被编入区社院

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副主委华宜撰写

的《安静的生活———书评〈高老爷夫妻

的婺源乡居生活〉》和《鸡足山助学记》

被刊登在上海宝山统战网心得荟萃栏目

及宝山政协网委员之声栏目中。委员赵

婕的提案《中小学生“减负提质”的建

议》、委员张浩的提案《建议编撰一本反

映宝山历史文化的乡土教材》、党员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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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提案《建立城市住宅小区信息平台

的建议》、党员汪义生的文章《炽热的家

国情怀 不倦的文学追求》、党员洪燕的

文章《宝山总支捐书促进共建》、党员陈

姝的文章《把爱送到贫困地区学生手

中》及摄影记录《宝山总支云南助学剪

影》被《上海致公》刊物录用。党员汪义

生的文章《黑蝴蝶———缤纷的彩蝶》被

编入中国致公党中央宣传部《我们走过

的六十年》一书。 （陈　姝）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至年末，宝山
区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区工商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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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家
（钢结构商会、物流商会、餐饮商会）和

异地商会２家（温州商会、萧山商会），企
业会员３５８２家。年内新成立餐饮行业
商会。“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被

市工商联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十大工作亮点。
“发挥信息窗口作用，快报民企发展动

态”被市工商联评为２０１１年度优秀工作
案例。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联通过行业组织聚
焦小微企业，在商会的推动下，有近百

家民企之间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区物

流商会采取抱团合作的方式，集团采购

油料、轮胎、汽车及零配件。温州商会、

萧山商会分别引导有实力的企业组建

新的投资公司，支持会员企业转型升

级。温州商会、萧山商会、钢结构商会

通过企业联保互保融资贷款，帮助企业

盘活应收账款。区钢结构商会从“专家

推进组”中抽调有关专家提供技术支

持，介绍行业内的新技术、新工艺，帮助

小微企业优化设计方案，解决小微企业

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９月，区工商联
对５０多家代表性民营企业及６家行业
商会开展调研，了解区民营企业的发展

情况及企业诉求，帮助企业应对发展中

的困难和问题，以民营经济发展专报的

形式向区领导提交相关情况及建议。

年内配合全国工商联在上海进行的小

微企业“保生存谋发展”调研，区工商联

挑选小微企业典型样本，在市座谈会上

介绍宝山区聚焦特色产业，“以大带小、

以专促小、以会帮小”做强小微企业的

主要做法。

区工商联发动会员企业开展招商

育财工作，把有投资意向的企业引进宝

山。支持温州商会、萧山商会、钢结构

商会、物流商会对担任商会领导职务的

企业家进行招商考核。结合镇、街道的

重大项目，对民营企业涉及的区１１６个
重大项目进行项目招商，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速度。

年内注重做好非公代表性人士政

治思想工作。在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

企业遇到困难、企业家家庭发生重大变

故时，区工商联及时进行沟通交流、上

门走访，做好代表性人士工作。坚持运

用非公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对非公

代表人士进行综合评价，并有意识地在

区内外重大活动中考察培养非公代表

人士。区工商联为企业排忧解难，重点

推进民生银行以执委常委企业，镇、街

道、园区商会，行业商会，以异地商会的

诚信体系建设为抓手，建立社区、专业

信用合作社。区工商联与其他银行、小

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合作，共为２００
多家企业解决融资贷款１０亿多元。帮
助企业协调用地、员工子女入学等各类

问题２００多件，帮助企业争取各项扶持
奖励资金 １５００万元，推进企业申办专
利、技术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等项

目４０余个。年内，区工商联举办劳动
关系、税务、金融等最新政策解读及实

务操作培训１０次，共有１２００多人次的
企业人员免费参加培训。

年内，区工商联会同有关部门举办

民营企业招聘会 ４次，提供岗位 ５０００
个，现场意向录用２３００人。２月１１日，
区工商联联合区人保局举办“宝山区

２０１２年大型公益招聘专场暨春风行
动”，共有１２８家企业设摊应聘，现场意
向录用２０９２人。发动民营企业出资赞
助１８０万元，支持“２０１２年宝山国际男
子篮球挑战赛”以及新落成的宝山体育

中心篮球馆开馆，其中东鼎集团出资

１００万元对球赛进行冠名。引导民营企
业开展“感恩行动”，捐赠慰问金２４万
元，走访慰问老革命、老党员和老模范

４８人。鼓励民营企业家捐款６０万元，
支持青海果洛幼教事业。引导企业捐

助资金４０万元，在江西鹰潭建设“流口
新溪新世纪阳阳希望小学”。

针对市部分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

企业由“营改增”后税负增加的情况，区

工商联及时调研并形成材料向市、区有

关部门反映。３月２０日油价上调，区工
商联和物流商会对相关企业进行专题

调研，向相关部门反应宝山区物流运输

行业经营困难加剧的情况，市、区统战

部主要领导和区政府分管领导分别回

应并作批示。

５月１５日，区委、区政府召开“宝山

区加强和改进工商联工作会议”，会议

由区长汪泓主持，区委书记斯福民、市

工商联主席王志雄在会上讲话。

１１月８日，区政府召开民营企业家
恳谈会，区政府、各部门主要领导及民营

企业代表参加，听取企业代表关于影响

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与困难及发展的建

议与设想。

１１月１０日，第九届长江口民营经济
发展论坛在杨行金仓永华大酒店召开。

论坛秉承“关注时势，认识机遇，集思广

益，共谋发展”的传统，以“钢贸企业摆

脱生存危机的思路与方法”为主题，通过

众多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研讨，提

升钢贸企业信心、推动转型发展。

（沈剑峰）

工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总工会辖有直
属工会４３家，基层工会２２８５家，涵盖单
位１６８２４个，职工４１２９８７人（其中女职
工１５５３８１人，农民工 １１４９４７人），会员
３８０５７６人（其中女会员１４５３０３人、农民
工１０３２３９）。区总工会工作机构设办公
室、组织民管部、保障工作部、财务技协

部，另有直属事业单位２家。年内，顾村
镇总工会被中华总工会授予首批“职工

法律援助等维权服务示范单位”称号。

（１）服务大局，建功立业展现新作为。
以“宝山发展在心中、创新转型建新功”

为主题，组织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商贸

旅游、绿化市容、窗口服务、科技创新、非

公企业保发展促增长等六大专题立功竞

赛活动，全区４５２４家企事业单位、１２１
万个班组开展８３７项劳动竞赛，参与职
工约６７万人次。区总工会与区人保局
等联合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基层工会组

织职工开展经济技术创新活动４２７项，
提出合理化建议 ４０１９条，实施技术攻
关、技术革新８３项，总结推广先进操作
法２０６项。开展班组长培训、职工技术
培训，组织职工参加安全卫生知识竞

赛、节能减排知识竞赛，开展“职业道德

和价值取向大讨论”活动，提升职工素质

工程建设水平。召开“五一”先进表彰

暨劳模座谈会，表彰全国、上海市和宝山

区五一劳动奖章、奖状获得者和集体，命

名首批５个劳模创新工作室，劳模陈秀
娟当选“感动宝山”十大人物。（２）关注
民生，“十送”（送岗位、送温暖、送保障、

送健康、送文化、送培训、送法律、送清

凉、送服务、送连心卡）实事取得新实效。

采取春秋大型招聘、天天职场和建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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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区总工会向民工子弟学校学生赠送书籍 摄影／胡立伟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６日，区总工会成立职工咨询调解室和职工法律援助服务中心 摄影／胡立伟

学生实践基地等多种形式送岗位，全年

共向４８１家企业推荐上岗２３５０人次，录
用７３１人。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送温暖工作，帮扶职工３６９１人次，发放
慰问金４４０４２万元。加大力度送保障，
为２７９２名困难职工赠送“团体意外保障
计划”，为１２８２名困难女职工赠送“团体
女职工特种重病保障计划”，为２９３０名
困难企业女职工开展免费妇科体检，各

项互助保障计划均超额完成上海市总工

会年度目标任务。“金秋助学”活动共

为全区８７名大、中、小学生发放资助金
１９６５万元。为区域内 ５０余家企业
３８００多名农民工开具购买火车票证明，
凭证明可至火车站预订返乡火车票，与

区文明办一起将成都、武汉、郑州、合肥

等方向的３３名农民工免费送回家，为农
民工返乡争取经济补贴９０万元。联合
区食药监部门开展职工食堂安全检查，

组织５３３家企业参加“安康杯”竞赛活
动。开展首届“职工艺术之星”评选活

动，组织女职工、困难职工子女、退休职

工“喜看宝山新变化”，为建筑工地和企

业送电影 １０８场，推进职工书屋建设。
组织开展高温走访慰问，投入资金４５４２
万元，慰问职工１７４万人次。组织农民
工ＥＢＡ（初级工商管理）培训１１４人，组
织困难职工技能培训７３人。聘请１２名
律师为职工提供专业法律援助，发放职

工学法读本 １５３０册。完善区镇两级职
工援助服务中心功能。向工会新会员发

放“连心卡”，畅通职工和工会的联系渠

道。（３）扩大阵地，“两个普遍”（普遍建
立工会组织，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实

现新突破。开展“工会组建普查月活

动”，及时梳理组建数据库，为建会工作

的开展奠定基础。区委办转发《区总工

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会组建的实施意

见》。健全双月交流、月月通报、年底专

项考核等工作推进机制，重点推进外资

企业、具有“政治身份”的经营者所在企

业（即经营者具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等身份的企业）、已建党组织的

企业和规模以上企业单独建会工作。

２０１２年，全区新增单独建会 ３３８家，新
增覆盖单位 ３０５７家，新增会员 ４２３０４
人，完成上海市总工会的指标任务。坚

持劳动关系三方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集

体协商工作，开展“集体协商要约月”活

动，定期组织集体协商指导员培训，形

成属地化、网格化推进集体协商的工作

模式。庙行镇总工会和友谊路街道总

工会成功推进“易买得”总部建会和集

体协商工作。全区建会企业建立集体

协商机制８０００余家，覆盖职工２６万余
人，工资协商覆盖职工约１６万人。（４）
维权维稳，参与社会管理探索新途径。

区总工会建立“诉调对接模式”，与区司

法局、区法院和区人保局等单位协商，

成立宝山区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和职工

咨询调解室，开展日常法律援助和调解

工作，将诉讼、仲裁与工会调解对接，实

现诉前、裁前调解，年内共接待职工来

访、咨询６０余起。年内，工会兼职仲裁
员参与劳动仲裁办案 １７２６件，参与率
５１６％。推动街镇园区完善劳动关系
调解组织，年内共开展对街镇园区劳动

关系协调员和劳动争议调解员培训 ４
次、６００余人次。突出做好劳动争议调
解和职工群体性事件化解工作，区镇两

级工会组织调解劳动争议７００余件，参
与化解疏导海博出租车、交运集装箱、

新格、瀛赛拉等１８起群体性劳资矛盾。
会同区委组织部、区纪委开展区第十次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调研检查，国有集体

企事业单位职代会建制率和厂务公开

实施率均达１００％，全区已建工会的非
公企业职代会建制率和厂务公开实施

率均超７５％。（５）积极作为，自身建设
迈上新台阶。召开区第六次工会代表

大会，规划部署未来五年工会工作目标

和任务，选举产生区总六届“两委”领导

班子。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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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区总工会举办工会干部双月讲坛 摄影／胡立伟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８日，区总工会组织春季招聘会 摄影／胡立伟

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做好新时期工

会工作的道路自觉和制度自信。以“深

入一线察实情、服务职工在基层”为主

题，开展“面心实”（面对面、心贴心、实

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重点落实

“五个下基层”（重心下移困难矛盾在

基层解决、工作下沉重点目标在基层落

实、干部下访民生民情在基层了解、财

力下投工会经费向基层倾斜、平台下建

服务职工向基层延伸）的工作举措，结

合“双亮”（工会组织亮牌子、工会主席

亮身份）工程，深入基层为职工群众解

决实际困难，区医务工会“面心实”活动

经验被《工人日报》专门报道。加强工

会干部学习培训，举办直属工会主席研

讨班、基层工会主席轮训班、新任工会

主席培训班及双月工会讲坛，累计培训

工会干部６０００余人次。探索建立社会
化、专业化工会工作者队伍，招聘１４名
专职工会工作者下派到街镇园区工会

工作。建立工会网站、开通手机报、聘

请工作顾问，丰富研究与信息工作载

体，开展年度集中调研。重视和加强工

会经审、财务工作，做到廉洁高效、勤俭

节约、依法规范。

■召开工会五届十二次全委（扩大）会
议　１月１０日，宝山区总工会五届十二
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袁

鹰到会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总工会主席杨卫国作工作报告，会议由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友钟

主持。

■举行 ２０１２年劳模迎春团拜会　１月
１２日，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界劳模迎春团拜
会在宝山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

全区各行业的国家、省部级和上海市劳

模代表，退休老劳模代表，参加区劳模之

家活动的其他区县、行业和集团公司劳

模，以及部分直属工会主席、基层劳模之

家的负责人共６０余人参加。劳模代表
陆三囡、高松山发言，区总工会领导与劳

模一起欣赏文艺演出。

■召开“面心实”活动动员会　２月 ２１
日，区总工会召开“面心实”活动动员

会，表彰２０１１年宝山工会“创先争优”先

进单位和个人，以目标签约的形式部署

２０１２年工会工作，对“面对面、心贴心、
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进行动员。

区总工会成立“面心实”活动领导小组，

下设５个活动联系组，各组由１名区总
工会领导带队，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组

成，定点联系各直属工会及其基层企事

业单位。

■组织春秋两季大型招聘会　２月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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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路社区

（街道）总工会协办的“百企千岗进社

区、真情援助你我他”２０１２年宝山工会
春季大型招聘会在顾村镇诗乡文化广场

举办。区委副书记袁鹰、上海市总工会

副主席侯继军及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区总工会主席杨卫国等有关领导出席招

聘会。招聘会有２６９家参展企业，提供
岗位６０００多个，吸引近７０００人参加应
聘，当场达成录用意向 １０５７人。１１月
２５日，由区总工会主办、月浦镇总工会
承办、上海市总工会职工援助中心协办

的“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他”

２０１２年宝山工会秋季大型招聘会在月
浦镇月浦公园举办。招聘会共有来自市

区和宝山北片区的１３２家参展企业，提
供岗位２６００多个，吸引近５８００人参加
应聘，参加面试１３７６人次，当场达成录
用意向４２９人次。两次招聘均为纯公益
性质，招聘单位及求职者全部免费。

■组织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１０２
周年暨宝山各界女职工“喜看宝山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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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动　３月７日，举行纪念“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１０２周年暨宝山各界女职
工“喜看宝山新变化”活动，共有女劳

模、女先进、企业女工干部、一线女职工

等近５００人参加。活动共设计４个方向
９条线路，涵盖近年来宝山经济发展成
果的几个主要标志点，包括吴淞国际邮

轮港、宝山体育中心、长江河口科技馆、

顾村公园、大场动漫产业园等。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区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先进表彰暨劳模座谈会 摄影／胡立伟

■全国工会服务职工工作组到宝山区开
展“面心实”活动　３月８日～９日，全国
工会服务职工工作组在中国教科文卫体

工会副巡视员袁茂清带领下，到宝山区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开展“面对

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

动。市总工会副主席杜仁伟，区委副书

记袁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

主席杨卫国等参加主题座谈会并陪同走

访。工作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宝山

职工援助服务中心捐赠３５万元资金，并
向企业职工书屋捐赠价值 ３万元的图
书，走访慰问详明公司和罗泾镇的劳动

模范及困难职工家庭。

■组织区教育系统工会主席培训班　宝
山教育系统“十二五”第一期工会主席

培训班于３月２９日开班，来自全区中、
小、幼４４位新任工会主席参加培训。区
教师进修学院书记曹红悦就如何做好工

会主席作阐述。

■举行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先进表彰
暨劳模座谈会　４月２６日，举行庆“五
一”国际劳动节先进表彰暨劳模座谈会，

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并向劳模送上节日

祝福。会上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１
人、市“五一”劳动奖章１人、市“五一”
劳动奖状 １个、市工人先锋号 ３个、区
“五一”劳动奖状３２个、区“五一”劳动
奖章３６人、区工人先锋号４９个，命名张
洁华、郝春燕、丁真、刘卫伟、张连东等５
个劳模创新工作室，制定出台《宝山区劳

模创新工作室管理办法》，建立宝山区劳

模“三金”（帮困金、慰问金、抚恤金）和

体检休养制度。年内，共发放劳模贺卡

３６３份。组织走访慰问区属劳模，发放
各类劳模慰问金，共计４８７人次，６２万余
元。开通劳模短信平台，在节假日、特殊

气象灾害等时间段发送节日问候和温馨

提示，数千条次。办理劳模退休登记、来

电来信来访等６９人次。

■开展“六个一”系列活动　“六一节”
期间，区总工会组织以困难职工子女和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要对象的“六个

一”系列活动。区总工会、区科委和教育

工会有关领导为民工子弟学校申华小学

学生送去１００套《一句话改变一生》《为
自己读书》书籍。区总工会将《胡桃匣

子》《魔境冒险》等电影送到农民工子弟

学校宝虹小学学生身边。组织宝山实验

学校１００名学生参观“上海玻璃博物馆”
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长江河口

科技馆”，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子女１０人，
送慰问金５０００元，为２０名即将参加中
考和高考的困难职工子女送３００张牛奶
票，组织困难家庭职工子女进行一次浦

江游览。

■举办工会讲坛　６月２９日，区总工会
在友谊路街道市民中心二楼报告厅举办

２０１２年宝山工会讲坛第二讲，邀请上海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社会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党建

研究会理事施凯作主题为《社会转型与

社会管理创新》的报告。各直属工会主

席、副主席、专职工会干部及基层工会干

部参加。

■召开区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８月２２
日，宝山区召开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钟燕

群、区委书记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领导汪泓、张静、丁大恒、袁鹰、周德

勋、盛亚平等出席。团区委书记、区青联

主席李远锋代表群团组织致贺词。宝钢

集团工会、上海大学工会、兄弟区县工

会、区有关单位领导和区总工会老领导、

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３１７名职工代表参
加会议。杨卫国代表区总工会五届委员

会作题为《站在新起点、勇担新使命、再

创新业绩，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宝山现

代化滨江新区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的

工作报告。大会审议并通过宝山区总工

会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书面审议并

通过财务工作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工

作报告。经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宝山

区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３５名，宝山
区总工会第六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７
名。８月２３日，在区总工会六届一次全
委会上，投票产生１３名常委，杨卫国当
选主席、李友钟当选常务副主席、曲国莉

和闪勇当选为副主席。在区总工会经费

审查委员会六届一次全会上，闪勇当选

为区经审委主任。

■组织开展工会退休职工代表“喜看宝
山新变化”活动　１０月１２日是第二十
五个“敬老节”，区总工会组织区属退管

单位的百余名退休职工开展“喜看宝山

新变化”活动。活动从宝山体育中心出

发，观看现代化的 ＮＢＡ篮球馆、游览顾
村公园，参观“海上宝山厅”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博览馆。

■组织开展退休劳模体检　１１月２０～
２１日，组织宝山区管理的上海市劳模、
省部级劳模和支内回沪劳模近１４０人，
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参加健

康体检。组织区管全国劳模到上海工人

疗养院参加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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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班组暨上
海市班组长岗位培训宝山专场活动

　１２月７日，区总工会在区业余大学
举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班组暨上海

市班组长岗位培训宝山专场活动，围

绕创建“学习型、技能型、创新型、管理

型、效益型、和谐型”六型班组要求，邀

请宝山区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团成

员、市工会管理学院教授、市质量教育

培训中心教师开展辅导和培训，来自

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商投资

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线班组长近 ２２０
余人参加培训。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０日，区总工会组织职工子女喜看宝山新变化活动 摄影／胡立伟

■组织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
　１２月１４日，区总工会组织工会系统
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邀请党

的“十八大”代表谭金凤讲解参加“十

八大”的感受和见闻，邀请市委党校原

工会主席朱明毅教授专题讲解“十八大

与工会工作”。报告会上，为区总工会

群众宣讲员颁发聘书。区总工会直属

工会主席、基层工会干部、劳模代表、

“十八大”精神职工群众宣讲员等 １７０
余人参加报告会。

■建立大学生实践基地　年内，区总工
会在上海君航大酒店有限公司、上海宝

松重型机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点之源保障咨询有限公司和宝山工会

职工援助服务中心等单位建立 ４个困
难职工家庭子女社会实践基地。每个

实践基地将提供不少于 ２个社会实践
岗位，由区总工会在每年寒暑假期间，

组织在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就近参加

实践实习活动。

■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　２０１２年，
宝山区５３３个企业报名参加全国“安康
杯”竞赛上海赛区活动，比上年增长

９４５％；参赛班组 ３８０６个，参赛职工
５４７６６人。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单位评定，上海

宝世威石油管道制造有限公司防腐分

厂检验二班获２０１１年度“安康杯”竞赛
活动全国优秀班组，上海祥明仪表机箱

有限公司等 ７个单位获上海赛区优胜
单位，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物业部等 ４个集体获上海
赛区优秀班组，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

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魏继亭等 ３人获
先进个人，区总工会、罗店镇总工会被

市安康杯竞赛组委会授予优秀组织单

位称号。全区基层工会共有 １３万名
干部和职工参加“全国职工安全卫生知

识竞赛”活动，区医务工会耿云获一等

奖，１８人分获二、三等奖，区总工会获全
国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开展六大赛区主题劳动竞赛　２０１２
年，区总工会开展“宝山发展在心中、创

新转型建新功”主题劳动竞赛，在区级层

面主要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管理专

项劳动竞赛、商贸旅游业规范诚信服务

专项劳动竞赛、绿化宝山靓化滨江新区

专项劳动竞赛、重点窗口服务行业专项

劳动竞赛、“科技促发展、技能强素质”

专项劳动竞赛、非公企业保增长促和谐

专项劳动竞赛等６个专项劳动竞赛。全
区约有６３００家企事业单位、４万个班组
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共组织开展８３７项
建功立业劳动竞赛，有１４８１万名职工
参加竞赛活动。组织职工开展经济技术

创新活动４２７项，提出合理化建议４０１９
条，实施技术攻关、技术革新项目８３项，
总结先进操作法２０６项，创造经济效益
１０７３万元，共提出节能减排合理化建议
１３４３条，采纳８４２条，实施８４２条。宝松
集团的《化解生产难点，推动技术创新，

深入开展合理化建议班组自主管理课题

攻关活动》一文入选上海市企业职工创

新创效特色工作经验文集，获二等奖。

组织职工开展各类技术培训（讲座）１７２
次，２７万名职工参加，共组织开展各类
技能比赛６次，包括２７个工种（项目），
其中８个竞赛工种（项目）与职业资格等
级鉴定挂钩，参赛技能竞赛的职工４９００
人，其中５２７名职工技能等级晋升。组
织开展职工节能减排普及宣传活动１７１
次，职工开展节能减排技术革新、技术攻

关项目７２项，聘任１４０名职工节能减排
义务监督员。会同团区委、区妇联等单

位开展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集体和

个人推荐申报工作，共推荐产生候选集

体６个、候选个人５名。组织用户满意
服务明星集体参加上海市班组长培训，

组织区内企业参加宝山区班组长培训，

共２００余名班组长通过考核获得证书。
３个项目获第二十四届上海市优秀发明
选拔赛银奖、１０个项目获铜奖，１个项目
获发明产品推广实施金奖。２０１２年度
组织申报第二十五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

拔赛项目共３４项。 （胡立伟）

共青团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１４至２８周岁
青年１３０２８８人，占户籍人口的１４３７％。
有共青团员２５９２９人，其中年内发展新
团员３１８６人。有团委５０个，团总支１２０
个，区属团工委 ８个，团支部 ２０１２个。
全区１０８个行政村，有团支部７８个；３５０
个居委会，有团支部２２３个。有少先队
大队１５９个，中队 １９２０个；有大队辅导
员１１６人，中队辅导员２２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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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辅导员等各类

骨干团干部培训。推荐优秀团干部、青

年参加团中央、团市委等培训４６人次。
推进“两新”组织团建工作，全年完成非

公有制企业团建３５１家，新社会组织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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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２日，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快乐暑假亮点巡访活动举行 团区委／提供

建７家，至年末，累计成立“两新”团组织
１０７９家。年内制订《关于加强十八大期
间社区青少年重点人群帮教管理工作的

方案》，做好重点青少年维稳工作，召开

卫生、教育系统团员青年“喜迎十八大，

争创新佳绩”座谈会，开展“青春·荣耀

·使命———学十八大精神·展学子风

采”辩论赛等系列活动，召开宝山区各界

青年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

会，制订《宝山共青团迎接十八大和学习

贯彻十八大精神工作方案》，举行７场系
列辅导报告会，深入学校、社区、来沪务

工青年集聚地、农村、“两新”组织、部队

等进行“十八大”精神宣讲。向全区各

基层团组织和广大青少年发出《关于认

真学习贯彻区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在“五

个好”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中充分发挥

共青团组织作用的倡议书》，成立 ６支
“宝山区共青团系统学习贯彻区第六次

党代会精神宣传小分队”。承办“梦想

启航———２０１２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
青年主题系列活动。加强委员和干部自

身建设，制订下发共青团干部培训计划，

联合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举办共青团

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员）党性教育

专题培训班，联合区综治办举办青少年

事务社工培训班。开展“走百访千·听

研评荐”主题活动。开展“活力青春·

健康宝山”———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青年运动
会，共有１５００余名青年参加。上海淞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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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高境镇团委、庙行镇团委获

“上海市五四特色团委”称号；７家基层
团组织参加上海市共青团“争红旗、创特

色”创建。宝山区共青团系统有１人获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标兵，２３名个人
和集体分别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

“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称

号，２人获“上海市第八届文化新人”提
名奖，２家集体获“上海市志愿服务先进
集体”称号。

■组织团区委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候补
委员集体学习　团区委建立共青团宝山
区第八届委员会集体学习制度，逢双月

安排一次，年内共举行 ６次集体学习。
通过集体学习、交流研讨、课题调研、参

观考察、拓展训练等形式，打造学习型团

组织。

■青年志愿者工作　结合社会热点，探
索形成志愿服务品牌。年内在“龙腾宝

山闹元宵”演出、２０１２上海宝山国际男
篮挑战赛、顾村公园上海樱花节、长江河

口科技馆“机器人大赛上海赛区选拔

赛”等活动中，动员、组织青年志愿者参

与服务工作。组织全区各级团组织开展

“３·５学雷锋”“敬老爱老、构建和谐”
“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主题团日活动。
开展“青春辉映夕阳红”杨行敬老院、宝

山区社会福利院结对助老服务活动。区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获全国“最有影响力

的志愿者组织”称号。

■关爱来沪青年　开展区政府年度实事
项目“贴近青年需求、组团式服务联系青

年群众”丰富来沪务工青年精神文化生

活系列活动。开展“共迎中秋佳节、共话

宝山发展”来沪青年宝山亮点巡访及中

秋联欢活动。开展“缘聚宝山”来沪务

工人员子女志愿服务项目，活动共开展

１５１场次，有７千余人次参与。设计“关
爱微行动”“微心愿”活动，征集务工人

员子女的微心愿１００余个，资助基层团
组织开展相关活动１０余项。持续开展
“关爱青春、同沐阳光”来沪青年生活技

能培训项目，为近１５００名务工青年提供
培训。

■推进“两新”组织团建工作　按照“两
个全体青年”总体要求，围绕“密切团青

关系”主线，党建带团建，结合宝山区非

公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发展实际，扩大共

青团组织覆盖面，增强团组织的生机和

活力，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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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公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之路。

４月６日，团区委召开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非
公有制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推进

会，部署２０１２年团建工作主要目标和任
务，并与各街镇、园区团（工）委签订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社会
组织建团及“创先争优”目标责任书》。

友谊路社区（街道）党工委、大场镇团

委、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团支部３家
单位作工作交流。

■开展相亲交友系列活动　年内，团区
委先后开展“花为媒”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
青年交友活动、“激情夏日———汽车梦工

场”交友专场以及“大手牵小手、公益一

日游”公益交友活动等多场有针对性、互

动性的青年社交活动，以进一步活跃未

婚青年文化生活，拓宽青年沟通交流渠

道，关注青年需求，帮助广大青年搭建诚

信度高、公信力强的交友平台，提高婚恋

成功率。

■召开团区委八届二次全体（扩大）会
议　２月８日，共青团宝山区第八届二
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学习贯

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市委九届十七

次全会、区第六次党代会、团中央十六

届五中全会和团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

精神，总结２０１１年各项工作，明确２０１２
年主要任务。区委副书记袁鹰出席会

议并讲话。团区委第八届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区属基层团组织负责人，“两

新”团组织代表和团区委机关全体人员

参加会议。团区委书记李远锋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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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常委会作题为《密切团青关系，广

泛凝聚青年，引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全面

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而共同奋斗》

的报告。

■召开《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二五”规
划》调研座谈会　３月６日，《上海市青
少年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调研座谈会在宝山团区委机关召

开。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副主任张

晓颖、上海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综合处

处长胡?出席会议，宝山、青浦、杨浦、普

陀、嘉定、崇明等区县团组织分管副书记

及权益部负责人参加座谈。胡?布置社

区办全年工作重点，并解读《规划》实施

意见征求稿，各区县围绕《规划》实施意

见及青少年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建设展开

讨论，张晓颖对贯彻落实《规划》提出指

导建议。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梦想启航”邮轮嘉年华活动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 摄影／蔡　康

■共青团上海市委调研宝山共青团工作
　３月２９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夏
科家，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姚强等到

宝山调研指导共青团工作，区委副书记

袁鹰会见夏科家一行。团区委书记李远

锋汇报宝山共青团在开展驻沪（宝山）

团建和基层团组织建设方面的主要做

法，介绍年内重点工作设想。河南省驻

沪团工委、重庆市驻沪团工委、福建省宁

德市驻沪（宝山）团工委的有关负责人，

以及月浦镇、高境镇、友谊路街道的团组

织负责人分别围绕加强驻沪（宝山）团

建、街镇团组织格局创新等主题进行

座谈。

■举行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９０周年暨“五四”运动９３周年主题活动
　５月２日，宝山各界青年举行纪念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９０周年暨“五
四”运动９３周年主题集会。上午，区委
书记斯福民，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区

政协主席丁大恒，区委副书记袁鹰，区委

常委、副区长周德勋接见“市青年五四奖

章”“市优秀共青团干部”“市优秀共青

团员”“区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及各界

青年代表，并合影留念，区委副书记、区

长汪泓致贺电。斯福民代表区四套班

子，向全区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

节日的问候。下午，在宝山电视台演播

大厅举行以“唱响青春，魅力宝山”为主

题的宝山青年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９０周年暨“五四”运动９３周年主题
集会，区委副书记袁鹰、共青团上海市委

副书记王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诗

杰、区政协副主席王兆钢等出席。各街

镇、委办局的分管领导以及４００余名来
自全区各界的青年代表参加。会议对获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上海市优秀共

青团干部”“上海市优秀共青团员”“宝

山区青年五四奖章”的先进青年集体和

个人进行表彰，并为６支区青年志愿服
务队授旗。

■开展２０１２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青
年主题系列活动　５月２４日，２０１２上海
吴淞口邮轮嘉年华青年主题活动之梦想

启航———“青年与邮轮”创新主题论坛，

在“东方之睛”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码头举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邮轮经济

专业师生代表等，围绕宝山青年在邮轮

经济发展中如何找准自身定位、提高能

力素质、积极探索创新等展开讨论。６
月３０日，由团市委、市青联、宝山区政府
共同主办，区滨江委、团区委承办的青

年主题活动———“走进宝山·共话邮

轮”活动在区政府第一会议室举行，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区委副书记袁鹰，

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区委常委、副区

长周德勋出席。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

介绍宝山滨江开发建设和邮轮经济发

展情况，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讲话。

会前，与会青年实地参观吴淞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滨江绿

带等滨江建设亮点。同日，“梦想启

航———２０１２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闭
幕式暨‘邮轮港之夜’青年主题晚会”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行。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中华全国总

工会原副主席倪豪梅与宝山区委书记

斯福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宗明等共同

启动宝山“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创

建活动。

■实施扶持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计划
　５月２５日，由区人保局和团区委主办、
区就业促进中心承办的以“关注青年，关

注未来”为主题的宝山区青年就业“启

航”计划启动仪式举行。区委副书记袁

鹰，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共青团上

海市委青工部部长刘刚，上海市就业促

进中心副主任顾国萍等出席。出席领导

向青年代表赠予促进就业政策礼包，并

为区首批“启航导师”颁发聘用证书，向

６家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代表授赠代
表“启航”的舵盘。“启航”计划首场招

聘会暨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青联委员企业家
专场招聘会在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同时

举行。２４家企业提供招聘岗位 ６３０余
个，行业涉及钢铁制造、仓储物流、电子

电器、百货商贸等，共吸引８９０余人参加
面试，意向录用２９０余人。

■开展青年文化体育工作　５月２６日，
由团区委、区体育局共同主办，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协办的“活力青春，健康宝山”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青年运动会在宝山体育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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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行，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未

晚、宝山区副区长陶夏芳出席开幕式，来

自全区各系统条线的１５００余名青年参
加运动会。８月９日，团区委、区青联联
合友谊路街道、区委党校在区委党校举

行“世界经典电影音乐剧音乐会———上

海轻音乐团赴宝山专场音乐会”，来自全

区８００余名团员青年、青联委员和宝山
市民观看音乐会。１１月 ８日，团区委、
区青联在区文化馆举行“听 ８０后说相
声———相声会馆宝山专场演出活动”，来

自全区６００余名团员青年、青联委员和
宝山市民参加。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团区委举办听８０后说相声专场演出 团区委／提供■举办区团干部和青年干部（青联委
员）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　７月３日，由
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团区委共同主办

的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共青团干部和青年干
部（青联委员）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在

区委党校开班，４６名来自全区各基层团
组织、驻沪（宝山）团工委的团干部和青

年干部（青联委员）参加为期 ４天的培
训。培训班采取专题讲座、小组讨论、主

题论坛、联欢会、团队拓展、参观考察等

形式开展。

■召开团区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
议　８月１４日，团区委召开八届三次全
体（扩大）会议，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

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９０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市

第十次党代会、区委六届二次全会、团

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精神，总结上半年

共青团工作，明确下阶段主要任务。团

区委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区

属基层团组织负责人，“两新”团组织代

表，驻沪（宝山）团工委负责人和团区委

机关全体人员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

袁鹰出席会议并讲话。团区委书记李

远锋代表团区委常委会作题为《贯彻

“五四”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团的工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的报告。

■开展共青团与政协委员“面对面”活
动　９月７日，团区委与部分政协委员
以“来沪青年社会融入及学龄青少年关

爱”为主题开展“面对面”活动。区政

协副主席王兆钢、团区委书记李远锋出

席。团区委从来沪青少年工作背景、如

何服务来沪职业青年群体发展、如何关

爱来沪学龄青少年群体成长以及如何

维护来沪青少年群体合法权益四个方

面向委员们介绍宝山区来沪青少年工

作现状。

■开展重阳节“敬老爱老、构建和谐”主
题团日活动　团区委在重阳节期间开展
“敬老爱老、构建和谐”主题团日活动，

共筹集价值３万元的慰问礼品，重点支
持和鼓励４５家区属基层团组织开展关
爱老人集中行动。向驻沪（宝山）团组

织提供慰问物资，帮助来沪老年群体，直

接慰问和服务老人超过６００人。组织青
年志愿者到杨行敬老院为老人提供医疗

义诊服务，组织老年人参观宝山国际民

间艺术博览馆、顾村公园等。团区委机

关工作人员走访部分街镇居委会，为老

人送上节日祝福。

■开展２０１２年双拥国防知识竞赛　１１
月～１２月，区双拥办、区文明办、团区委
共同举办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军民共建双拥
国防知识竞赛，共分初赛（闭卷笔试）和

现场决赛两个阶段。１２月２５日，双拥国
防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海军

９２６８１部队礼堂举行。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杜松全，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治委

员郭孝喜出席。参加竞赛单位的分管领

导、海军９２６８１部队官兵代表共 ５００人
参加决赛活动。竞赛吸引全区１２家街
镇和有关委办局等１８家单位组队参加，
区城管执法局代表队获一等奖，淞南镇、

友谊路街道代表队获二等奖，区人保局、

杨行镇、高境镇代表队获三等奖。

■启动《宝山区共青团志》编纂工作
　《宝山区共青团志》旨在为宝山共青
团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和借鉴，

服务新时期共青团工作的开展，编纂工

作于１２月启动，计划著录１９４９年建国
以来的宝山共青团工作史料，重点为

１９８８年宝山建区以来的共青团工作资
料，将宝山共青团发展历程、重要工作和

数据记入志书，计划于２０１４年“五四”青
年节期间印刷出版。

■召开少先队宝山区第八次代表大会
　１２月１７日，少先队宝山区第八次代表
大会召开。区委副书记袁鹰，团市委副

巡视员、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副区

长陶夏芳，区人大副主任倪诗杰，区政协

副主席王兆钢出席。全区各有关单位的

负责人与来自宝山区各中小学的５００余
名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

工作者参加会议。会上表彰宝山区“星

星火炬奖章”获得者、“十佳少先队员”

“十佳少先队辅导员”。大会通过新一

届区少工委委员名单，选举产生新一届

区红领巾理事会理事。 （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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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８个，
委办局（园区）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１８
个。年内紧扣“巾帼创新促发展、服务群

众促和谐”的主线，结合区情和妇女工作

实际，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各项工作取得

新实效。成立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宣讲团，举行系列报告会。与区纪

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区

“家庭助廉”座谈会暨 ２０１２年“廉洁文
化进家庭”启动仪式，推进“廉洁文化进

家庭”活动。开展“邻里一家亲———关

爱独居老人”服务活动，组织９１１名家庭
志愿者与４７６位独居老人结对，服务时
间达１１０００小时。举行第一届宝山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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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好夫妻”和十佳“好夫妻”评选活动，

在宝山电视台、宝山报等媒体上宣传报

道十佳“好夫妻”事迹。开展阳台菜园

试点工作，举办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

“巾帼大学堂”推出集文化教育、法律法

规、医疗保健、艺术鉴赏于一体的菜单式

服务，共举办系列讲座５２场，参与人数
５９８５人次，其中来沪女性１１９５人。召开
宝山区“平安家庭”创建推进会，表彰王

长江等１００户“平安家庭”示范户和陆禄
等２４名创建活动优秀组织者。与团区
委共同参与由顾村公园主办的“花为

媒”———上海樱花节主题交友活动，为百

名未婚青年搭建认识互动与深入交流的

桥梁。参与上海市十佳农家游戏评选活

动，报送的 ３个农家游戏入选“十佳”。
年内在《解放日报》《新闻晚报》、东方

网、《上海妇女》等媒体上刊发新闻报道

１４７篇，在上视新闻、宝山电视台播出的
新闻、专题４７条，累计播出时间３００多
分钟。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上海市妇联主席焦扬到宝山调研 区妇联／提供

■开展“三八”节宣传系列活动　举办
“十个一”系列活动。３月６日，在宝山
电视台举行以“魅力女性·活力宝山”

为主题的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１０２周年大会，表彰全国妇联基层组织
建设示范单位、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上海市优秀女企业家、

上海市巾帼创新奖提名奖暨上海市三

八红旗手标兵、上海市“十佳巾帼”创新

新锐等优秀女性和优秀女性集体、１００
对宝山区第一届“好夫妻”和１０对“十
佳”好夫妻；授予 １２名街镇主要领导

“宝山区‘妇女之友’”称号。在《宝山

报》制作宣传专版，展示区妇联的亮点

工作，区委书记斯福民在报上向全区妇

女发表《节日贺信》。３月 １２日，在上
海影城组织处级女干部“庆三八”活动。

举行 “巾帼风采”及“十佳好夫妻”事迹

展。与区委组织部走访慰问宝山区 ５
家援外干部家属。在大场镇聚丰园路

沃尔玛广场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周大型

咨询”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９４９６份，接
待咨询３１６１人次。在新长江大酒店召
开老妇女干部“回娘家”恳谈会。走访

慰问４７名历届老三八红旗手，送上节
日祝福。举行一项维权专项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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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３件。其
中，涉及婚姻家庭权益的案件３３３件，占
４４２２％；涉及财产权益的案件 １７４起，
占２３１１％；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１８件，
占２４％。开展各类维权活动，会同区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区总工会女职工委

员会开展维护女职工劳动权益专项检查

活动，共抽查用人单位１７户，涉及职工
３７７９人，其中女职工２２３１人。联合工商
宝山分局、区质监局对全区儿童食品用

品市场开展专项检查，检查儿童食品用

品市场经营主体６２５户，共出动执法车
辆３５车次，派出执法人员１０６人次。区
“家好月圆”婚姻家庭工作室开展离婚

劝和疏导工作，接待咨询３８８８对，为前
来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妇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１７８０对，提供离婚劝和服务 １６２对，
劝和成功８７对。在区法院成立区婚姻

家庭纠纷调解室和妇女儿童维权合议

庭，调处家庭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推进

诉调对接，及时化解涉及妇女儿童权益

争议的案件，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年内，区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共调处各

类婚姻家庭纠纷１７９件，调和５２件，当
事人撤诉４５件，调撤率５４％。区妇女儿
童维权合议庭共结案６６０件，其中判决
３０１件，占４５６％；调解１８２件，撤诉１７７
件，调撤率５４４％；引用新《妇保法》判
案５７件。在全区 １２个街镇建立 ２９３０
名“热心妈妈”信息预警员队伍，延伸载

体，拓展功能，及时疏导化解矛盾，维护

社会稳定。联合区综治办、司法局转发

《关于依托街镇综治中心加强基层妇女

维权工作的意见》，在各街镇综治中心设

立“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拓展“来沪

妇女维权点”２３３个，深化信访接待、法
律援助、人民调解、心理疏导“四位一

体”的妇联维权职能。７月 １０日，市妇
联书记焦扬到宝山开展工作调研，对宝

山区妇女儿童维权工作予以好评。全国

妇联《妇工要情》刊登宝山区的工作经

验和做法。

■开展帮困和助学活动　２月２７日，举
行“宝山区妇儿关爱专项资金”成立暨

捐赠仪式，区女企业家联谊会成员和区

妇联机关全体干部捐助首批款项，共募

集资金２７９８万元。年内，“专项资金”
累计慰问生活困难的全国、上海市老三

八红旗手和困难妇女、困难家庭、准孤儿

等９８人次，发放慰问金４９万元。集聚
社会各方资源，共为２２４名患妇科重症
困难妇女、患病卧床的老“三八”红旗手

送去帮扶款 ３０８６万元，为 ６２名准孤
儿、单亲困难家庭儿童送去帮扶款４１５
万元，为１７１名困难家庭学生送去助学
款２６０２万元，共计人民币６１０３万元。
元旦春节期间，全区４０１个“妇女之家”
组织社区妇女编织２０００余条“玉兰芬芳
·爱心围巾”，将姐妹的关爱之情传递给

困难家庭。“六一”节期间，在区女企业

家中发出为困难家庭准孤儿找“妈妈”

的倡议，从２０多名报名的女企业家中挑
选１２名女企业家与准孤儿结对，进行
“一对一”帮扶。做好对患病困难妇女

儿童的综合帮扶工作，共为５１名重症困
难妇女儿童送去帮扶救助款 １０１９万
元。联合区邮政局在全区开展以关爱贫

困母亲为主题的“母亲邮包”捐赠活动，

定向捐赠给内蒙古、贵州和四川都江堰

地区的贫困母亲。全区共募集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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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６万元，认购 １００元的贴心包 ９３４８
份，２００元的暖心包８５６份，名列全市募
集额第一位。１１月２３日，区妇联主席陆
春萍代表上海参加由全国妇联、中国妇

女儿童基金会举办的“让母亲温暖过

冬———我们一起送邮包”活动的启动

仪式。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　年内落实“两病
筛查”（妇科病、乳腺病筛查）区政府实

事项目 ４４８５６人，完成全年任务的
１４９５２％。为１１名患妇科肿瘤的困难
妇女进行跟踪助医，其中为２名重症妇
女申请“姐妹情”帮困项目，提供慈善救

助。高温期间，区委常委、副区长、区妇

儿工委主任周德勋到基层筛查点专程

看望慰问医护人员。推进“百万家庭低

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市政府实事项

目，举办工作推进会暨宝山区“巾帼大

学堂”绿色低碳专场讲座。组织 １２６０
人次观看大型滑稽戏《搭界不搭界》，将

低碳理念融进文化元素。与区文明办、

区教育局、区科委、区环保局等在全区

３０所中小学开展“垃圾分类我能行，争
做环保小达人”主题实践活动，参与学

生２４２５人次。５月 ２０日，联合区早教
中心组织社区 ０－３岁幼儿家庭举办
“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行”亲

子活动，２０户家庭约６０余人参加活动，
在游戏中向家庭、社会传递低碳、绿色

环保理念。

■组织建设和培训　（１）组织开展居
（村）妇代会换届选举工作，全区３７４家
居（村）委会班子中有女性的达 ９８％，
妇代主任进“两委”达 １００％。与区民
政局联合下发《关于本区做好居（村）

妇代会与居（村）委会同步换届选举工

作的意见》，指导基层有序开展换届工

作。召开居（村）妇代会换届选举工作

动员会，举办专题培训，建立基层工作

联系制，召开工作推进会。完成居（村）

妇代会与居（村）委会同步换届工作，做

到无一例上访和信访件。（２）根据沪委
发【２０１１】２２号《关于加强和改进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工作，做好新

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意见》的要求，

推进在党政机关、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

建立妇女工作委员会。年内在区文广

影视局、经信委、农委、体育局、城市工

业园区、民政局、人保局、国资委、公安

宝山分局、水务局、宝山工业园区、司法

局、房管局等 １３家单位成立妇女工作

委员会，拓展妇女工作领域。（３）做好
优秀女性人才储备工作，推荐２名处级
女干部参加市委组织部、市妇联联合举

办的第３期女性人才开发专题培训班。
（４）与区委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委、区
委党校、区工商联联合举办宝山区第四

期“两新”组织女性人才培训班，３９名
“两新”组织副总以上女性管理人才参

加培训。（５）在女企业家联谊沙龙的基
础上，成立宝山区女企业家联谊会，有

会员３８名。（６）开展社区女性文体团
队摸底调查，全区现有 １０人以上女性
文体团队共有 ３９３支。组织区女性文
体团队骨干参加“第五期上海市社区女

性文体团队负责人培训班”。

■开展“知心妈妈”结对安抚工作　开
展“白玉兰开心家园———知心妈妈”工

作，形成 “妇联牵头、部门联动、专家督

导、志愿者参与”的工作模式。“知心妈

妈”工作对象１３人，年龄最大的８２岁，
上访时间最长的达 ２０年，主要诉求涉
及动迁安置、医疗事故、入上海市户籍、

邻里纠纷、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知

心妈妈”团队疏导劝解和各方协作，有

３人结案。与区信访办联合下发《关于
开展部分女性信访人员结对安抚暨“白

玉兰开心家园”项目的工作实施意见》，

组建区级“知心妈妈”工作指导（督导）

小组。按照《工作手册》要求，建立基础

台账，规范有序推进安抚工作。建立信

访联动机制、协同调查机制、联席会议

制度和专家督导机制，推进化解工作。

实行情况周报制，编发《情况专报》１５
期，及时反馈工作进展。在全区开通

“知心妈妈”服务热线，实行“知心妈妈

在身边、免费服务一线牵”的２４小时全
天候服务热线，免费为求助者提供政策

咨询、法律服务、信访代理、谈心沟通、

扶贫帮困、紧急救助等服务。市委办公

厅将“知心妈妈”项目的做法和经验编

入第１３２期《参阅材料》，得到上海市委
书记俞正声的肯定和批示。

■实施区妇女儿童“十二五”规划　 ５
月２４日，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召开
宝山区第一次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总结

“十一五”以来区妇女儿童工作，部署

“十二五”区妇女儿童发展的目标任务，

对“十一五”期间实施市妇女儿童发展

规划和市妇女维权工作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完成２０１１年度区
妇女儿童发展状况监测统计工作，从７

个领域的 ２５７项指标进行统计监测。
举办全区３３家委员单位的分管领导及
联络员参加的业务培训班，增强职能部

门的履职能力。开展就业创业培训，开

设女性招聘专场６场，近百家企业提供
岗位５２０个，成功就业 ７７人。与区双
拥办联合举办区“第１６届军嫂就业促
进会录用军嫂岗前培训会”，２４名军嫂
参加培训。举办居家养老护理培训班，

５１名就业困难妇女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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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区工委

会”）共有同学７人，最小８５岁，最大９５
岁。同学会成员大多身体状况较差，年

老体弱，行动不便。区工委会以服务黄

埔同学，在工作和生活中为他们排忧解

难，让他们安度晚年，及时为他们传递

各种时事和信息为目标，协助区委统战

部起到关心沟通、协调好黄埔同学之间

的桥梁作用。

组织学习活动。６月１４日，区工委
会组织黄埔后代及亲属近２０人召开学
习座谈会，传达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精

神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所作的工作

报告精神。结合黄埔同学会工作实际，

为行动不便的同学上门赠送胡锦涛在

中共“十八大”会议上作的《坚定不移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奋斗》报告单行本，让

同学们在家能够学习中共“十八大”精

神。结合区委“同心”思想活动，组织黄

埔后代参观上海玻璃博物馆，了解宝山

的新变化。

走访慰问。年内共走访同学９０人
次，发放慰问金 ２万余元（含市同学
会）。除每月常态走访外，坚持做到“冬

送暖、夏送凉”，坚持中秋、国庆、敬老

节、重阳节、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全覆

盖走访。特别是针对黄埔同学会困难

和病重的同学给予相对的照顾和补助。

春节前夕，分别为同学王象文、林松海、

杨炎德、李世中转发由市同学会发放的

帮困慰问金及重大疾病补助款。年初，

由区工商联牵头的“感恩行动”慰问金

送到同学王象文手中，使他感受到民营

企业家的关心。关心和帮助生病的同

学或者同学家属。同学葛天权家属生

病住院，区同学会帮助办理转院等手

续，并与区委统战部领导到医院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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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委会为每位同学支付全年安康通

费用、订阅《黄埔》杂志及《健康财富周

刊》。

５月１２日，为了却上年 １０月因病
去世的区工委会主委彭望?遗愿，同学

会与彭老家属一起参加上海市第 １９７
次海葬活动。

“８·１３”淞沪抗战纪念日，区工委
会组织黄埔同学及亲属 １０余人，参加
由中共宝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和淞

沪抗战纪念馆联合举办的祭悼仪式。８
月２３日，组织黄埔后代及亲属１０余人
到浙江千岛湖学习考察。１１月９日，中
国台湾地区原行政当局负责人郝柏村

到访宝山，在淞沪抗战纪念馆与部分淞

沪抗战老兵及子女进行座谈交流，黄埔

同学会同学葛天权、黄埔二代李鸿琳参

加，并合影留念。 （王丽华）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至
年末，宝山区有法律口径的海外华侨、

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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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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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侨联长
期服务对象有９８人（其中多数为早期
归侨）。

宝山侨联年内健全走访慰问机制、

联谊联系机制、信息畅通机制。全年走

访慰问侨界人士３００余人，送上慰问款、
慰问品累计８万余元。春节期间，区慈
善基金会有２万元助困款发放到困难侨
界人士及其家庭手中。组织全区３０余
名老归侨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

院参加体检。开展“迎新春、迎中秋、庆

国庆、敬老节”联谊活动、“老归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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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到崇明“侨爱心休养中心”参加疗休

养。牵头成立“侨界至爱”专项资金，并

募集首批 １２万元启动资金。举行 “侨
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活动，２００余
人参加。组织４００余名侨界人士看宝山
活动。全年组织各类报告会、学习交流

会１８次，参加人数９００余人，撰写论文
体会共１６篇。举办中共“十八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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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度召开一次基层侨联工作例

会。举办基层侨联干部培训班，为侨联

干部作辅导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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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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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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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件。加强信访工作，共接待
来信、来电、来访共计６０余人次，积极化
解矛盾纠纷。搭建维权护侨平台，进一

步做好侨联法律顾问团工作。开展海外

联谊，拓展新华人华侨工作领域，接待德

国、美国、悉尼等国家和地区的侨团侨领

到宝山参观考察。与常州市侨联、黄浦

区侨联进行友好互访，双方加强合作，互

通信息，交流经验，利用各自的海外交流

和合作关系渠道，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年内，区侨联获上海市统

一战线先进集体称号、市侨联信息工作

先进单位称号、市侨界体育运动会组织

奖。区侨联报送的调研文章获市侨联调

研报告三等奖。全年共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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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发布信息 ２００
余篇。

１月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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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领导和嘉

宾１００余人参加活动。３月６日，市侨联
党组书记、副主席沈敏等一行６人到区
侨联进行工作调研，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曹锡康陪同调研。３月７日，区侨联、区
台侨办联合召开“庆三八妇女节、话宝山

新发展”———宝山区女侨胞、女台胞座谈

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到会并

讲话，区侨联主席曹晋和、区侨联专职副

主席于波以及宝山区各行业的女侨胞、

女台胞代表共 ２０余人参加座谈。３月
２６日，举行台侨工作专题培训班，区委
常委、统战部长曹锡康出席并作动员讲

话，培训班邀请市侨办副主任陈文佳、政

策法规研究处处长余晓芳、市台办宣传

处常志康等领导分别作侨务和对台工作

报告。４月１０日，举行“侨界至爱”专项
资金捐赠暨援助项目启动仪式，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宝山区分会会长、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宝山区分会会长张培正等领导及爱心企

业代表、受助对象、侨界人士代表共６０
余人参加。４月２３日，由区侨联承办的

“相聚宝山、共谋发展”———“四区”侨商

会联谊活动举行，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曹锡康，市侨办经科处处长周宏等领导，

以及宝山、黄浦、松江、青浦等４个区的
５０余位侨商参加活动。４月２８日，区侨
联、农工党宝山区委、九三学社宝山区

委、友谊路街道办事处在区文化馆广场

联合举行“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

务活动，区侨联委员、各基层侨联分会班

子成员、侨界人士及居民代表等２００余
人参加活动。７月３１日，区侨联召开第
五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区侨联主

席曹晋和以及侨联委员共３０余人参加
会议，会议增补周觉新等４人为区侨联
第五届委员会委员。９月２０日，宝山区
“迎中秋、庆国庆”侨台界电影招待会在

宝山影院举行，侨台界人士１５０余人参
加活动，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到

场并讲话。１０月１６日，区侨联、区侨办、
市老年基金会宝山区分会、吴淞社区（街

道）办事处联合举办“滨江宝山新印象

·侨界人士看宝山”活动，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曹锡康，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宝

山区分会会长张培正等出席活动发车仪

式。１１月 １４日，区侨联举行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度侨界先进表彰会，表彰在侨联
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及

优秀信息员，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

康和市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杜宇平出席

会议并讲话。 （俞华斌）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３月２２日，召开
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区委副

书记袁鹰，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倪诗杰，区政协副主

席王兆钢，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

市青联主席钟晓敏等出席开幕式。区委

副书记袁鹰和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

上海市青联主席钟晓敏分别讲话。李远

锋代表宝山区青年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

作题为《勇担时代重任，凝聚青春力量，

为全面推进“五个好”现代化滨江新区

建设而共同奋斗》的工作报告。区八届

青联设置社会事业、经济金融、党政机关

等６个界别，共有委员２３７名。会议审
议并通过区青联会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选举李远锋为区八届青

联主席，并选举产生区八届青联副主席、

常委，为５４名八届青联荣誉委员颁发证
书。６月５日，参加上海市区（县）、行业
青联、市青联各界别结对共建座谈会。６
月３０日，组织全市各界青年参观吴淞炮
台湾湿地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滨江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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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等滨江建设亮点，并以“宝山未来发展

定位和邮轮港建设“为主题召开座谈会。

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团市委书记潘

敏，区委副书记袁鹰，区委常委、副区长

夏雨，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勋等出席活

动。８月 ４日，召开区青联八届二次主
席办公会，区青联主席班子听取秘书处

关于区青联上半年度工作情况、下半年

度工作规划、区青联秘书处工作制度和

工委会活动运行制度以及２０１２年拟增
补委员人选情况的专题汇报。８月 ３１
日，召开区青联八届二次常委（扩大）会

议，区青联主席、副主席、常委、工委主

任、副主任以及秘书长、副秘书长等５０
余人参加。“八一”建军节期间，区青联

慰问武警宝山区支队，共话“警地四联”

合作共建。９月 ２２日 ～２３日，组织区
青联荣誉委员及在宝山区的全国及上

海市青联委员，到浙江平湖市学习考

察。９月１４日 ～２１日，区青年代表团
到中国台湾进行为期８天的学习交流。
区青联主席、团区委书记李远锋，区青

联副主席、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雷飞，区青联副主席、上海宝

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晓远，随

区党政代表团到宝山区对口支援地区

青海果洛州进行学习考察，看望援青干

部，两位副主席郑雷飞和郑晓远分别捐

款１０万元，专项用于帮助果洛州少先
队组织筹建鼓号队。年内，区青联开展

排摸金融服务需求、“星期八小镇”亲子

活动、“心连心，手牵手”关爱残障儿童

庆“六一”活动、青联委员羽毛球培训

班、参观体验上海信息生活体验馆等活

动。区青联秘书处到闵行开展学习交

流。８月 ９日，第二工作委员会开展
《用幸福的心拥抱智慧和财富》讲座。５
月２４日，第三工作委员会开展“滨江青
年看亮点———走进顾村”活动。５月２３
日，第四工作委员会开展“滨江青年看

亮点”活动。 （刘　燕）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区青联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 团区委／提供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２０１２年，宝山学
联立足“学生为本”“服务至上”“管理自

动”“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打造“魅力

型”的宝山学联组织。年内，区学联组织

开展“我的青春我的团”团史穿越剧、

“青春·荣耀·使命”中学生辩论赛、

“青春不停步·永远跟党走”新团员入

团宣誓仪式、“寻找最美丽的心灵”宝山

学子志愿服务行动、“今天我们怎样学雷

锋”学子论坛等活动，举办“区第八期青

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书班”。区学

联注重搭建中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平台，

引导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开展“冬

日暖阳·青春暖心”———爱心兑兑换寒

假社会实践活动、暑期优秀高中学生挂

职锻炼等，鼓励中学生体验社会生活，参

与城市建设。注重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

围，推进中学生社团文化建设，通过开展

“中学生明星社团”评选、校园艺术节科

技节观摩等，丰富学生校园生活，促进各

校学生会的交互学习与交流。通过“学

联例会”“学子论坛”“互动联谊”等，指

导行知中学、吴淞中学、宝山中学学生会

开展校际交流活动，提高学联主席单位

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刘　燕）

■宝山区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宝山区
餐饮卫生管理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成立于２００２年，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
团体，由区内餐饮企业（包括相关的机

构、团体）自愿参加，业务主管部门为上

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登

记管理机关为宝山区社团管理局。协会

年内发展新会员４４家，至年末有会员单
位２３７家，比上年增加 ８７％。７月 ５
日，召开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完成协会

换届、章程修改等工作。由会员单位同

恒实业公司等３家企业发起，经区工商
联批准，经全体会员同意，成立区工商联

餐饮商会。选举产生４３人组成协会第
四届、商会第一届理事会。经理事会选

举产生新一届协会领导班子。年内，协

会围绕全区工作大局，突出食品安全主

题，加强自身建设，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１）以食品安全宣传为主题，提升行业
形象。组织宝山区餐饮服务业第三届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食品安全先进单位
创建，经自荐、各街镇协商推荐、监管部

门初审、实地走访抽查、区政府门户网站

公示、食药监分局审核等程序，５６家餐
饮单位被评为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先进

单位。承办食品安全知识竞赛，５２家会
员单位、１７０余人参赛，决出团体一、二、
三等奖和１８名个人优胜奖。（２）以食品
安全培训为重点，夯实管理基础。全年

举办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班４４期，比上年
增长 １３２％，培训学员 ２０９９人次，增长
３８３％，组织在线考试百余场，是上年的５
倍。培训合格率达８５％以上。（３）以信
息化建设为引领，促进协会发展。新建

协会网站，使用食品安全培训 ＩＣ卡。
《宝山餐饮》简报改版，增加信息量，优

化版面设计，请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宝山区书法家协会副会长马饮冰提写刊

名。（４）以服务企业为宗旨，体现协会
作用。继续推进公众责任险的宣传和投

保工作，１２８家会员单位投保，比上年增
加１４％。搭建协会、企业和政府部门交
流沟通平台，年内召开企业与政府部门

的座谈会３次，就资金、劳动用工、建立
良好经营环境、食品安全监管、无证餐饮

整治、餐厨垃圾整治等问题进行沟通。

（吴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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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业
■编辑　刘　娴

２０１２年４月６日，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徐乐江考察（江苏南通）宝钢氧化铁红综合利用产业化
项目基地考察 摄影／王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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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规格

最齐全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是

国有独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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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
末，员工总数为 １３０４０１人。年内，宝钢
深化变革、谋求突破。钢铁主业产业升

级和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广东韶关

钢铁有限公司正式进入宝钢集团，广东

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开工建设。上海地区

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启动，不锈钢体

系统筹策划与特钢竞争力改善逐步推

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宝

钢集团中央研究院成立，“低温高磁感取

向硅钢制造技术的开发与产业化”获

２０１２年中国冶金科学技术奖唯一特等
奖，“两片易拉罐用镀锡钢板的开发与应

用”获２０１１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先进高强钢开发、核电６９０合金 Ｕ形管
生产取得重要进展。领导人员任期制试

点基本取得成功，资产运营效率得到提

升，环境经营得到深化。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加强党支部建设，加强企业文化和

品牌建设，优化员工职业发展环境，促进

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２０１２年，宝钢利
润总额在国内钢企中排名第一，在全球

钢铁企业中排名第二，全年完成工业总

值（现行价格）３１３７５０亿元，工业销售
产值３１８００１亿元。资产总值 ４９８４３８
亿元，流动资产１７１９３６亿元，流动负债
１７９０４７亿元，资产负债率 ４４４０％，流
动比率 ０９６。营业总收入 ２８８２２６亿
元，营业成本 ２６３５０７亿元。销售费用
５０７２亿元，管理费用１５５２８亿元，实现
利润总额 １０４１５亿元，净资产收益率
２８２％。全年完成铁产量 ４１３４８７万
吨，钢产量４３８３２５万吨，商品坯材产量
４４１３６６万吨。年内，在美国《财富》杂

志发布的报告中，宝钢连续９年进入世
界５００强榜单，位列１９７位，为历年最高
排名，位列世界５００强钢铁企业第５位。
当选“全球最受赞赏公司”，位列亚太地

区排行榜第２５位，比上年上升７位，并
再次当选“金属行业最受赞赏公司”。

当选“２０１２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位列
第１０位，是钢铁行业唯一上榜企业。年
内，宝钢保持全球钢铁行业最高信用评

级，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家评级机构

分别给予Ａ、Ａ－、Ａ３，评级展望为稳定。
全年共申请专利２４４５项，授权专利１６８９
项。全年共对外捐赠约６４４０万元，第四
次获中国公益领域最高政府奖“中华慈

善奖”。

■“两片易拉罐用镀锡钢板的开发与应
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２月１４日，“宝
钢两片易拉罐用镀锡钢板的开发与应

用”项目，以其节能、环保及低成本等技

术亮点，获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该项目于 １９９８年开始自主

研发，历时１０年，开发出国内唯一的成
套ＤＩ材生产及两片钢罐制造技术，填补
国内空白，其制造技术及质量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限公司挂牌
　４月１８日，由宝钢集团和广东省国资
委共同出资组建的宝钢集团广东韶关钢

铁有限公司（简称“韶关钢铁”）挂牌，正

式成为宝钢集团的一员，步入新的发展

机遇期。这是宝钢推进“两角一边”战

略布局，实施跨区域重组的一项重大举

措，也是广东省钢铁产业升级发展的一

项重要成果。韶关钢铁１９６６年建厂，至
２０１２年已形成年产６５０万吨钢的生产能
力。宝钢集团将从资金、技术和管理等

方面支撑韶关钢铁改革发展，把韶关钢

铁打造成华南地区最具竞争力的优特钢

长材精品基地。

■重组广钢取得实质性进展　４月 １９
日，由宝钢集团和广钢集团共同出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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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５日，最高温度均达到３８摄氏度，宝钢钢管条钢事业部线材厂员工坚持作业
摄影／姜为强

建的广州薄板有限公司在广州揭牌成

立。这是宝钢重组广钢的第一个项目实

施主体，标志宝钢重组广钢取得实质性

进展。根据协议，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

司以现金出资，广钢集团以其持有的广

州ＪＦＥ钢板有限公司５０％股权出资，共
同投资设立“广州薄板有限公司”，并着

手在广州南沙建设第二条冷轧生产线。

■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开工建设　５月３１
日，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在湛江

东海岛全面展开建设。该项目是落实国

家关于钢铁产业发展方针，促进中国钢

铁产业淘汰落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铁 ９２０万吨、钢
１０００万吨、钢材９３８万吨，产品主要为热
轧薄板、热轧高强度板、普冷板、热镀锌

板、热镀铝锌板，主要面向汽车、家电、机

械、建筑、造船、集装箱、铁道、石化等行

业，计划于２０１５年建成投产。

■推进宝山地区钢铁业结构调整　７月
４日，上海市政府与宝钢签署合作协议，
正式启动上海宝山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

整工作。根据协议，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７年宝
钢将按照国家钢铁产业规划和节能减排

的要求，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

总方针，对上海宝山吴淞工业区的企业

以及罗泾生产基地进行调整。预计调整

后，上述企业将重点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发展

基地，上海地区将总量减少铁产能约

５８０万吨、钢产能约６６０万吨，相应减少

３００万吨标煤能耗。１０月３０日，宝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发布公告，审议通过《关于罗泾区域停

产及资产处置利用原则的议案》。宝山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结合上海宝山地区钢

铁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宝钢湛江钢铁项目

建设的契机，将罗泾区域由经济运行转

为停产，罗泾区域 ＣＯＲＥＸ（熔融还原炼
铁装置）资产及生产关键技术转移至更

具资源优势的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

限公司。

■宝钢集团中央研究院揭牌　９月 １０
日，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基

础上组建的宝钢集团中央研究院正式揭

牌，这是宝钢进一步整合优化研发资源，

对整体研发体系及运作机制进行的全新

变革，也是宝钢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

力、形成引领行业技术发展的研发能力

而实施的重大战略举措。作为宝钢技术

创新平台，中央研究院实行理事会领导

下的院长负责制，并聘请６名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学术委员会委

员，为宝钢的技术创新与未来发展提供

重大决策咨询。

■取向硅钢制造技术与产业化项目获冶
金科技奖特等奖　９月１１日，在北京召
开的２０１２年中国钢铁工业科学技术大
会上，由宝钢自主研发的“低温高磁感取

向硅钢制造技术的开发与产业化”项目

获２０１２年中国冶金科学技术奖唯一特
等奖。宝钢于 ２００８年成功生产出代表

世界钢铁业最高工艺技术水平的低温高

磁感取向硅钢，并实现稳定、批量生产。

至年末，国内使用宝钢高等级硅钢制造

的５００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大型变压
器数量达２２２台。宝钢取向硅钢先后通
过瑞士ＡＢＢ、美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
等世界著名公司的认证，产品出口至日

本、韩国、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等２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实现取向硅钢产品牌号全

覆盖，其中１０个牌号高等级取向硅钢产
品填补国内空白。该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２９项、实用新型专利 ４７项、技术秘密
４０５项，形成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

■汽车用先进高强钢批量供货　年内，
宝钢自己研发的、代表节能减排和汽车

轻量化技术发展方向的汽车用先进高强

钢向一汽轿车批量供货，标志着宝钢成

为全球唯一一家实现新一代经济型高成

形性超高强钢（第三代超高强钢）批量

稳定供货的企业，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

一家同时可以工业化生产第一代、第二

代和第三代全系列超高强钢的钢铁企

业。２００２年，宝钢开始研制开发超高强
钢。２００９年，国内首条超高强钢专用生
产线在宝钢投产。宝钢独创一种多功能

柔性化的高强度薄带钢专用产线和研发

平台，首建世界最高冷速的冷轧薄带钢

连续热处理机组。宝钢研发的新一代汽

车用先进高强钢———ＱＰ９８０ＣＲ（淬火延
性钢）在保持较高强度的同时，塑性良好

且经济性佳，能进一步满足用户的深加

工要求，有显著的产业化优势和市场竞

争力，被称为第三代超高强钢中应用性

最强的钢种。

■６９０合金Ｕ形管首次用于核电机组
　９月２５日，由宝钢制造的６９０合金 Ｕ
形管在防城港核电１号机组１号蒸发器
上成功实现穿管，这是核电６９０合金 Ｕ
型管国产化以来在中国核电机组上的首

次安装应用。核电蒸汽发生器用６９０合
金Ｕ型管是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使用的
关键特殊材料，代表当今国际核电用管

制造的顶尖水平，此前只有法国、日本和

瑞典三国企业有能力生产。

■获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１１月
１９日，宝钢获“２０１２年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称号。作为首批被列入国家

“创新型企业”试点的中央企业，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宝钢共有６项科技成果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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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科技进步奖，专利数以每年２０％的比
例递增，申请专利排名行业第一。在重

点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以高磁感取向硅

钢和超高强汽车板为代表的精品钢材在

国民经济发展中得到良好应用。

■宝钢海外市场拓展取得突破　年内，
宝钢主营产品海外市场占有率较上年有

所提升，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钢材产

品出口累计签约２５１万吨，出口比例保
持１０％以上。海外工厂、海外加工配送
中心建设和多元产业海外拓展取得突

破。宝钢在韩国的第一个直接投资项目

韩宝剪切加工配送中心开工建设。完善

国际化布局，资源产业海外网点达 １１
个。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进口哈萨克

斯坦铁矿资源突破３００万吨。金属包装
业务迈出海外发展第一步，越南宝钢制

罐项目建成投产。 （张文良）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概况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简称“宝
钢金属”）是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旗舰子公司，其主业（钢材延伸加工）是

宝钢重点发展的六大多元产业之一。宝

钢金属成立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８日，注册
资金４０５亿元，主营业务包括金属制
品、金属包装、工业气体、汽车贸易等，总

资产规模１０４９５亿元。２０１２年，宝钢金
属实现营业收入１１４７亿元，实现利润３
亿元。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底，宝钢金属共有
合同制员工２３０８人，外协员工２１０７人。

■包装业务经营业绩　年内，上海宝钢
包装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包装”）继续

优化现有经营，建设新项目，实现营业收

入２５７亿元、利润 １４５亿元。宝钢包
装由２００７年的３条生产线发展为２０１２
年的１３条生产线，并形成印铁、制罐、制
盖布局合理、配套齐全、协同发展的完整

体系，印铁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一，两片罐

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三，是中国金属包装

行业的领军者。印铁改善产品结构，非

饮料罐销量大幅提升，两片罐钢、铝并

进。罐、盖协同，产品结构和产业链进一

步完善，啤酒、茶饮料等市场占有率稳步

提高，客户结构得以优化。越南制罐有

限公司克服海外建设和制造的诸多挑战

和困难，项目完全受控，成功建成。

■气体业务经营业绩　上海宝钢气体有
限公司（简称“宝钢气体”）于２００８年起

步，至２０１２年，成为国内数百家气体公
司中的第六大力量。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９２亿元、利润９７１２万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４７％和５６％。全年管道气销量１４７
亿标准立方米，增长４倍多，液体销售成
长迅速，特别是终端客户比例大幅度提

高，高层次的应用技术服务，保证战略客

户的忠诚和高附加值。宝闵气体、陕西

气体等重大项目陆续进入生产调试阶

段。同时，获得上海宝闵工业气体有限

公司６６０００牛立方米／小时空分项目、昆
山宝盐气体有限公司３８０００牛立方米／
小时空分项目、南京宝化气体有限公司

二氧化碳项目等新项目。创新成长方

式，收购上海焦化有限公司空分资产项

目，优化华东区域销售网络，成为华东地

区最大的液体产品供应商；收购常州申

联天辰氢气有限公司、基量标准气体有

限公司，发展氢气和标准气业务，产品结

构进一步丰富。４月，一氧化碳制乙醇
商业实验工厂建成，经过半年运行，转化

率、酒精浓度等指标达到并超过设计值，

并通过国家能源局技术鉴定，步入产业

化阶段。建立三系合一（质量、环境、安

全）的管理体系，梳理采购、液体销售等

核心流程 １９个，年内企业资源计划
（ＥＲＰ）二期顺利上线。

■金属制品业务经营业绩　金属制品板
块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５０３８亿元。完成
线材制品和型材的商业策划，聚焦汽车、

工程机械行业发展需求，向高端、高强产

品转型，进步明显。（１）江苏宝钢精密
钢丝有限公司（简称“宝钢精密钢丝”）

首批钢帘线通过客户送样认证，切割钢

丝实现批量供货。与钢铁主业协同推动

切割钢丝盘条开发，实现拉拔８０００公里
不断丝，模拟切割１００公里不断丝。（２）
南京宝日钢丝制品有限公司（简称“宝

日钢丝”）立足现场，精益管理，强化市

场营销和服务，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达

８２％。（３）上海宝钢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简称“宝钢金属贸易”）强化客户服务，

推动深加工业务，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

（４）宝钢集团南通线材制品有限公司
（简称“宝通制品”）扩大镀锌钢丝销量，

加快推进弹簧钢丝项目。（５）上海宝钢
型钢有限公司（简称“宝钢型钢”）客车

用高强方矩形管实现批量试制，并向宇

通客车小批量供货。

■汽车贸易业务经营业绩　２０１２年，上

海宝钢住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简称

“宝钢汽贸”）精简组织，变革激励机制，

强化管理，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有所改善，

行业排名有所提高，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０３４亿元，新车销售台数１０２万辆，比
上年增长２％，延伸服务利润实现２４５３
万元，增长２５％，维修入库１２３万台次，
增长１２％，实现售后收入１５１亿元，增
长９％。售后满意度显著提升，其中上
海宝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服务满意度

在７月、８月、９月连续３个月排名全国
前２５％。

■优化体系管理　（１）全面使用成熟度
平台，从职能分配、文件管理、流程管理、

质量体系、风险管理５个方面对１３家子
公司开展体系能力评估，比较客观地反

映子公司体系管理实际状况，并就诊断

出的关键问题落实整改，为后续实施分

类管理提供依据。（２）强化流程管理。
完善投资并购流程，积累风险评估要点；

建立新业务投资决策流程，完善工作机

制；制定建设工程若干设计技术规定，编

制项目现场施工管理要点，指导工程项

目规范实施；完善废品管理制度，优化处

置模式，提高经济效益；建立档案管理体

系，规范全公司档案管理。

■重视科技发展　（１）加大科研投入，
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工作。研发（Ｒ＆Ｄ）
投入率１２９％。专利申请总量３６件，其
中发明专利１１件。科技政策利用受益
额１７１６万元，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年内
被评为“中国钢铁工业科技工作先进单

位”。（２）研发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
先后成立热轧板带应用技术联合研究中

心、高等级线材制品联合研究中心、金属

包装联合实验室，上海金属包装材料及

制品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有序推

进，中科院—宝钢—朗泽生物能源三方

研发中心顺利筹备中。（３）科研成果显
著，技术应用有效。宝钢气体被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宝钢金属“两片易拉罐用镀

锡钢板的开发与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宝钢包装“ＵＶ无底彩印
铁”和宝钢型钢“塔机专用冷弯方管”被

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高等级线材及型材一贯制制造技术与

产品开发”获宝钢集团重点科研项目立

项，并获资金支持。“钢制两片光亮罐产

品开发”和“隐形全息水印防伪技术”等

项目获政府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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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项目进展顺利　１月，成都宝钢
制罐有限公司仓库项目建成使用。２
月，南京宝日钢丝制品有限公司热处理

炉改造项目投产。４月，宝翼、成都、佛
山、河北四家制罐公司２０６改２０２项目
全部改造完成。４月，乙醇示范工厂项
目建成，１０月通过国家能源局技术鉴
定。８月，武汉宝钢制罐有限公司２０６改
２０２项目投产。９月，上海宝钢制盖有限
公司（简称“宝钢制盖”）二期项目投产。

１０月佛山宝钢制罐有限公司、上海宝翼
制罐有限公司复线项目投产，越南制罐

项目投产，武汉印铁项目开工。１１月，
宝钢型钢高强钢项目，南化氩系统改造

项目开工。１２月，宝钢精密钢丝一期项
目投产，成都制罐钢改钢铝两用线项目

开工，上海焦化气体项目具备投产条件，

宝鸡气体项目进入调试阶段。年内，河

北制罐仓库、宝钢制盖三期、常州宝氢天

辰扩建（一期工程）、合肥４００ＴＰＤ液化、
昆山宝盐空分、宝通油回火和宝友奥迪

迁建项目均获宝钢金属董事会批准。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青年“啄木鸟先锋队”开展标准化作业巡检 摄影／翁　蔚

■推进星级工厂管理　深化星级工厂建
设，进一步突出现场持续改进，员工自主

管理和安全、节能、环保、物流、设备及关

键指标等全面改善。通过星级工厂建设

实践和经验总结，形成由标准体系、目标

体系、评价体系等３个方面构成的星级
工厂管理体系。坚持职能指导与自主实

践相结合，通过计划引导、现场指导、过

程跟踪等闭环管理方式，推进现场区域

自订标准、自主改善、自我评价。深化专

家评价体系，加强优秀案例提炼，推进相

互学习和共同提高。２０１２年，三星级工

厂占比１２％，四星级工厂占比 ５６％，成
都宝钢制罐有限公司、河北宝钢制罐北

方有限公司、南京宝日钢丝制品有限公

司３家工厂达到五星级。创建星级工厂
管理模型，建立持续改进的长效机制。

“星级工厂管理模型创建与应用”获得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二等
奖。 （高艳萍）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

■概况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宝钢工程”）是宝钢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２８２０４２
亿元，总部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克山路

５５０弄７号楼。宝钢工程前身为成立于
１９９９年８月的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金为６３４亿元）。宝钢集
团为整合宝钢内工程技术业务和资源并

形成产业优势，于２００９年８月成立宝钢
工程技术委员会，同年１２月，原上海宝
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更名为“宝钢工程

技术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 ４月 １６
日，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举行揭

牌成立仪式。宝钢工程拥有工程技术事

业部，下设冶炼、轧钢、环资、焦化等专业

事业部，还拥有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协同发展）（简称“宝信软件”）、宝

钢钢构有限公司（简称“宝钢钢构”）、上

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

“宝钢技术”）、常州宝菱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简称“宝菱重工”）、宝钢苏冶重工

有限公司（简称“苏冶重工”）、上海宝钢

铸造有限公司（简称“宝钢铸造”）、宝钢

集团常州轧辊制造公司（简称“常州轧

辊”）、上海宝钢节能技术有限公司（简

称“宝钢节能”）、宝钢建筑系统集成有

限公司（简称“宝钢建筑”）、上海宝华国

际招标有限公司（委托管理）、上海宝钢

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等 １０多家子公司。
经过资源整合，宝钢工程已经形成工程

技术、ＩＴ技术、装备制造、钢结构、钢铁技
术服务五大传统业务板块，能源环保、住

宅钢结构和轧辊新事业三大新兴业务以

及海外发展事业（简称“５＋３＋１”），具
有国家颁发的多项甲级资质和国（境）

外承包工程经营权。

２０１２年是宝钢工程转型发展承上
启下、深化变革、谋求突破的关键年。在

实质性推进“５＋３＋１”业务整合后，员工
队伍保持稳定，协同成果不断涌现，生产

经营稳中有升，全面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２０１２年，宝钢工程实现销售收入１６４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６％。开展海外营销
工作，新开辟墨西哥、菲律宾、蒙古、印尼

等市场，新增客户２９家，实现销售收入
２５亿元。安全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
千人工亡率为零，未发生较大生产安全

事故和火灾事故。年内，宝钢工程获“中

国钢铁工业科技工作先进单位”“中央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在第

七届国际发明展上获两金一银四铜，其

中《减压法粗苯蒸馏方法及其装置》《废

水回用膜组合处理工艺》２个项目获金
奖，“铁水预处理吹气赶渣辅助扒渣装

置”获全国冶金行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

一等奖；１３个工程项目获２０１２年度全国
冶金行业优秀工程设计奖。宝信软件获

得“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称

号，并获中国自主品牌软件产品收入第

三名。宝钢钢构申报的“钢结构制造数

字化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获“２０１２年度
中国钢结构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首

席专家贺明玄获“２０１２年度钢结构杰出
人才奖”。宝钢技术技能专家杜国华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工程技术板块　２０１２年，工程技术事
业部加强营销、技术、项目三大管理体系

建设，扩展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ＡｓｉａｎＳｔｅｅｌＧｒｏｕｐ
Ｃｏ，Ｌｉｍｉｔｅｄ、台塑河静兴业钢铁责任有
限公司等客户，完成重点项目签约。八

一钢铁１５０吨转炉、韶关钢铁连铸大棒
等重大项目顺利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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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技术板块　２０１２年，宝信软件继续
巩固成熟市场，成功开拓资源、有色、化

工等非钢市场，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宝

钢股份９６７２信息系统、柳钢集团罩式炉
群、１２号线机电监控系统等项目稳步推
进。搭建宝钢云计算中心罗泾机房基础

环境，对外提供云服务。与西部矿业、申

通地铁、台湾舜亿等组建合资公司，开拓

非钢业务。行业地位、品牌形象得到进

一步提升。

■装备制造板块　（１）宝菱重工在新能
源、环保、有色、化工、橡胶、塑料、造纸等

多个产业均有涉足，圆盘剪、平整机、重

卷机组等 ＥＰ（设备成套总承包）总包能
力获得突破，实现从纯粹制造向机组设

计成套供货的飞跃。（２）苏冶重工巩固
战略客户合作关系，开发新市场，减速

机、齿轮等产品向建材、水利等市场转

型。（３）苏州大方特种车股份有限公司
成功研发各类运输车辆，创新高架桥节

段拼装工法，完成微电控制器、传感器、

显示器的欧盟标准认证并开始商业化推

广。（４）宝钢铸造全流程梳理操作工序
和生产环节，改进产品质量，策划转炉水

冷炉口“设计 ＋制造 ＋服务”解决方案，
转变营销模式。

江南轧辊员工为客户组装部件 摄影／陆非然

■钢结构板块　２０１２年，宝钢钢构成功
签约包括上海中心塔冠钢结构工程在内

的多个重点项目，继续巩固高端钢结构

供应商地位。与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新日铁住金工程技术株式

会社、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开

展多层面、全方位合作，构筑钢结构产品

的虚拟产业链。向上海建工集团转让股

权，实现上海建工集团钢结构供应体系

的归口管理。申报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成为“钢结构智能化制造技术

中试基地”。完成智能化立体车库商业

计划书，开发螺旋桩机器人焊接设备，筹

划成立上海力岱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推

进隔减震装置市场化。

■钢铁技术服务板块　２０１２年，宝钢技
术实验室咨询集成服务走向海外，耐材

全流程专业化服务实现“零”突破。优

化生产组织模式，保障主业生产稳定顺

行，用户满意明显上升。设备状态检出

率达 ９９１％，故障部位判定准确率达
９５２％，为主业经营贡献１６亿元，实现
服务钢铁主业整体价值最大化。形成设

备状态监测与诊断、专业设备可靠性服

务、全流程品质检验、设备备件制造、职

业环境监测５大模块化核心技术群。先
后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上海市创新

型企业等。

■能源环保板块　２０１２年，宝钢节能签
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ＥＭＣ）２２个，全
面完成年度经营目标。与农业银行和

浦东发展银行等 ６家银行探索产融结
合创新，探索试行 ＥＭＣ会计政策，满足
ＥＭＣ融资需求。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
电站的投资、建设与运营，两项工程获

“金太阳工程”补贴。完成韶关钢铁、德

盛不锈钢、东方特钢、湘潭钢铁的节能

咨询诊断，梳理出 １２３项节能潜力项
目。引进“核心、高端、成熟”人才，优化

人力资源结构支撑新业务快速发展。

与宝钢经济管理研究院、中央研究院、

人才开发院合作完成“宝钢节能产业发

展策略研究”。

■住宅钢结构板块　２０１２年，宝钢建筑
申报取得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

华东、成渝、沈阳市场为重点，先后承接

浙江省长兴市保障房和辽宁省沈阳市

辽中县全民健身中心等重大项目。设

计研发成果显著，建筑用钢量更加经

济。产融结合实质进展，华宝信托与宝

钢建筑同拓市场。与溧阳市人民政府

签署住宅产业化合作协议，计划创建国

家级绿色建筑产业园，打造产业化基

地，培育形成装配式住宅的业态集聚发

展模式。

■轧辊新事业　（１）常州轧辊开发“改
制辊特有的热处理工艺”、“轧辊修复的

前沿技术”，实现报废冷轧辊的循环再

生，加快 ３Ｒ新商业模式的项目落地。
（２）上海江南轧辊有限公司参与社会竞
争，取得兴澄特钢矫直辊整体维护业务

年度合同，从单一磨辊业务逐步走向与

辊轴类相关多元化业务的转型。（３）上
海科德轧辊表面处理有限公司配合宝

钢股份轧制工艺改进，降低生产成本，

积极开发外部新客户，取得良好经营

业绩。

■海外事业　全年实现销售收入２５亿
元。开展海外营销工作，新开辟墨西哥、

菲律宾、蒙古、印尼等市场，新增客户

２９家。

■招标监理业务　２０１２年，巩固开拓中
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计

研究院、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和西

部矿业西矿建设有限公司等战略客户，

提升市场份额，进入新市场，继续扩大品

牌及社会影响力。强化内部管理对于业

务的服务支撑作用，通过业务流程化、流

程标准化、标准数据化的建设，为客户提

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明确“综合性工程

建设咨询公司”的定位。

■技术创新成果显著　全年申请专利
３７３件，授权专利２９６件，软件著作权登
记２５件。７项成果获宝钢集团“技术创
新重大成果奖”。承担２６项政府科技计
划项目，实现政策利用收入１９４亿元。

３１１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被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钢铁工

业科技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工程技术创新　“高效 ＲＨ真空精炼
关键技术及工业应用”等４项研发项目
获宝钢集团“技术创新重大成果奖”。

组织开发冷连轧机设备，完成轧机三维

建模和力学计算。宝信软件全面启动

云计算业务，开展云管理平台关键技术

研究，开展物联网、车联网相关技术和

应用研究，完成移动应用集成平台产品

ｉＰｌａｔ４Ｍ研发。宝钢技术研发出高端带
钢产品在线质量监测系统，自主开发高

效节能润滑油和低成本高性能耐材。

宝钢建筑完成钢柱包覆两小时耐火时

限验证，在宁波钢铁项目中得到应用。

形成装配式楼板、墙板、节点等多项新

技术，工业化墙板及楼板装配技术在辽

宁省辽中县全民健身中心项目成功运

用。宝菱重工成功研制国内外首创的

新型中试轧机，具备冷轧 ＵＣＭ六辊和
热轧 ＨＣＷ 四辊轧制的功能，消化、吸
收、再创新地下卷取机、卡罗塞尔卷取

机设计技术，并应用于梅钢、马钢和宁

钢等产线。苏冶重工研制成功５３００千
瓦行星立磨主传动齿轮箱，ＳＨ／ＳＢ系列
通用齿轮箱实现产业化，ＶＢＰ／ＶＨＰ／
ＶＶＰ系列行星齿轮箱得到市场推广。
常州轧辊自主设计并制造国内首台整

体感应淬火设备。宝钢热工设备实验

（标定）中心投入运营，有效推动工业炉

新技术和新装备的应用。

■深化内部协同　年内，协同效应逐步
显现。工程技术事业部、海外事业部与

宝钢技术三方联动，获得台塑取制样项

目。信息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完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信息化规划，有序实施信
息化集群项目（ＢＧＦＳ、ＢＥＯＳ、ＴＥＤｓ、
ＢＳＭＳ、ＢＳＴＳ等），ＴＥＤｓ系统在项目全成
本管理等方面取得进展。国际化经营

方向逐步清晰，在越南、印度建立子公

司，派驻海外代表，扩大海外营销网络，

关注海外新技术，推进外部寻源和收购

兼并等工作。推进集中采购体系建设，

成立采购管理委员会，加快建设采购信

息系统，确保整体利益最大化。

■支撑湛江钢铁项目建设　成立湛江
项目指挥部，强化跨单元的项目营销、

合同执行、后勤保障的协同运作。各单

位按照“技术一流，质量最优”的要求，

优化设计方案，丰富合同模式，控制投

资成本。工程咨询部发挥专业优势，组

织完成第三版可研编制，组织审查初步

设计方案，修编发布《工厂设计统一技

术规定》。采购管理服务部精心策划采

购方案，实现招标比例显著提高，推进

集中采购，创新提升湛江工程设备采购

管理水平。工程技术事业部开展“多形

态地质构造特殊地基综合技术”“钢结

构建筑物抗风和防腐耐蚀技术”两大土

建科研和多个单元的工厂设计。宝信

软件完成信息化和 Ｌ２系统等总集成方
案。宝钢技术继续优化３项 ＢＰＯ（业务
流程外包）工程，５项 ＢＯＯ工程（建设、
拥有、经营，承包商根据甲方赋予的特

许权建设并经营某项产业项目，但是并

不将此项产业项目移交给甲方）的技术

方案，确定“专业化管理、区域化支持”

的运维管控模式。

■形成知识管理体系　探索实践“化繁
为简”的知识管理，聚焦核心业务和战

略业务，开展“经验知识化、知识标准

化、标准系列化、系列模块化”的系列推

进工作，形成具有宝钢工程特色的知识

管理体系，共计直管项目４４个，自管项
目１２６个，涉及产品开发、流程优化、新
技术应用、最佳实践推广、学习型组织

建设等５个方面。年度“宝钢工程供应
商管理优化”“ＲＨ工艺方案的标准化
和系列化”“ＭＥＳ产品化软件（ＢＭ２—
Ｍ）升级”“《专业监理作业指导书》的
编制与共享”等项目成效明显。

■推行平衡计分卡　全面组织各直属
单位的行政和党组织设计本单位党政

平衡计分卡的具体指标，并以年度绩效

目标责任书的形式签订并实施。多个

直属单位实现从组织的平衡计分卡

（ＢＳＣ）向员工的绩效指标（ＰＳＣ）延伸，
初步构建以员工职业生涯设计为核心

的成长驱动、从ＢＳＣ到ＰＳＣ为核心的业
绩撬动、以全面薪酬福利为核心的薪酬

牵引“三位一体”的员工成长和激励模

式。进一步将平衡计分卡与管理者绩

效评价挂钩，建立内部“赛马机制”，使

各利润中心管理者目标薪资及员工的

工资总额与组织绩效挂钩。

■推动员工发展　为员工办理住房补
充公积金，员工体检实现协力、返聘员

工全覆盖。实施职工“三最”（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问题信息周报制度，并

通过“进千个班组、访万名职工、服务职

工在行动”，多角度、深层次了解职工的

需求，努力解决职工的“三最”问题。初

步构建“大后备”核心人才工作体系，优

化核心人才库建设，启动后备人才３年
培养计划，形成涵盖“核心技术、核心技

能、项目管理、市场营销、经营管理”５
大类共２５２８人组成的核心人才库。推
进教学型组织建设，实施“协同、创新、

效率、能力”主题的管理者研修 ３次，
２７０余人次参加。发动各级组织“周周
讲”、“月月讲”，各级管理者和优秀骨

干上讲台，有效提升干部和员工队伍的

素质和能力。针对项目经理开展能力

强化培训，共计 ３３名项目经理结业。
加强营销人才队伍建设，启动“营销精

英养成计划”，共计 １２９人次参加专题
研修，项目管理和市场营销能力逐渐增

强。全年组织开展内外部各类培训

２５６０批次，５４７６９人次参训，人均学时
５６学时，使用教育经费共计 ２３７２２万
元，其中，７５％的教育经费用于一线
员工。 （周玉亭　谢　毅）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概况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宝
钢发展”）是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总部设在宝杨路 ８８９号，总注
册资本 ２６８４亿元。宝钢发展前身为
１９８６年９月成立的宝钢总厂企业开发
总公司，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更名为宝钢发展
有限公司。宝钢发展主要业务包括再

生资源综合利用、工厂物流、不动产管

理、生产作业、生活后勤、钢铁贸易等，

能够为钢铁企业及城市系统提供固废

资源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并为高端制造

企业提供工厂环境服务、工厂作业服

务、工业包装服务、工厂设施服务、综合

物流贸易、员工健康服务等一揽子解决

方案。宝钢发展设职能（业务）部门１２
个，下设１０个执行单元。至年末，公司
在册员工１４７８３人，其中在岗１２００５人
（不含岗位协力工）。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１６１亿元，完成利润０５亿元。

■编制《宝钢发展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发
展规划》　年内，宝钢发展规划发展部
完成《宝钢发展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发展
规划》编制工作。规划立足“从服务钢

铁到服务制造、从服务制造到服务城

４１１

钢铁业



市”转型，聚焦关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

的影响，关注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

业及城市矿产的发展机遇，关注重点产

业的市场竞争力；聚焦资源综合利用、

制造服务、不动产开发和物流贸易四大

业务板块，明晰业务定位、目标市场和

发展路径。根据规划，宝钢发展年内推

进江苏海门氧化铁红项目、宁波矿棉项

目及五丰塘综合利用基地项目、湛江粉

煤灰项目等，并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

长三角、泛珠三角和西南及国外拓展，

建设若干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和产业

基地。

■宝钢矿棉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揭牌
　６月，依托宝钢自主知识产权，由宝钢
发展、宁波钢铁和宝钢工程共同组建的

宝钢矿棉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揭牌成

立，注册资金４０００万元，是国内首个利
用热态高炉熔渣生产矿渣棉的钢铁废

弃物再生利用企业。该公司计划将建

设年产２万吨粒状棉中试生产线，以宁
波钢铁炼铁 １号高炉热态熔渣为主要
原料，实现热态高炉熔渣生产矿棉的产

业化运作和规模化发展，该项目计划于

２０１３年底实现热负荷试车。

上海宝钢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筒仓 摄影／王后贵

■宝龙建材环保节能改造项目开工　１２
月，宝钢发展下属宝龙建材有限公司固

废资源综合利用环保节能改造项目开

工。该项目计划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普通、特种干粉砂浆的产量，

分别形成每年３０万吨和５万吨的产能
规模，同时新建一条年产３０万吨钢矿渣
复合粉的规模，该项目计划于２０１３年７
月底建成。１２月，宝钢内河码头立磨生
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开工，该项目设计年

产能５６万吨，其中３万吨为高附加值超
细矿渣粉，计划于２０１３年年底建成。

■宝乐汇购物中心开工　７月，由宝钢
集团投资５８亿元、宝钢发展置业公司
负责管理、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承建的宝乐汇购物中心（原宝钢文化

中心旧址）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位于

牡丹江路、宝杨路交叉口，总建筑面积约

１０万平方米，地下两层地上六层，建成
后将成为集购物、餐饮、娱乐、服务、文化

和休闲于一体的宝山地区大型复合式生

活时尚中心。

■推进节能环保项目　年内，宝钢发展

加大节能、环保和固废利用项目推进工

作，当年计划投资 ２８１４７万元，已发生
２６２９３万元。主要实施的节能环保项
目有：内河码头场地道路整治项目、盘龙

钢渣堆场环境整治项目、固废厂外罗北

路堆场环境整治项目、昌新公司厂房封

闭项目、餐饮公司环保节能改造工程、宝

田ＩＤ风机永磁节能改造，开拓 ＡＯＤ上
料装置改造项目、宝磁公司天然气改造

项目。综合利用项目包括：宝钢氧化铁

红资源产业化项目、宝钢高炉矿渣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简称“宝田四期”），其中

宝田四期的建成投产，提高了高炉冶炼

废渣的综合利用量，年增加处理量６０万
吨。宝龙固废综合利用节能环保改造项

目和内河码头立磨生产线改造项目（简

称“宝田五期”）于１２月建设施工。

■锂电池实验室　９月，由上海宝钢磁
业有限公司负责筹建和管理，华中科技

大学和上海挚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

支持的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与华中科

技大学锂电池联合实验室正式揭牌。锂

电池亦称“磷酸铁锂电池”，是动力电池

的发展方向。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用

自身生产的高纯氧化铁红料粉，成功研

发和生产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

除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动自行车、电

动车等方面，其在小型电池领域（手机、

数码相机等电子电器、通讯设备和便携

式工具）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该实验

室位于公司大院内，拥有先进的研发设

备和人才。为正式进军磷酸铁锂电池正

极材料行业市场，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

司以锂电池实验室为研发基地，计划建

立一条年产１５０－２００吨磷酸铁锂电池
正极材料中试生产线。

■退出宝江燃气业务　６月，宝钢发展
宝江燃气与华润燃气签署技术支撑、房

屋租赁、资产租赁和燃气管网改造等协

议。７月１７日，华润燃气正式开业，宝钢
发展全部退出地区燃气公用事业业务。

至年底，宝江燃气业务实现整体退出，员

工得到妥善安置。

■物流信息系统上线试运行　年内，宝
钢发展物流管理信息系统在宝钢发展下

属宝钢物流中央仓库、铁路运输部、码头

作业部上线试运行。该系统功能主要包

括运营管理、仓储管理、运输管理、铁路

管理和码头管理等，最终实现物流资源

一体化运作，从而提高物流运营的效率，

降低作业成本。

■自主管理成果　年内，在冶金质协优秀
质量管理小组发布活动和上海市“航天

杯”ＱＣ小组成果擂台赛中，宝钢发展的５
个课题获奖，其中，“提高力学分析试样

机械加工效能”课题获冶金质协２０１２年
度“攀钢杯”一等奖，“运用网格化管理改

进厂区保洁作业”课题获宝钢集团及上

海市管理创新三等奖，热轧作业管理部总

经理李汉良被评选为“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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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优秀推进者”，工业环境技术部

《一种灰料输送机的风力吸尘装置》专利

获２０１２年第七届国际发明展铜奖。

■人才队伍建设　年内，宝钢发展从“四
位一体”和“人才快赢”入手，加快人才

队伍培养，加速核心团队建设。利用跨

单位、部门的延伸考察推荐方式，认定高

潜质后备人才 ８０人，开展国际化训练
营，落实一图一表培养。组织１０９名一
线操作岗位青年与集团内的“王军式”

高技能人才结对，提炼自主管理课题２９
项、申报专利９项、技术秘密４项，获上
海市优秀发明赛银奖５项，铜奖１０项。
加强核心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根据产业

板块需求，全年共引入外部成熟人才 ４
人，为重点板块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基层党建创新　年内，宝钢发展以“身
心健康”教练团队为依托，组织４０名党
支部书记参加第四期“心理辅导师”培

训，选送１１名党支部书记参加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培训，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

的心理学专业知识水平、工作方式和手

段；以“心晴工作室”为平台，打造“身心

健康”教练团队，加强基层党务工作者做

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能力，“心晴工

作室”全年共接待来访疏导人员１１９人
次；以“思想政治工作预警机制”为载

体，实现矛盾前端预警，及时掌握员工思

想动态，针对基层员工最不满意的３个
维度（工作报酬、工作条件、岗位提升），

全年共组织５次、９２８１名员工进行问卷
调研，制定改善措施４６项；以五级网络
“结对子”为基础，畅通信息渠道，化解

各类矛盾隐患；以“进千访万”为契机，

搭建沟通平台，年内，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与１０个执行单元的５３８名班组长进行
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绿化养护管理　 宝钢发展绿化管理
部（简称“绿化管理部”）年内以宝钢股

份“六年绿化发展规划”为契机，开展工

业生态绿化建设，对不同生产区域采取

差异化改造方案，加大厂区绿化生态的

投入和管理，注重标准化作业的固化养

成以及基础管理成果的持续改进，使管

理和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强化陈列馆、

指挥中心、大拇指雕塑等重点区域绿化

的养护力度；加强主干道、办公区域草坪

除草、色块修剪、杂草控制和绿地保洁工

作；加强绿化提升项目相邻绿地的养护，

对老区域绿化进行修剪、杂树枯树清理；

加强对新种苗木的养护管理，做好松土、

浇水、挑草等日常管理工作。按病虫害

预测预报实施植保各项工作，完成宝钢

集团、股份等大型会议及各类庆典所需

会务摆花 ５０次、４０９１盆，完成 ６１个网
点，总计３６７４盆盆花的日常养护工作，
全年生产盆花 ４８９００盆。绿化道路整
治：年内完成指挥技术中心、历史陈列

馆、硅钢办公楼等１４个重点区域，电厂、
化工、煤气变电等１０个地点，经六路、纬
十一路、纬一路等 ９条主干道，及机六
路、二冷四路、烧五路等２６条区域道路
的绿化环境整治工作，共计面积５７２万
平方米。绿化养护外包：绿化管理部聚

焦新一轮战略发展规划实施，贯彻双重

并举，做精做细主业服务，持续推进业务

外包试点，编制冶金绿化行业绿化维护

标准及费用标准，当年完成宝钢股份绿

化养护外包业务量达６５９２４万平方米，
占总面积的 ８３％。全年完成突击清运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１８０余次共１８００余
吨。 （王后贵）

宝钢厂区绿化景观 摄影／王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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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与口岸管理
■编辑　刘　娴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吴淞海关完成罗泾港监管点“小集中”视频监控点内部工程建设
摄影／余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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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完成吞吐量
２９９８７９万吨，比上年增加 １０８３％；实
现总收入４０５亿元，增长６０２％；实现
总利润５００３５２万元，增长４３７２％。全
年完成各类更新改造投入共计 ３６００９
万元；完成各类船舶作业１０９３７艘次，平
均船舶计划兑现率９２％，装卸人员劳动
生产率３６０２４吨／人。年内，张华浜分公
司获集团五星级服务窗口称号，被推选

为上海市五星级文明口岸示范窗口，获

上海市五星级诚信企业、上海市文明单

位等称号。

年内，张华浜分公司坚持市场营销

主动出击，确立以客户为导向的营销管

理机制，建立客户分级制与业务人员负

责制，倡导市场营销科学管理。编制

《中谷新良服务手册》《上海电气服务

手册》，践行为重要客户提供个性化服

务的承诺。以集箱道口服务品牌创建

活动及打造内贸驳船精品航线为契机，

将营销与服务进一步有机结合，与上海

泛亚航运公司共同发起同创共建，打造

内贸集装箱新品牌。坚持生产组织平

稳有序，突出以计划调度为中心，以实

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现场生产

理念。加大对现场交接班、上岗定位及

“四个一小时”（饭前一小时、饭后一小

时、交接班前一小时、交接班后一小时）

的衔接管理，抓好重大件、重点舱、重点

作业线，提高现场管控能力和协调能

力。散杂货码头吞吐量连续两月突破

５０万吨大关，集装箱码头单昼夜吞吐量
多次突破５０００ＴＥＵ历史大关。坚持开
展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深化推进“安全

活动日”“安康杯·安全生产月”及装

卸机械司机贯标等一系列活动，营造全

员参与学安全、懂安全、抓安全的良好

氛围。开展新进人员上岗安全培训、班

组长培训和违章违纪人员安全培训等，

共计１９４人次。举办 ３期重大件装卸
技术与标准培训班，一线人员共２２８人
参加培训。抓好安全长建设试点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实行公开招聘，明确岗

位待遇，通过建章立制，明确考核，落实

责任，增强现场安全管理的监察力度和

巡查效果。坚持科技创新取得成效。

公司自主创新项目《７０Ｔ可调式抬吊平
衡梁》和《多用途叉具》获“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上港集团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坚

持“信息化、系统化、精益化”（简称“三

化”）建设，制定“三化”体系顶层设计，

深化标准堆桩、黄金作业点、车间５Ｓ等
项目推进，开展“三化”建设及规章制度

知识竞赛。实施战略业务单元、平衡计

分卡及关键绩效指标法等管理工具的

可行性分析，为管理模式创新开拓思

路。举办企业规章制度大宣贯活动，共

计举办 ２６期 １２３５人参加的制度培训
班，提高职工遵章守纪的意识。坚持推

进“上港和谐家园”建设，参加集团首届

职工文化节活动，组织员工参加开幕式

健身跑、集团文艺汇演、“张华浜”杯乒

乓球赛及篮球、广播操、厨艺等一系列

比赛活动。作为集团试点单位之一，开

展创建文明三室（现场办公室、员工更

衣室、候公学习室）活动，劳务工宿舍保

持集团五星级宿舍标准。丰富职工业

余文化生活，举办公司迎春联欢会、团

委元宵联欢会、桌球比赛等，提升职工

文化水平。加强员工餐厅文化建设，成

功争创集团四星级员工餐厅。

（陈必银）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泾分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简称“罗泾分

７１１



公司”）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１日正式投产，设
计年吞吐能力８６０万吨，拥有码头泊位
总长２４６０米，有６个３万吨至５万吨级
栈桥式码头深水泊位，码头前沿水深一

１３２米，有１１座５００吨到１万吨级水水
中转泊位，码头陆域面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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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罗
泾分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１３１１２６万
吨，为全年计划指标１３１１万吨的１００％，
比上年增长１５１％，其中完成外贸吞吐
量５３２０６万吨，增长１０４％。完成营业
收入 ４２６２５２５万元，为全年计划指标
４０８２９万元的 １０４４％，比上年增长
１４８％，其中，完成主营收入 ３９０６４１２
万元，增长 １５３％，完成其他业务收入
３５６１１万元，增长 ９１％。年成本费用
支出４００５９２４万元，比上年增长９５％。
实现利润 ３２４８６４万元，为年度计划
２１５０万 元 的 １５１１％，比 上 年 增 长
２６６３％，为年度调整计划 ３２００万元
的１０１５２％。

年内发展主业生产，坚持货源组织

抓早、抓紧、抓好的原则，公司领导带队

先后走访北京、湖南、湖北、江西、江苏、

浙江、新疆等重要客户，走访东南亚和南

美航线等船公司，从源头上参与出口项

目的招投标工作。公司通往世界各大洲

的航线基本实现全覆盖，年内新增东南

亚航线、中东航线和非洲航线，三条航线

总计完成外贸货物出口量１５６万吨，占
全年外贸出口量的２３％，增加主营收入
２７００万元。把握货源市场动向和抢占
制高点，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推进重大

件出口设备市场开发，年内新签港口装

卸合同１００余个，风电、动车、车辆装卸
数量达到历年新高。针对货种结构的变

化，发挥价格杆杠作用，通过修改和完善

外贸出口货物管理等办法，调整出口货

装卸费率，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动力。

安全生产保持稳定状态。针对装卸生产

量不断放大，人身事故和货运质量事故

危险源增大的实际，分公司牢固树立“违

章侥幸就是祸”的安全理念，开展“全国

安全生产月”“１１９消防日”等系列安全
活动，吸取港内外各类事故教训，全面贯

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原则，组织开展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双休日夜间加强值

班、夜间联合巡检等有效制度，始终把安

全管理和预控的重点放在首位。推行生

产现场“网格化”管理和“安全长”管理

制度，强化安全动态管控，加大对安全生

产的投入，投入数百万元实施全员安全

生产考核、奖励和各种与安全生产有关

项目。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监

人员队伍建设，充实一线安全人员，修订

和完善《公司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各

项制度，改进考核奖惩办法，签订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书和承诺书，激发和增强广

大干部职工做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自

觉性。做好大安全工作，落实季节性安

全、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综合治理

等措施，开展经常性安全生产大检查和

集中整治，及时解决安全生产上存在的

问题和薄弱环节，安全生产始终保持受

控局面。加强对外服务工作，面对罗泾

码头经常性受天气影响，船舶到港不均、

劳动力紧张等困难和挑战，完善和提高

现场生产管理体系，优化服务环境，合理

配置资源，抓好生产衔接，提高装卸效

率，最大限度加快船舶周转和工班效率，

基本满足客户对码头装卸的要求。发挥

生产业务人员主观能动性，针对从货物

进栈集到装船各个环节，制订一系列调

控措施，集中力量组织重点船舶、重点货

种的快装快卸，保证生产经营有序进行。

重视客户服务工作，完善和提高客户服

务内涵和标准，引导职工树立“用心服

务，追求更好”的服务理念，重点抓好对

外窗口和进出栈人员的优质服务教育，

提高工作质量，同时强调公司内部服务

工作，上道工序为下道工序服务，技术后

勤为装卸生产服务，机关为基层服务，领

导为群众服务，以内部服务提升对外服

务质量。全年客户满意率达到９５０７％，
比上年增加２５２％。坚持管理创新，根
据企业发展对基础管理加以创新和充

实。健全完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和资金

管控措施，发挥预算在日常经营过程中

的管理和调控作用，加大开源节流工作

的力度，提高公司经济运行质量。制定

公司二级指标考核办法、节能考核办法

等各类制度，实施奖金分配与工作绩效

挂钩。改进进帐发票流程，制定增值税

发票管理办法、支票管理规定等，完成营

业税到增值税的无缝衔接。加强文书、

计划、统计、审计、法务、理赔、权证等专

项管理，完善和提高与企业发展相配套

管理制度，全年下发公司各类管理性文

件５０余个，报批件８０余个，规范企业运
作。落实应收帐款催讨工作，应收账款

基本控制在２个月以内，确保公司资金
链的安全和稳定。以信息化为突破口，

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推进生产系统

ＢＴＯＰＳ信息化工作，建立健全工作例会
制度，对所有涉及人员开办专门培训班，

完成生产一线电子作业票的应用，生产

管控、电子作业票等一系列信息实现网

上查询。坚持科技工作为生产经营服务

的思想，完善和提高设备基础管理，强化

机械设备“管用养修”措施，做好装卸机

械的计划维修和日常抢修工作，重点完

善对门机等关键机械动态管控，培养一

批新的青年技术管理和维修人员。推进

技术创新，全年共开展技术改进项目研

究１３项，其中集团项目４项、公司项目９
项。充实技术标准，优化装卸工艺和工

属具，编制《宽体桥式起重机操作规程》

等４项集团企业标准，编制《电磁吸盘管
理规定》《废钢装卸作业工艺措施》等，

保证公司装卸工艺标准的全覆盖，最大

程度满足装卸生产发展的需要。加大更

新改造力度，２号库区改建简易堆场竣
工，增加堆场面积４９９万平方米，有效
缓解库场不足矛盾。全年共安排建设与

改造投资计划８９３２２７万元，其中２号
库区工程完成投资 ３３５８１７万元，码头
结构加固改造前期完成费用 ３２３０３万
元，６５吨轮胎式起重机完成费用５４３５９
万元，计算机网络设备完成费用 ４６５９
万元等。至年底，罗泾分公司投入更新

改造和土建设施维修费用共计 ２５
亿元。

整合人力资源。针对公司老职工退

休进入高峰的现状，做好人员增补、调

配、返聘等有关工作，先后吸纳三批共

５６名宝山分公司职工及分流的安徽、湖
南承包工１７５名。做好人力资源储备，
招聘１５名应届大中专学生，配备１１名
承包工关手，预录２５名承包工机械司机
和２０１３年应届毕业生，有效解决公司内
部岗位人员不足等突出矛盾。加强职工

技能培训工作，完成“上海港教育培训中

心罗泾教学点”筹建工作，聘任３２名企
业内部培训师。完成集团第八届职工技

能竞赛活动，公司再次获集团散杂货板

块团体总分第一名，共有５４人通过晋级
考核，其中１５人晋升高级工，３９人晋升
中级工。公司陈国整获上海市“五一劳

动奖章”，胡佳杰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

章”，沈国平获上港集团“科技功臣”称

号。落实员工年度培训计划，全年共举

办各类培训班 １３４期，培训 ２５４７人次，
其中外出培训４９期计５１５人次，公司自
主培训８５期计２０３２人次。完成公司副
队长以上管理人员的选聘、增配、调整工

作。服务职工，年内完成１７６０名员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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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检。做好“８１５”献爱心工作，扩大
帮困基金。做好罗泾港区卫生所防病治

病工作，全年有６２２２人次就诊，其中兄
弟单位１６４０人次。公司年内承诺的为
职工办实事、办好事项目全部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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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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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港至２０１２年底，公司
累计完成吞吐量达１８８亿吨，其中年内
累计完成吞吐量４９１０万吨，比上年增加
６０２万吨，增长 １３９７％，完成营业收入
７２８５亿 元，增 加 ９１５０万 元，增 长
１４３６％，实现净利润 １２３亿元，增加
８００万元，增长６９６％。

针对货源缺口，公司加大市场开拓

力度，新增外贸货源７４５万吨。发挥区
位优势，安全优质完成３艘超大型外贸
进口煤炭船２６３万吨电力煤的整船直
过作业，为开辟公司新的经济增长点进

行有益尝试。年内进一步提高生产效

率，仅耗时３９５小时实现２艘船舶共计
２２万吨铁矿粉安全接卸。通过优化生
产组织，精益装卸生产，卸船、装船平均

流程效率分别达到６７２％和６５３％，全
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增长 ８５％。２月
２６日，公司新增 ８１６＃桥机整机安全落
轨，为公司生产发展提供设备支持。９
月，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罗泾炼铁厂（原中

厚板分公司）因产业结构调整，“前港后

厂”无缝链接的物流配送服务宣告结束。

全年完成２７个科技创新项目改造与应
用，“输送系统滚筒紧定套改造”和“装

载机铲斗加烧耐磨条的应用”两项技术

年节约费用１２０多万元，在降支节耗、减
少故障、提高效率方面取得成效。“现代

散货码头电能智能管理系统开发应用”

获２０１１年度中国港口科技进步三等奖。
节能减排取得明显效果，万元收入产值

能耗比上年减少８８％。稳步推进绿色
港口建设，获２０１１年度“清水杯”上海市
城乡水域管理劳动竞赛先进集体，被上

海市交港局授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两型港口建设首批示范单位。依托

“诚实守信、安全优质、高效低耗”的服

务品牌优势，以２个《服务手册》为标准，
推进客户服务管理工作，船期兑现率达

到９８６％。把好效率、发货、质量、服务、
计量关，货损率控制在 ３‰以内。安全
准确及时做好罗泾炼铁厂矿料配送工

作，全年客户满意率达到９８３％。年内
获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四星级诚信创建企
业”、上海市Ａ类纳税、财务会计信用单
位等称号。

结合公司五周年庆典，举办“我的罗

矿，我的家园”首届职工文化节主题活

动，推动企业文化建设。获２０１１年度全
国水运系统安全优秀班组、２０１１年度上
海市国资委系统 “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

组织 ”称号。强化和健全员工培养制

度，初步形成“培训、练兵、带教、比武、晋

级”五位一体的技能培养机制，全年共开

展各类培训 ２２３５人次。坚持为职工办
好事、实事，实施和完善职工内退等涉及

职工利益的制度，年内慰问各类困难员

工、劳务工１９８人次，慰问金１９８万元，
被上海市宝山区劳动保障协会及企业联

合会评为“和谐劳动关系”十佳先进会

员单位。 （薛国荣）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吴淞海关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办“精彩出境游，海关来护航”主题政策宣
传咨询活动 摄影／黄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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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称“邮轮港公司”）是由上海市宝山

区政府与中外运长航上海长江轮船公司

联合成立，主要负责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邮轮港区管理及配

套服务，客运旅游及相关旅游服务，游艇

基地及相关服务，船舶运输、滚装运输，

锚泊服务，船舶代理、邮轮及其他船舶供

应，船舶检修及相关服务，交船服务等。

公司码头水域规划岸线总长１５００米，是
上海重要的城市基础功能，弥补上海港

无大型邮轮专用码头的不足，将与北外

滩国际客运中心实现功能互补、错位发

展，共同形成全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

国际邮轮母港，成为全国邮轮产业中心。

至年末，共有职工１４８人，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２８人。全年共靠泊６０
班国际邮轮，其中：母港邮轮４８艘次，访
问港邮轮１２艘次，共计出入境旅客约３０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４７５６万元。
　　年内，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办多
次大型活动。１月７日，第十八届“蓝天
下的至爱”系列慈善活动，“２０１２爱心全
天大放送启动仪式”在吴淞国际邮轮码

头广场举行。本届活动主题为“阳光慈

善聚人心，慈善阳光暖人心”，上海市政

协主席、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冯国勤为

活动致辞，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宝山区领

导与市慈善之星代表共同启动爱心装

置，标志爱心活动开始。５月 １７日 ～６
月２７日，以“梦想启航”为主题的邮轮嘉
年华活动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举

行。期间组织举办“维多利亚号”中国

首航、吴淞海关“中国旅游日”主题政策

宣传、浪漫滨江夜———单身青年主题交

友活动、“海洋航行者号”中国首航、２０１２
上海邮轮经济与城市发展论坛、２０１２中
国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邮轮———人

与海洋和谐的使者”启航、千名市民邮轮

体验等系列活动。９月 １５日，２０１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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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旅游节”开幕式暨“中国邮轮旅游发

展实验区”揭牌仪式在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

书记俞正声，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

正，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共同启动

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装置，韩正和邵琪
伟为“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

（陈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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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吴
淞海关”）干部职工共有１６０人，平均年
龄３９７８岁。内设科级机构１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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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９万批
（含吴淞口岸及外关区分拨货物），比上

年减少７１万批，减少１６１４％；监管进
出口货物 ５２７５０２万吨，增加 １７７８８２
万吨，增加５０８８％；监管进出口集装箱
７８７万标箱，减少 ６７７万标箱，减少
４６２４％；监管进出口散货 ５２４３２９万
吨，增加１８４３８４万吨，增加５４２４％；统
计进出口报关单 ２２９６万份，减少
１２３７％；受理进出口货物查验 ３３４６３
批、２９３２标箱；共监管进出境邮轮１２０艘
次，邮轮游客数２８３２万人次。全年实
现征税入库１７１４３３３亿元，超额完成税
收计划任务。年内，吴淞海关连续６年
获上海海关集体嘉奖，被上海海关评为

２０１２年度“四好”达标先进基层单位，查
验二科获２０１２年上海海关部门集体嘉
奖，吴淞海关罗泾视频监控联网工作组

获２０１２年上海海关集体嘉奖，吴淞海关
物流监控一科、吴淞海关查验一科、吴淞

海关查验二科被上海海关评为２０１２年
度“四好”达标先进科室。

　　吴淞海关辖区内监管区域具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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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自管码头、
５个公共型码头、５个分拨仓库、１０个保
税仓库、３个新箱堆场以及４个锚地，总
计３３个海关监管场所和区域，共有包括
宝钢在内的１４３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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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黄浦江沿线整体

开发工作的推进，浦江两岸相关区域的

大宗散货及件杂货业务转移至吴淞，罗

泾港钢杂、煤炭和矿石码头散杂货外贸

吞吐 量 达 ３０３５万 吨，比 上 年 增 长
２５３％，成为上海口岸最大的散杂货码
头之一。

　　年内，吴淞海关履职尽责把好国
门，完成各项任务。提升综合治税效

能，完善综合治税格局。面对全球经济

持续疲软外贸形势低迷、主要税源企业

经营困难纳税额减少、主要税源商品大

宗原材料进口量价下跌、集装箱业务东

移后属地税源持续流失等严峻税收形

势，成立由“一把手”担任组长的吴淞海

关“综合治税领导小组”，形成多管齐

下、协调有序、统一高效的综合治税格

局。强化税情监测研判，加大重点税源

企业和主要监管场所调研力度，科学分

析关区税收工作形势，明确各阶段税收

工作重点和任务要求。发挥“主管地”

海关职能，将辖区内Ｂ类以上出口生产
型企业纳入“属地申报”范畴。拓展宝

钢进口资源性商品属地申报范围，企业

自日照、黄岛港进口的铁矿砂和煤等属

地申报货物实现顺利通关，新增税源

３５亿元。加强风险监控和管理，妥善
应对辖区内保税仓库经济纠纷，全年共

办结６５批保税货物通关监管手续，涉
及货物 １２万余吨，完成税收保全任
务。提高税收征管质效，加强规范申报

管理，重点对归类差错多发企业、审计

中多发性问题的商品进行归类集中纠

错，加大对报关员的培训、扣分力度。

对重点补税项目、价差较大商品、暂定

税率商品、非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商品等

加大批量复核力度。建立常态化内控

管理机制，对重点工作和重点敏感商品

进行定期分析监控和自查自纠。制定

税收征管质量、审单质量、监管质量、缉

私稽查线索移交质量等通关质量指标

和统计质量指标，加大绩效考核力度。

建立稽查、加贸与税收征管、通关管理

的有机互动机制，实现监管力量的衔接

互补和效能叠加。全年各条线共完成

补税 １７５亿元。推进“三查合一”工
作，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充实事后稽核

查力量。规范稽核查工作机制，修订岗

位职责与业务规范，完善“合一”的分工

协作机制和“三查”的业务操作流程。

强化风险事前评估和事后分析，有针对

性地实施稽核查行动，提升稽查准确

性。全年共稽查企业 １９家，查获 １０
家，补税８２１万元。保税中后期核查４６
次，全年“三查”工作累计补税 ８３７２６
万元。提升实际监管效能，转变管理理

念、优化监管机制、创新方法手段，推动

监管模式改革创新。

健全物流监控体系。以“自力更

生、引援发展，因地制宜、分步推进，重

在运用、长效建设”为指导思想，探索以

企业投入为主的“小集中”视频联网监

控体系建设。以罗泾港监管点、张华浜

三角楼和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聚集点

初步建成４个“小集中”视频监控室，共
联通３５个监管场所、４２８个摄像头信
号，监管区域 ５００余万平方米，半数监
管场所实现视频监控覆盖，其中３家试
点企业视频信号顺利接入上海海关业

务指挥中心平台。制定《吴淞海关视频

监控岗位操作规范》，建立实时查看画

面、定期回放分析的监控机制，运用视

频开展查验预判、拆箱临检、监装监卸、

压驳监管，对监管区域、运输工具和物

流作业实施 ２４小时不间断监控，有效
节省人力资源、严密日常监管、广泛惠

及企业。贯彻落实进一步加强进出境

运输工具监管要求，针对运输工具层级

化管理新职责，对辖区船舶停靠和主要

船东、代理等情况进行摸底调研，为工

作量测算、人力配置和管理决策提供依

据。制定《吴淞海关进出境（港）船舶

日常监管操作规范》，设立运输工具监

管专人专岗，建立岸线巡查、登临检查

和监装监卸“三位一体”的船舶日常监

管机制。将视频监控与运输工具监管

相结合，对影像资料显示有可疑动向的

船舶加大登临检查和突击查抄力度。

至年末，共实施运输工具登临检查 １５
次，查获走私船用物料案等５起违法违
规情事。构建监管场所属地化管理新

格局，结合监管场所分布情况及业务形

势，按照“就近管理原则”，将各监管场

所的场地巡查、卡口值守、货物查验和

船舶监管等管理职责分解到外勤业务

科室实施属地化管理。制定《吴淞海关

监管场所巡查操作规程》，建立“每日巡

查、每月核查、随时抽查、每季度全覆

盖”的场地巡查机制，充实业务科室管

理职责，实现科室职责由查验执行部门

向综合性监管部门转化、管理对象由进

出口收发货人向口岸物流链企业拓展、

管理重点从货物查验向立体式监管转

移。至年末，共开展场地巡查１４８１次，
移交６家监管场所管理事权，关闭监管
场所１家，实施整体搬迁１家。创新查
验监管作业模式。坚持“寓管理于服

务”的理念，针对大宗散杂货体积大、件

数多、装卸难度高的特点，创新实施“压

驳监管”和“出口分段查验”模式，以

“车船／船船无缝对接”替代传统的以堆
场为核心的作业模式。利用小型货运

Ｘ光机对批次多、分拆繁琐的分拨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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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机检筛选、重点查验”的非侵入式

分类查验作业方式。建立“拆箱临检”

预查工作制度，对分拨货物拆箱、入库

实施全程监管，减少货物装卸环节，加

快堆场周转，提升查验效能，缩短通关

时间，有效延伸实际监管链条。深化散

杂货监管与Ｈ２０００系统运用的融合，通
过实地巡查、视频监控排查高风险货物

信息，由查验部门逆向发起风险提示和

查验布控，有效提升实货掌控力和布控

查验率。做好邮轮监管工作，督促引导

邮轮港严格按照监管场所设置标准完

善设置。加强事前风险分析监控，实施

旅客分类管理。综合运用中央视频监

控系统、核辐射门、手持式辐射探测仪

等高科技设备加强行李物品监管。建

立旅检现场关警联动接处机制和协同

执法模式，加强与口岸单位的联系配

合，开展执法联合演练，加大口岸查毒、

缉私力度。全年共监管进出境邮轮１２０
艘次，进出境旅客２８３万人次，分别占
上海口岸的４８３％和７８５％。全年机
检行李３４１０２件，开箱查验３２２５件，机
检率 和 开 箱 率 分 别 为 １２０２％ 和
９４５％，补征税款 １６１万元。查获旅
客携带违法出版物、管制刀具入境情事

各１起，及时阻止船务公司擅自向邮轮
提供船用物资 ２次。组织开展 ４次联
合缉毒专项行动，共计出动关警员 ５４
人次，出动缉毒犬６次。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吴淞海关开辟绿色通道为出口项目提供通关便利 摄影／余　亮

创新发展，做好服务，提升海关工

作层次和水平。落实促进外贸增长措

施，推进各项业务改革。深化分类通关

改革成果运用，特设Ａ类以上企业优先
受理特快专窗，落实 ＡＡ类企业“担保
验放”以及Ａ类以上生产型企业适用较
低查验率等便利举措。推进通关作业

无纸化改革，成立试点工作小组，开设

试点专窗、实施专人负责，建立关企港

联系配合机制，完善配套管理机制，修

订岗位职责，优化业务流程，加强宣传

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试点。

全年辖区内的３５家Ａ类及以上企业全
部完成三方协议签约工作，签约率达到

１００％，平均通关时间在 １分钟以内。
贴身服务帮助企业扩大进出口。针对

大宗散杂货特点推行特快通关专窗、公

式定价备案核销、存疑单证“凭保放行”

等服务举措，支持电煤、铁矿砂等资源

性商品扩大进口。实施重大项目备案

跟踪机制，为中阿协议框架下地铁车

辆、“西门子”风电项目、中缅石油管道

工程等国家重大出口项目量身定制个

性化通关方案，全年累计帮助企业节省

通关时间 ３０００余小时、节省物流成本
约８００余万元。建立健全海关通关应
急机制，在各业务现场设立通关急难问

题受理窗口，统一受理、答复通关急难

问题。针对各类重点商品、复杂单证易

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梳理，制订处置预

案。健全急难问题集中会诊处置、跨部

门业务协调和同类问题统一快速处置

等工作制度，及时、有效解决企业在通

关环节中遇到的紧急、疑难问题。助力

宝山区域经济发展，对区内企业加大政

策指导和服务力度。通过走访企业“送

政策上门”、政策宣讲会、关企座谈会、

现场办公会等方式宣传海关政策和便

利化举措，听取企业需求，改进监管服

务。加强与区商务部门的沟通协作，联

合举办多场“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辅导

会”、企业家沙龙、高新产业调研等活

动。推出“中小微企业服务专窗”，对外

贸企业加强审批业务规范指导，至年

末，完成新企业注册登记 ２７３家，企业
逾期重新注册 ８４家，企业换证 ６３家，
企业变更 １６８家，企业注销 １８家。开
设区内企业服务专窗，为区内企业开展

属地集中申报提供便利。对 Ｂ类及以
上加工贸易企业全面推广实施“内销集

中办理纳税手续”措施，对内销单证实

行专人专岗受理，提供归类、审价、接

单、放行一条龙服务，提升联网企业报

核与核销效率，内销、出库平均审批时

限缩短３０％。帮助宝山区优化产业布
局、加快转型升级。支持以宝钢、西门

子为代表的国家支柱型企业、重大机械

装备制造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

以上海华能石洞口发电厂为代表的能

源生产型企业扩能、增效、升级。至年

末，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第二电厂进

口煤炭数量同比分别增长１６倍和３４
倍。为机器人、太阳能电池、数码相机、

精密电子仪器、化妆品生产制造等高新

技术、高附加值企业落户宝山区产业

园、开展外贸业务提供便利。以支持罗

泾港建设为抓手，打造上海口岸先进技

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

以及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的“海上绿色通

道”。帮助分拨仓库等布点散、占地多、

产出低的传统仓储企业进行优化整合，

为企业开展高端商品物流服务提供指

导。创新举措服务国际邮轮产业。创

新监管模式，量身定制“随船监管”、旅

客与行李分离通关、散客船边快速验放

等服务举措，为母港、访问港以及超长

时间靠泊邮轮等多元化旅游方式提供

个性化通关方案。主动提升海关服务

的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提升

旅检关员外语、礼仪等综合素养，推出

志愿者服务队、双语咨询台、特需旅客

绿色通道、行李隔离检查等服务举措，

营造舒适的通关环境。提升口岸应急

服务保障能力，制订《旅检现场大客流

应急处置预案》和《吴淞海关旅检现场

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在通关高峰期建

立处级领导现场靠前指挥、科领导全程

带班作业、关员 ２４小时轮流值守的工
作机制，先后妥善应对“海洋航行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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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吴淞海关开展高风险分拨货物人工重点查验 摄影／张远峰

和“歌诗达维多利亚号”两船同靠万人

超大客流通关、患病旅客快速通关、赴

日邮轮航线调整等情事。举办旅行社

政策宣讲会和各类大型主题宣传活动，

加大对邮轮公司、船代公司、旅行社和

旅客的政策宣讲和规范指导，引导出境

游和跨境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就

免税商品店开设、船供基地建设积极开

展考察调研，提供政策指导和咨询服

务，帮助地方政府不断拉长邮轮经济产

业链。年内，旅检工作实现全年“零投

诉”目标，吴淞口国际邮轮客运中心设

立免税商店事宜获总署批准同意。提

高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注重创新社会管

理模式，以“提升企业满意度”为出发

点，设立“党员先锋岗”“文明示范岗”，

推出“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

“服务承诺制”，实施每日晨会自查、行

风监督员不定期突击检查制度，开展

“执法零差错、服务零投诉、咨询零距

离”优化窗口服务系列活动。对复杂管

理事项执法依据和处置流程加大公示

力度，做好“１２３６０”规范处置工作，打造
关长信箱、关长接待日、科长咨询投诉

热线、监督热线等多元化的关企互动服

务平台。加强舆情监测，成立舆情监测

小组，规范舆情处置流程，确保海关舆

情事件“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及时

有效回应社会各界对海关工作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切实优化执法形象。加大

与外宣办和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提升

新闻宣传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动性，针对

海关改革热点、优质服务举措加大组合

传播力度，提升海关工作的社会认可度

和美誉度。全年共处置回复“１２３６０”工
单２０起，及时回复率达９５％，及时、妥
善处置２起关长信箱投诉和５起微博
舆情事件。查验一科获由上海市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口岸服

务办公室颁发的上海口岸五星级“文明

口岸示范窗”入围奖。与宝山区政府相

关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加强领导层

之间的走访、沟通和磋商，建立报区工

作专报制度，提供区域外贸经济形势监

测预警服务，介绍支持宝山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举措，就加快推进

邮轮产业发展、推动区域加工贸易转型

升级等重点工作建言献策，为地方政府

决策提供参考。年内，参与《支持和促

进扩大进口联合调研报告》等课题，共

报送监测预警文章２９０篇，上海海关录
用２６０篇，总署录用６９篇，中办国办录
用１９篇，总署采用率达到２３７９％。从
扩大应用范围、促进自查自纠和加强重

点核查三方面入手，提升 ＨＬ２００８系统
应用效能，加大对进口分拨货物和“属

地报关、口岸验放”的“跨部门业务操

作”等高风险执法环节的专项核查力

度。坚持执法形势定期分析通报，多次

召开廉政形势现场分析会，创新开展

“飞行查验”工作，强化执法督察和“一

案双查”，加大惩戒警示力度。推进一

线业务岗位执法环节规范化建设，组织

修订１４万字的《吴淞海关岗位职责和
操作规范》，针对各项业务改革和工作

创新举措制订完善 ９部配套实施方案
和作业规范。开展查验规范化管理自

查、督察工作，完成８３５７份查验单证的

复核工作，重点核查整改查验记录填写

不规范、派单人与查验人同一、复查复

验与初查人员重复等情况。完善内控

体系建设，对照《上海海关执法领域内

部控制节点执行手册》，分类分级对全

关岗位风险和内控节点进行梳理，明确

各控制节点的控制措施、控制要求和控

制方法。年内，吴淞海关邵东华事迹入

选上海市级机关“好人好事”，监控一科

党支部获评上海海关创先争优先进基

层党组织，关员施奇被评为上海市优秀

团员，梁颖获评上海海关优秀劳动竞赛

明星，关员原创作品入选上海海关“十

佳感人故事”。吴淞海关先后获上海海

关钓鱼比赛团体第一名、乒乓球比赛团

体第三名、扑克比赛团体第三名、上海

海关喜迎十八大歌咏比赛优胜奖、宝山

区青年运动会团体第六名等。推进岗

位练兵与技能比武，全年共举办 ３５次
“精业务、强素质、争四好”系列培训。

举办为期２个月的“文化擂台赛”，在上
海海关举办的岗位练兵基础知识测试

及通关和查验条线业务知识测试中，吴

淞海关测试合格率达１００％，并获查验
技能比武团体第三名和查验条线个人

技能比武季军。年内，舒琴芳通过竞聘

获评海关系统首批一级（关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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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罗泾二期码头，西起浏河口，

东至长江口。辖区共有包括东北亚最

大的散货码头罗泾码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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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个对外开放码头，吴淞
口国际邮轮港，５个锚地，４７个浮筒。
至年末，该站有干部职工 １３０人，设 ３
个科室和 ５个基层科队。全年共检查
出入境（港）船舶８７００余艘次、出入境
（港）人员 １６７９００余人次。其中，出入
境船舶５１００余艘次（出境船舶 １９００余
艘次，入境船舶 ３２００余艘次），船员
９５５００余人次，出入港船舶３６００余艘次
（入港 ２３００余艘次，出港 １３００余艘
次），船员７２４００余人次，监管在港船舶
７６２４艘次，办理登陆证１６０２５份、登轮
证６８７５１份、搭靠外轮许可证１５９５份，
查获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７９起 １００
人次。

年内深化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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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勤务制度改革，加强队伍教育管

理，增强综合保障能力，加强科技创新

应用。开展勤务制度改革，提高管控效

果。调整勤务运作模式，构建多方共管

工作机制，实现船舶分级分类管理，建

立健全信誉管理机制，突出情报信息在

警务战略中的作用。加强科技创新应

用，提高技防管控能力。创新研发并启

用３Ｇ无线对讲系统和卡口门禁系统，
向科技要警力，优化警力配置，实现对

港区卡口和船舶梯口的有效控制和人

防与技防的无缝衔接。推进提服工作，

提高服务成效。提出提服规划软件达

标，提前完成三年规划的工作目标。主

动贴近群众，创新便民举措，实现罗泾

码头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设计并

启用《边检提示卡》；注重品牌建设，提

升边检形象，做好边检服务品牌推介活

动，打造“服务从我们做起，满意在这里

开始”的现场咨询台服务品牌。策划发

起“上海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大型

邮轮边检青年志愿者活动。全年共收

到服务对象赠送的锦旗 １３面，感谢信
１７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建
工作水平。加强队伍教育管理，增强综

合素质能力，制定下发《吴淞站基层党

组织达标创模活动实施方案》《关于进

一步做好创建模范基层党组织工作的

意见》《吴淞站党支部议事规则》《吴淞

站组织生活基本制度》《吴淞站党内激

励关怀帮扶制度》《机关基层互帮互助

制度》等多个党组织规范化建设文件，

修订完善《吴淞站党委议事规则》《吴

淞站党建工作责任制》，统一规范并制

作支部建设专项台账记录本，组织开展

达标创模工作交流会、创建模范基层党

组织黑板报评比、佩戴党徽上岗、设立

党员示范岗等活动。开展“喜迎十八

大，创一流业绩”主题实践活动和人民

警察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完善公

务员考核机制，开启队伍管理预警机

制，推动文化长廊建设，设立淞检图书

角和压力释放区域，举办“精彩吴淞、活

力警营”民警职工运动会，实现全年队

伍零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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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称“吴淞局”）共有干部职工 １０１人，内
设３个办事处和７个科室。全年受理进
出境报检 ２９６９３４批次，比上年减少
４２５１３批次，入境非法检申报２０２４３９批
次，增加２２０３０批次，完成进出境检验检

疫２３６５０４批次，减少２０２５７批次。在入
境检验检疫工作中，全年实际完成入境

检验检疫２０６９３０批次，其中，实施货物
检验检疫３５１５６批次，入境船舶检验检
疫１６６４艘次（外籍船１３０１艘次），检疫
船员１３３５０２人次，检疫旅客 ２６９５１８人
次。在入境船舶检验检疫中，共截获动

植物病虫害４８５艘次、医学媒介生物４２
艘次，其中截获疫情５４８种次，包括检疫
性有害生物１０４种次，分别为四纹豆象
１００次、巴西豆象２次、菜豆象２次。截
获的医学媒介生物７２只。封存购自疫
区的肉类 ６１９批次，涉及 ３６３艘次，共
９７９１０５千克，并对所涉及船舶的食品
残渣、泔水进行消毒处理。截获各类疫

情１５３３９种次，涉及 １５０５４检验检疫批
次，疫情截获率为７２２％，其中，检疫性
有害生物 １１７批次，媒介生物 ２７２９批
次。检出进口商品检验不合格 ６２９批
次，其中危险化学品、进口服装等涉及安

全、卫生、环保不合格商品共有 ３１４批
次。全年共完成来自８９个国家和地区
的木质包装检疫１９３６８５批，检疫不合格
１８４５批，木 质 包 装 不 合 格 检 出 率
０９５％。其 中，申 报 不 实 １５批，占
０８１％，无 ＩＰＰＣ标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即国际植物保护公
约）１５０批，占８１３％，ＩＰＰＣ标识不符 ２
批，占 ０１１％；截获疫情 １６７６批，占
９０８４％，其他违规 ２批，占 ０１１％。在
出境检验检疫工作中，全年实际完成出

境检验检疫 ２９５７４批次，２６９８９５标箱。
出口熏蒸监管共计２５１６７批次，７１５０６标
箱，其中现场抽查自然箱１３７０只，抽查
比例为５５２％，发现不合格项１０１项并
进行相应整改。全年出口适载检验

５４９６批次，１３４５１标箱，空箱检疫７６９批
次，２３７８１０标箱，输非输伊监装（埃及、
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伊朗）共计５４批
次，３３标箱。

年内，吴淞局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共排查生产企业、进出口企业等监管对

象以及监管产品存在的风险和隐患３５
项。按照国家“六五”普法的工作规划，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开展专职调查

员和兼职调查员培训工作，组织全局２８
名职工参加并通过行政执法证考核，打

造专业、高效的行政执法队伍。开展

“推进依法行政，预防职务犯罪”主题讲

座，帮助干部职工了解职务犯罪产生的

原因、特点及危害，从源头上防微杜渐。

全年根据年初设定的重点工作目标，开

展２次案卷评查工作，涉及 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１年行政处罚案卷３２份、行政许可
案卷２６份，其中２０１２年行政处罚案卷
３份。全年完成行政处罚４起，共处罚
金２３３００元，无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１０月，围绕“争树新形象、喜迎十八大”
主题开展质量月活动，在区政府、吴淞

局网站、服务场所进行宣传的同时注重

扩大社会影响力。组织团员青年组成

质量月志愿者，送服务进社区，共制作

宣传展板１１个，发放宣传材料１０００余
册。吴淞局将分类管理的五种差异化

检验监管方式融入到对辖区内出口竹

木藤柳草、食品、仪电类、轻纺类产品的

检验监管模式中，共完成辖区内出口企

业评级１８家。结合诚信体系建设，推
荐、帮助辖区内 ３家业内领军企业获
“中国质量诚信企业”称号，分别是：超

大（上海）食用菌有限公司，上海新通联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上海韩邑照明电气

有限公司。落实《海运私人行李检验检

疫模式研究》科研项目，依托邮轮检疫

等业务，上报立项《海运集装箱进境私

人行李检验检疫监管模式研究》等４项
科研项目。２０１２年共截获检疫性有害
生物１１７批次，在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疫情截获数量排名中，从 ２０１１年的
第七位跃升至第三位。吴淞局针对邮

轮检疫的特点，运用快速检测等手段，

加大对供船食品企业的监测力度，制定

各类预案，并对群体性食源性感染突发

事件进行实战演练，提高应对邮轮或口

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全年共

完成出入境邮轮检验检疫１１４艘次，出
境旅客检疫 ２７４万人次，处置各类病
例８起。５月１７日和 ６月 １９日，意大
利歌诗达邮轮公司和美国皇家加勒比

公司分别在吴淞邮轮港举办邮轮嘉年

华暨母港邮轮首航大型酒会，吴淞局全

面部署卫生监督计划，加强酒类饮料、

食品制作流程和现场监管，确保酒会顺

利进行。结合邮轮港卫生监督，吴淞局

开展吴淞口岸媒介生物监测控制工作，

全年共开展媒介监测 １３次，并对辖区
内３个查验场站开展集中控制行动。
１０月１１日，与宝山区卫生局、上海市第
三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签订共建协议，

制定联防联控预案，确保第一时间完成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年内，作为上海

口岸唯一指定入境外国军舰检疫机构，

吴淞局与海军东海舰队合作，共完成５
次入境军舰检疫工作。按照上海市口

岸发展“十二五”规划，配合做好为辖区

内的罗泾煤炭码头、石洞口发电二厂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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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海事处巡逻艇辖区开展水域巡航 摄影／经瑞坤

头等５个码头的开放提供便捷化服务。
组织开展实地调研走访，先后派遣４９５
人次前往各类企业调查研究，在政策允

许范围内对企业提供指导和帮助，并对

辖区内各出口企业进行归类，帮助企业

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共谋经济发展。

年内共协助辖区内２７家企业完成产品
的首次出口，其中完成食用繁殖类材料

首次出口监管工作。联合区商务委多

次组织企业座谈、政策宣传等活动，发

挥优秀企业引领示范作用，交流出口企

业先进管理理念，探讨在出口过程中遇

到问题的解决方法。加大对涉及安全、

卫生、环保的不合格商品检验处置力

度。３月，查获１起无证压力容器夹带
入境，经妥善处理，为企业挽回经济损

失５万元，同时排除可能发生的事故隐
患。９月，举办宝山地区出口企业原产
地签证工作准备会，召集 ５０余家相关
企业，针对原产地证业务的办理和有关

要求与企业负责人进行现场交流。９
月，吴淞局正式开通原产地签证新业

务，完善属地业务职能，更好地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年内，吴淞局开展通关单

无纸化试点，共发送出境检验检疫通关

单电子数据 ７３９０条，简化进口申报手
续，提高口岸通关效率。作为辖区内出

口企业的重点关注对象，吴淞局对上海

淘大食品有限公司开展精细化服务，转

变检验监管模式，从“原料监控 ＋生产

过程监管＋每批出口产品抽样检验”转
变为采用“大成品罐抽样检测分批核

销，结合小包装成品随机抽检”的检验

放行模式，实现企业减负与快速通关的

有机结合。 （董婷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２０１２年，上海吴淞海事处按照年初
整体工作部署、目标任务和工作要点，

履行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全力

服务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发展大局，

各项工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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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辖区进出港船

舶共１１８万艘次，比上年增加１０％，载
货量 ６２６０万吨，增加 ３％。共巡航
１８１８４１海里，检查各类船舶 ９２８艘次，
实施水上搜救 １８７起，搜救成功率达
９９９％。全年征收船舶港务费 ９２３６６
万元，港口建设费４９１１９万元，油污基
金１４８１万元。港建费征收管理工作
获国家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表彰奖励。

年内，吴淞海事处稳妥推进核编转制改

革，共完成 ２８０名公务员的登记工作。
年内再次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获

“七连冠”。

年内，该处以编制安全网、打造责

任链为抓手，通过研究水上交通安全规

律识别和分析风险源，从“防、堵、查、

纠、救”五方面完善海事管理对策和措

施。吸引、发动水上安全相关的社会各

方纳入安全监管链条，营造共同关心水

上安全的良好局面。开展重大危险源

分析研究，完成“两口一线”（长江口、

吴淞口及长江口深水航道）通航水域

２６个潜在水上交通安全危险源标识与
分析工作，制定危险源综合性防控方

案。分析长江南槽航道事故易发段航

道及交通流概况，提出安全监管建议。

制定辖区危险源“链网”二维控制手册，

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保障重点水

域、重点船舶、重点时段水上交通安全，

全年无群死群伤和严重污染的重、特大

恶性事故，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可控。年内，针对长江口深水航道交会

宽度受限的情况，积极挖潜水域资源，

主动与港口管理部门和引航站等相关

单位加强合作，成功进行超宽交会通航

试验，为实现船舶 ８５米宽度交会常态
化打下坚实基础。开展人命救助接力

服务５起，为救治船员赢取宝贵时间。
创新客渡船管理机制，引入安全协管员

参与监管，确保客运船舶安全运营。运

行新版ＶＴＳ申报与信息服务平台，推行
诚信管理机制，对申报业务实行分级分

类管理。开通“绿色通道”，确保鲜活农

产品、煤粮油矿等重点物资运输，优先

提供护航和信息服务，海事服务取得实

质性成效。 （吴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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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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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人。其中具有硕士学历１７人、本科
学历３９人、大专学历 ２８人，具有高级
职称４人，中级职称２６人，初级职称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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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０６０”“海巡０１００７”“海巡０１０６２”“海
巡０１０６３”“海巡 ０１０６５”“海巡 ０１０６６”
“海 巡 ０１０６７”“海 巡 ０１０６８”“海 巡
０１０６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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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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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座码头。全年共办理船舶进
出港签证５８３９３艘次，船舶报港１７８７５
艘次，比上年减少 １５３％，危险货物
申报３３７起，船申报 ３４９起，船舶安检
２９８５起，处罚违法船舶及人员 １１５３起
次，增加 ６１９％。巡逻艇巡航里程
９５５４９０５海里，巡航时间 １２７２１２小
时，组织救助 ６１起，获救人员 ６３２人
次，救助成功率 ９９８％。年内获 ２０１２
年度全国海事调查工作先进单位，２０１２
年度直属海事系统征稽工作表扬名单

（集体）等称号。

长江公安开展水上巡航 摄影／於　明

年内，该处围绕水上安全中心工

作，践行“四型海事”（学习型、责任型、

服务型、创新型），深化“链网工程”建

设（打造责任链、编织安全网），确保不

发生群死群伤重特大恶性事故，确保辖

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通过

以质量管理体系为工作标准，以“四型

海事”建设为工作主线，以探索智慧海

事、深化电子巡航、推进巡航搜救一体

化建设、打造安检品牌、争创文明示范

窗口为工作抓手，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创新监管手段，不

断提升服务辖区港航船民和地方经济

发展的能力。 （戴浩炯　吴晓路）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　长江航
运公安局上海分局（简称“长航分局”）

的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５０年５月的长江客
轮武装护航队。１９５２年５月设立长江
航务管理局上海分局保卫科。１９５５年
４月，上海分局保卫科与民生轮船公司
上海分公司保卫科，上海轮船公司保卫

室合并，建立长江航务管理局上海分局

保卫处。１９５６年４月，上海分局保卫处

改为公安处。１９６５年１月，长江航运管
理局上海分局公安处更名为长江航运

公安局上海分局。２００２年，根据国务院
《关于长江港航公安管理体制改革有关

问题的批复》（国函〔２００２〕１号），长江
港航公安机构作为国家治安行政力量

和刑事司法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使

跨区域的中央管理水域的公安管理事

权。公安民警纳入国家行政编制，所需

经费由中央财政负担。党政关系由交

通部委托长江航务管理局管理。长江

航运公安局所属公安机构由长江航运

公安局统一垂直管理，公安业务工作实

行长江航运公安局和所在地公安机关

双重领导，以长江航运公安局领导为

主。至年末，长航分局设有５个机关科
室、４个支队和 ３个派出所，民警编制
１２９人。主要负责长江上海段中央管理
水域的治安管理工作。自２００４年长江
航运公安局体制改革，长航分局围绕建

设“四个长江”（平安长江、数字长江、

阳光长江、和谐长江），认真履行公安职

能，强化长江水上治安管理，队伍正规

化建设、公安业务工作及基层基础工作

得到跨越发展，在服务沿江经济发展、

维护长江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特

殊作用。先后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

“上海世博会先进集体”称号，交通运输

部授予“世博交通运输保障先进集体”

称号，获上海市建设交通系统文明单

位、交通运输部长航系统创建文明行业

先进单位、长航公安机关创建文明行业

先进单位、“五好党组织”等称号，基层

单位被授予“青年文明号”、长航公安系

统第二届“十佳基层单位”、服务型交通

公安机关建设先进基层单位等层号。

至年末，民警被上级记功、表彰共计

２０８次。
长航分局所属水上巡逻警察支队

勤务大队、宝山派出所位于宝山区境

内。水上巡逻警察支队勤务大队位于

宝杨路１号，有公安巡逻艇４艘。担负
长江上海段水域治安巡逻和日常接出

警工作。宝山派出所位于宝杨路 ２５８
号，民警编制２６人，设立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宝杨路农贸市场、草镇 ３个警
务室。

年内，长航分局成功破获长江上海

段首例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根据规定，

每年４月至６月，葛州坝以下至长江河
口水域为禁渔期，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５月１８日，在长江上海段石洞口码头至
吴淞炮台湾水域间，当场抓获使用电波

发生器产生高压脉冲波电击捕捞长江

水产品的犯罪嫌疑人，并查获国家重点

保护经济水生动物长吻鎨（俗称长江
#

鱼）６条，价值１３００元，以及电子波发生
器、电瓶电源及电源线等电捕鱼工具。

（於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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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与建筑业
■编辑　刘　娴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现场 摄影／浦志根

工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工业以“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为动力，以“结构调整、发

展提升”和推进“智慧宝山”建设为工作

主线，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和任

务。全年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４８９亿元，
比上年增长１１５％，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３８亿元，比上年减少８％；全年工业
综合能耗总量控制在６８万吨标煤以内，
工业万元产值能耗下降７％，完成市政府
下达宝山区结构调整企业６４家。全年获
国家、市级各类产业扶持资金１３６３４万
元，区经委获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中国管
理科学创新杰出成果奖。完成既有住宅

光纤到户改造１３万户，完成牡丹江路无
线覆盖市政府实事项目，推进３０个支撑
“智慧宝山”的信息化应用项目建设。

■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　制定《宝山区
贯彻落实“沪府办发５１号文”加快产业
布局调整转型的实施意见》。推进顾村

工业园区转型调整为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推进上海宝昌铸造有限公司等６４家落后
产能企业结构调整，梳理调研轨道交通沿

线的集装箱、钢材堆场。推进在建项目竣

工投产，全年新竣工项目１８个，总投资
２４亿元；推进土地已摘牌项目的开工建
设，全年新开工项目１４个，总投资１７亿
元；推进土地农转用批次已批复项目的摘

牌，全年新完成土地摘牌的项目１８个，总
投资近 ２７亿元，用地规模 ３０４４公顷。
对接上海促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制定《宝山区智能制造装备专项实施方

案》。全年落实两批共６个高新技术产
业化项目用地指标１６余公顷。开展争创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作，装备

制造（智能装备）基地通过专家评审，上

海机器人产业园获市经信委批准。全年

完成６家市、区两级企业技术中心创建工
作，推进１０个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

国内领先水平，实施５个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项目，４项国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研制专项项目完成验收。

■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推进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研究编制《宝山区文化创意

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宝山区文化

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办法》《促进宝山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协助

举办“制造业创意产业论坛”活动。上

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等４家单位的“上
海工业设计产权交易公共服务平台”４
个项目获首批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财政扶持资金支持。推进轨道交通

七号线文化科技旅游产业发展带建设，

发挥“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示范

与辐射作用，制定《关于以国家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为引领，加快文化科技旅游产

业带（七号线）发展的实施方案》。推进

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上海市

宝山区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研究》，制定

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建设计划，协助举

办２０１２年北上海首届移动互联网产业

高峰论坛，宝山区获上海市第一批移动

互联网产业基地授牌。推进上海动漫衍

生产业园做大做强，推动上海动漫衍生

产业园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加强产学研

合作并签订战略合作框架，研究制定《关

于加快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发展的实施

方案》。

■推进工业节能降耗　完善节能工作机
制，制定《宝山区２０１２年工业节能重点
工作安排》，确定各单位工作任务和目

标。加大推进“节能五色管理法”应用

力度，制定《宝山区工业节能考核办

法》，全年共举办 １９期、１３００多人次参
加的节能管理培训班。开展节能诊断和

高效节能产品推广，全年完成年耗电

５００万千瓦时以上２６家重点企业电能平
衡测试工作，对４５个单位实施４万千瓦
时高效电机推广替代。推进清洁生产和

发展循环经济，全年完成３２家高耗能重
点用能企业清洁生产试点审核和１５家
企业审核验收，４５家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开展标准化、产学研、企业现场检查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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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３日，宝山工业园区召开防御台风紧急工作会议 宝山工业园区／提供

动。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和节能改造步

伐，举办９３个燃煤（重油）锅炉单位改造
技术和政策培训班，全年共完成３５台锅
炉１２０吨位替代改造。上海黄海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等３５个项目实现节能工程
改造，实现节能量２万吨标煤。

■服务中小企业　 完善企业服务网络，
建立健全“１８＋１５＋３３”服务中小企业工
作网络，主动开展推送中小微企业服务

信息传递活动，全区４０００多家中小微企
业每月可免费获得“上海市中小企业信

息速递”杂志。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帮助区域内４个公共平台申报上海市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其中上海钢

联获“信息服务”、上海融道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获“融资服务”示范平台

称号，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和上海

澄兴动漫产业有限公司获“综合服务”

示范平台称号。拓展与央企对接合作，

建立宝山区央企在沪企业基本信息数据

库，加强对在宝山的央企的服务。扶持

培育中小企业发展，建立宝山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企业、小微企业分类数

据库，对入库企业实施分类指导和跟踪

服务。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首次组

织编写《宝山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指

南》，协调解决２１家“专精特新”企业续
贷４２９亿元存量贷款。举办上海市百
家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训班和私募债金

融产品宣传专场培训班。帮助海隆石油

等２家企业申报市中小企业专项扶持资
金，帮助三航奔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

３家企业发行中期集合票据２２亿元。

■加大政策扶持和招商引资力度　确定
上海度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ＬＥＤ

产品制造等１８项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
务业重点引进项目，伊戈尔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高性能集成硅光子器件研发中心

项目、上海度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 ３
个项目成功签约落户宝山。完善政策扶

持办法，完成《宝山区先进制造业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政策修订工作，全区５３家
企业共６４个创新项目获财政扶持资金
１５８０万元，３个项目申报上海市第一批
重点技改政策，１４个项目预报上海市第
二批重点技改政策，５个节能技改项目
申报市节能专项预计可获扶持资金２３５
万元，清洁能源替代、高效电机推广获市

专项资金１０００万元。 （王　琳）

宝山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工业园区围绕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主题，调整完善

园区发展规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

先进制造业能级，推进经营性用地规划

招商，促进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较好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全年实现增加值 ２７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２６％，完成全年目
标的１００％；实现工业销售产值８４３亿
元，增长 ２６３９％，完成全年目标的
１０５％；实现地方财政收入１２６亿元，增
长３８１％，完成全年目标的１１０％；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１４７亿元，其中完成经营
性固定资产投资１１８亿元。

■推进项目开工建设　加强企业走访和
调研，发放意见征询表，征询企业意见，

把握企业运行态势，鼓励企业通过技术

创新和技术改造扩大产能，帮助企业解

决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困难，鼓励企业提

高生产效率和规模。争取用地指标，全

年获土地指标２２８公顷，完成土地出让

２７２公顷，其中产业用地约１７４公顷。
专题召开拟开工项目协调推进会，明确

全年重点推进１８个项目的计划进度和
任务节点，协调解决项目开工所必须的

各类条件，积极做好开工准备，为明年集

中开工建设打好基础。加快在建项目建

设和投产，新投产太平洋机电、爱得航汽

车部件、宝钢包装、索肯科技等 ６个企
业，使园区的投产企业由 ２０１１年的 ４８
家增加到５４家。加快经营性用地出让
步伐，完成旭辉房产南侧９８公顷经营
性用地招标出让。

■推进动迁安置工作　按照时间节点，
协调推进罗店、罗泾１２００余户兵营式农
户动迁，园区领导带头走访各村并召开

动迁签约动员会，做好群众工作。委托

罗店镇动迁１０４６户，月浦镇项目动迁２０
户，罗泾镇项目动迁 １９５户，合计 １２６１
户，至年末签约率 ８０％。在动迁中，按
照规范、有序、可控工作要求，深入村队

开展动迁协调工作，动迁工作基本做到

稳定可控。

■开展园区规划及功能定位研究　主动
加强与金桥、张江、漕河泾等先进开发区

的对接，邀请相关企业到园区传授经验，

探索合作开发的路径。探索市场化运作

模式，以市场化方式引资、引力、引品牌，

开展品牌招商，以建设能承载新兴产业

发展的园中园。围绕建设适合园区产业

发展，方便企业生产、生活的公共交通设

施，与区建交委协商园区公共交通问题

进行协商，争取尽快将社区巴士连接１、
３、７号轻轨的公共交通配套进园区。开
展园区规划及定位研究，委托市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就园区发展的功能定位、产

业布局等进行研究。

■推进平安园区建设　联合区相关执法
部门开展企业自租厂房整治工作，排摸

招租企业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规范企业

招租行为，减少安全隐患。开展环境整

治，加强值班巡逻，制止违章建筑和乱倒

渣土行为。联合罗店镇、月浦镇、罗泾镇

三镇加强对园区空置土地的管理。

■支持园区周边城镇建设　至年末，园
区累计投资６５亿元，用于罗店镇、月浦
镇、罗泾镇三镇农民动拆迁，其中土地补

偿、劳力安置、生活补助３７２亿元，占园
区直接投资的５７２％。投资７１００余万
元，建设支持村级经济的标准厂房。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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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企业的租金、财政收入累计１０００余万
元，用于支持罗泾７个村建设。重视结
对帮扶工作，对结对村加大扶持力度，年

投入现金及工程劳务支出超过百万元。

２０１２年３月９日，洛克磁业新厂房暨上海申克机械有限公司新工厂奠基仪式在宝山城市工业
园区举行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供

■加强园区党的建设　推进区委巡察工
作整改措施的落实，破解制约园区发展的

瓶颈。加强和规范工作程序和内部管理，

提升服务水平。加强班子建设，坚持每月

中心组学习，及时学习领会中央、市委、区

委的文件精神，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

提高理论和业务修养。坚持双月培训学

习制度，提升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服务水

平。推进党风廉政责任制建设和警示教

育，修订党风廉政责任制和“三重一大”

议事规则，加强预警防控机制建设和风险

点的排查和监督，在机制上筑好监督防

线。开展创先争优先进支部和优秀岗位

评选，组织群众文体比赛。加强党的基层

队伍建设，发展党在非公企业的基层组

织。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推进企业工

资集体协商，动员企业扩大工会组建面，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沈　云）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按照
园区“十二五”规划要求，围绕区“五个好”

奋斗目标，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实现经济

稳步增长、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全年

实现工业销售产值１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７％；完成增加值５１３７亿元，增长１２３％；
完成税收１４７１亿元，增加１０６％；完成区级
财政４４２亿元，增长４２２７％。各项指标增
幅在全区１５个街、镇、园区中均名列前茅，
其中区级财政增幅居全区第一。

■加快经济转型发展　园区全年共引进
合同外资 ３００４万美元，实际到位外资
３０１１万美元。新开工天威展示展览、广
联建设、申克机械、曼氏香精４个项目，
马拉松电气、普安柴油机、钢联电子一期

等８个项目竣工。出租厂房３３６万平
方米，出租率５１％。成功回购宝钢钢管
股份有限公司在园区的７１３公顷土地
及厂房。签订园区最后一个危化仓库真

陈路仓库的动迁协议。落户企业申报各

类科技项目约３０个，霍富汽车锁具有限
公司建立沪上首个外资企业院士工作

站。电力环保、百特机电、光驰科技等６
家企业牵手有关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

年内，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位列市年度私营企业第２７位，上海金
地宝山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位列非国有

控股企业税收百强第３３位。

■加强民生保障　全年园区新增就业岗
位１０２０个，推荐本地劳动就业８９人，集
体工资覆盖劳动者 １２０５０人。落实 ２４
名征地人员“农转非”。园区合作医疗

参保１４３５人，对镇保人员参加门急诊补
助每人３００元。为１４５３名６０周岁以上
老年人发放补助款 １７３１８万元，为 ９９
名残疾人分别赠送意外保险１份，为１４
名高龄老人每人每天赠送１瓶牛奶。完
成丰翔新城居委会选举。完成１０３家企
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成农龄普

查工作，涉及７个村、共计１５７８人。

■园区综合管理　成立领导牵头的园区
维稳工作领导小组，滚动排查，先后排查

出主要信访矛盾１９起。深化小孟家宅
封闭式管理工作，加大技防投入力度，探

索“村企联防、警企联防”新模式。会同

区公安、工商、食药监、质检所等相关职

能部门，对园区范围内无证无照违法经

营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全年共出动

执法人员１５０余人次，查处无证无照经
营３０家，收缴各类非法物品 ４０余件。
与１３０家单位负责人签订安全生产责任
书，与１９家单位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

■园区建设　园区全年新建绿地 ３７００
平方米。组织实施“宝山创建国家卫生

城区”相关工作。实现扬尘控制成效管

理，平均降尘量低于目标值９吨／平方千
米·月。完成４户历史遗留“钉子户”动
迁，分别为３个项目腾出建设地块，解决

主干道丰翔路口的１户遗留户。在锦秋
路拓宽工程前期动迁方面，完成２户产
权单位、７家租赁单位及个人、１１户沿街
商铺的动迁。

■园区党建　全年新建党组织５家，新建
“支部网站”２９家，新发展党员１３名。组
织市十次党代会和十八大党代表的推选

工作。选送申报区拔尖人才４名、青年尖
子９名，做好６名人才租房资助工作。成
立园区妇工委。在所有“两新”组织党组

织中全面推开党务公开工作。 （刘咏梅）

建筑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建筑业稳步发展，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６３１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４９％。区域内三级资质以上建
筑业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５９００９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２％，其中在外省完成
产值４２６１５亿元，增长１５７％。房屋建
筑施工面积２１１３万平方米，下降１７２％，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３５６万平方米，下
降１６２％。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宝冶”）始建于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是一家从事ＥＰＣ工程总承
包以及检修协力、钢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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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于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

司，拥有住建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

承包特级资质”“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以及“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

甲级设计资质”和“冶金行业甲级设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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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中冶集团内唯一一家、全国仅两

家之一的双特一级资质的施工企业，拥有

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施工壹级资质

（中冶集团内唯一）、海外援建资质（中冶

集团内唯一）、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

可证（中冶集团内唯一）、特种设备检验

检测Ａ级核准证（上海市内唯一）等资
质，具有房建、冶金双特壹级等总承包资

质５项，水利水电工程总承包二级、机场
场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等专业承包资质

６项，以及钢结构制造、房地产开发、特种
设备工程、无损检测工程专业承包等其他

２０余项行业、专项、专业承包资质。２０１２
年，上海宝冶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

营业 收 入 １５０６４亿，比 上 年 下 降
１００１％；实现利润总额７３８亿元，增长
１０８１％，盈利能力提高；年末资产总额
１４３９２亿元，下降６０３％；总产值１３９８
亿元，比 ２０１１年的 １４３３１亿元下降
２４５％；实现利税总额１３９１亿元，增长
６６７％。至年末，公司主体员工４４６６人，
返聘人员１９人，外劳力人员３１６９人，公
司在岗员工共计７６５４人 。
２０１２年，上海宝冶全年共组织投标

６２８次，中标３１２项，中标率４９６８％，创
历史最好水平。实现新签合同额２０３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３６８％。在冶金领
域，宝钢股份一、二号高炉大修顺利完成，

中标宝钢股份三号高炉大修工程，以及宝

钢股份重点项目罗泾１＃ＣＯＲＥＸ炉整体
迁建至八钢工程等大型重点工程项目。

建成上海宝冶历史上第１９座高炉———宝
钢股份梅钢分公司５号高炉，历史上承建
的最大冶金单体项目———厦门漳州福欣

特殊钢厂热轧主线轧机牌坊、退酸区轧机

牌坊吊装相继顺利吊装。在民建市场，强

化区域营销策略，依托沈阳、南京、广州三

个区域分公司前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紧盯

辽宁、江苏、广东市场，推动形成良好区域

营销新格局。年内，宝冶在辽宁中标沈阳

华府新天地、抚顺大酒店等民用工程，共

计２９２２亿元，比２０１１年的８１４亿元增
长２５９％；在江苏中标南京市河西儿童医
院、昆山金融街等民用工程，共计３０６亿
元，比２０１１年的１１５７亿元增长１６４％；
在广东中标深圳中外运平湖物流中心、珠

海市拱北观澳平台等项目，共计 １３亿
元，与２０１１年基本持平，稳步突破１０亿
元规模。在检修产业，形成冶金设备点

检、机电设备检修、备件修复、行车协力

等四大服务板块，实现检修、技改、基建

的合理配比，拓展专项检修、技改、建安

工程，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原料—

烧结—焦化—炼铁—炼钢—热轧（宽厚

板）—冷轧—连铸—棒材等钢铁企业全

流程的检修技术和市场的专业企业。全

年实现检修板块合同签约额６８亿元，
实现产值７亿元，其中，检修分公司实现
业绩逆势上扬，全年完成合同签约额

３８亿元，比 ２０１１年 ３３６亿元增长
１３１０％，完成产值 ３５０亿元，比 ２０１１
年 ３０１亿元增长 １６２８％，上缴利润
２７００万元，比 ２０１１年 ２４６０万元增长
９７６％。在房地产领域，上海宝冶承建
的信阳中冶尚园、绍兴中冶梧桐园项目

正式启幕，常熟中冶虞山尚园、月浦中冶

尚园项目顺利交房，保障房扬州西湖景

园、慈溪北二环拆迁安置房一期项目按

期交付，罗店大型居住社区、梅林安置房

项目建设平稳受控。全年公司商品房完

成利润总额３０６亿元，比２０１１年２００
亿元增加 ５３％。年内，上海宝冶获“上
海市住宅建设实事立功竞赛先进公司”

称号，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工程项目部获

“上海市工人先锋号”称号，联杨置业公

司工程管理部获“上海市住宅建设实事

立功竞赛先进集体”称号，一批先进个人

获“住建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

赛优秀建设者”“上海市重大工程立功

竞赛优秀建设者”“上海市住宅建设实

事立功竞赛建设功臣”等称号。

年内，上海宝冶独立承建的深圳大

运中心主体育馆工程，先后获２０１２年度
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２０１２年度广东
省建设工程优质奖、广东省詹天佑故乡

杯奖、２０１２年度冶金行业优质工程、２０１２
年度深圳市优质工程等奖项，并获建筑

业内含金量最高奖项鲁班奖，上海宝冶

作为山西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工程和天津

海河教育园区一期综合配套工程的参建

单位同获鲁班奖。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

限公司一期第二冷轧厂主厂房工程，获

２０１２年度冶金行业优质工程、２０１１年中
国钢结构金奖，并获鲁班奖，实现连续５
年获冶建工程领域鲁班奖，至２０１２年底
累计获奖１１项。

年内，上海宝冶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提升企业科技实力。ＢＩＭ技术研究应用
初见成效，立项研发的《基于三维设计的

ＢＩＭ技术研究与应用》获财政部项目资
助，组建１０余人的 ＢＩＭ工作室，利用先
进设计软件创建三维建筑模型，并应用

于工程项目投标展示、设计图纸会审、施

工深化设计、部分工程量测算等方面。

该项技术在珠海十字门商务会展综合

体、鄂尔多斯体育馆、郑州烟厂等项目进

行试点应用。电装分公司将 ＢＩＭ技术
应用在福欣钢厂热轧生产线项目，成为

冶建行业ＢＩＭ技术先行者。推进工程技
术中心建设，在原中冶钢结构制造与安

装工程技术中心和中冶结构及设备安装

工程监测与检测工程技术中心“两个中

心”基础上，申报新建中冶石灰工程技术

中心，拓展宝冶工程技术研究领域，提升

工程技术研究实力。有序推进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与同济大学联合培养的２名
博士后进入宝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

作。加大科研力度，培育钢结构分公司

与同济大学合作建设钢结构节点实验

室，年内实验室实现具备空间多向加载

和足尺等特点，为复杂钢结构节点的研

究、设计创造试验条件。全年共组织实

施重点技术开发项目３５项，覆盖企业冶
金工程、电气工程、地基混凝土施工、钢

结构设计优化各个产业板块和施工技术

专业领域。围绕战略布局，开展科技创

新，推进成果报奖工作。至年末，公司共

申请专利 １０８项，获授权的 ９１项专利
中，发明专利占 ２６％，形成新的品牌技
术序列。上海宝冶组织的“一种冶金渣

罐及其制造方法”课题获中冶专利金奖，

５项科技成果获第二十四届上海市优秀
发明选拔赛发明成果奖，《特大型分片式

轧机机架立体装配调整技术》获２０１２年
度中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节能型高

低组合一体化在线循环冲洗装置研制与

应用》等１２项科技成果通过中冶集团组
织的专家鉴定，其中“节能环保型套筒石

灰窑生产新工艺研究与应用”“节能高

低压组合一体化液压系统在线循环冲洗

试压工艺及装置研发”２项科技成果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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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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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中冶集团的成员
单位。至年末，上海五冶注册资本 ３３
亿元，总资产 ４０５４亿元；拥有冶炼、房
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１０项壹
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等 ７
项贰级资质；具有地基与基础、钢结构、

机电设备安装、炉窑工程等多项专业承

包资质；拥有甲级建筑工程设计、检测机

构、房地产开发及多项特种资质。公司

在册职工 ３３８４人（其中在岗管理人员
２４２６人，作业人员 ６９９人）。专业技术
人员中，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达５０％。
２０１２年是公司“三五规划”承上启

下的关键年。年内，面对国内外复杂严

峻的经济形势，公司以“创新、责任”主

流文化为引领，坚持以“全面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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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线、以“管理提升活动”为抓手、以

转型发展为方向，创新经营方式，积极拓

展市场，提升发展质量，确保健康平稳发

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８０亿元，比上年
增加１１３亿元，实现利润３亿元。年内
获鲁班奖１项、国家优质工程金奖１项、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３项，获２０１１年度
上海市“申安杯”优质安装工程奖２项，
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安装行业协会“绿色
安装”工程成果奖 １项，公司被评为
２０１１年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公司管理成
果获“第七届全国建筑工程优秀项目管

理成果评选”第一名，获中冶集团科技成

果二等奖１项，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１项，获２０１１年中央
级建筑施工科技研发项目奖励三等奖１
项。主编２０１２年《冶金工业建设工程预
算定额（２０１２版）》第三册《机械设备安
装工程》，参编第九册《冶金炉窑砌筑工

程》。获上海市“三星级诚信创建企

业”，被评为上海市建设施工质量先进企

业，被命名为“上海市平安单位”，连续７
年进入上海市施工企业综合实力排名

３０强，连续第６年被评选为上海市 Ａ类
诚信纳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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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冶天

工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控股的国有大型综

合施工总承包企业，注册资本金３亿元，
总资产４９６亿元。公司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
２０００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２００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ＧＢ／Ｔ２８００１－
２００１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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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与基础工程、

钢结构工程、冶炼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三

个施工专业承包一级，消防设施工程设

计与施工（一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

计与施工（二级）、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

专项（乙级）等资质，同时具备中国钢结

构制造企业特级、美国 ＡＩＳＣ认证、对外
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书，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维修许可证等专项资质。至年末，公司

拥有各类工程技术、经营管理和工程项

目管理人员约３５００人。年内，沙钢３＃电
炉、梅钢连铸、宝钢焦炉综合改造、张家

港联峰棒材等冶金项目竣工，宿州西北

新区中学、马尔代夫１０００套住房、安庆
大发宜景城一期等非钢项目竣工，世界

上首条采用最先进的穿孔、连轧、脱管、

定径等热轧工艺设备的江苏天淮５０８无
缝钢管热连轧生产线按期一次投产成

功。莆田文献广场深基坑工程施工过程

各项技术监控指标全部受控，该工程采

用逆作法，支撑体系的设计和土方开挖

思路新颖，占地 ２４万 ｍ２。宝钢德胜钢
坯打捞项目，采用结构和止水帷幕入岩

切断坑内外地下水系而不封底的基坑围

护工艺，攻克多项施工难题，进一步夯实

公司专业施工能力。

　　２０１２年，公司基本完成年初制定的
各项经济指标，经营规模连续３年保持
６０亿元以上。全年完成营业收入 ６５７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２２亿元。在冶炼
市场，公司中标沙钢双冷轧、宝钢６００

$

烧结、宝钢三号高炉大修、张家港宏昌

二、三号高炉大修等项目，巩固公司在冶

金市场影响力。在非钢市场，中标福建

石狮环湾大道、西藏国际会展中心钢结

构、大同市御东区美术馆钢结构等重要

工程，首次承建中标高度２００ｍ以上的舟
山港航国际大厦工程和镇江苏宁广场钢

结构工程。参与马尔代夫保障房建设、

沙特延布皇家委员会总部大楼等海外项

目的建设。在资产管理方面，根据集团

公司决策，对商品混凝土板块进行转让，

安置正式员工 ２５６人、劳务派遣工 １８７
人，保证资产平稳交接，提升和改进公司

钢结构和装备制作能力。年内，公司承

建的４个ＢＴ项目中，宿州西北新区中学
项目移交当地政府，晋江世纪大道、江西

宜春机场Ａ线、宣城环城大道项目在建
设中。通过ＢＴ项目，公司在江西省宜春
市累计拍得土地约１７３３公顷，至年底
拥有未开发土地储备约２４３９公顷。在
内控管理方面，公司加强项目管理策划，

制定分包、采购等示范文本，编写法律风

险防范手册；实行物资集中采购，降低采

购成本；采取分包商绩效考核，提高集中

度；首次建立 ＯＡ协同办公管理系统，实
现办公信息化。

公司全年共获质量奖项８项，其中，
国家级１项，省部级５项，地市级２项。
武钢三冷轧项目获国家优质工程银奖和

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宝钢冷轧不锈带

钢工程（后续工程）获冶金行业优质工

程奖和上海市“申安杯”，江阴市市民水

上活动中心工程获江苏省“扬子杯”，玛

氏食品（嘉兴）二期扩建厂房工程获上

海市“金钢奖”。公司参编《炼钢机械设

备安装规范》和《焦化机械设备安装规

范》成为国家标准。宝钢不锈钢冷轧后

续（６标）工程和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综合
楼工程，均获中冶集团新技术应用示范

工程。《降低项目资金累计回款差异

率》等３篇 ＱＣ成果获中国冶建协会一

等奖，《提高炉壳焊接质量二次合格率》

等４篇ＱＣ成果获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
管理协会一等奖。公司在全国冶金系统

冶建赛区２０１１年度“青安杯”竞赛中，获
“先进集体”称号、获“先进个人”称号各

一项。安装分公司获上海市建交委颁发

的“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乙福祥）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
冶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二十冶”）

隶属于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中国冶金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８９亿元人民
币。拥有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房屋建筑工程、化工石油工程、市政

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一

级资质，具备电力工程、地基与基础工

程、炉窑工程、港口与航道、矿山工程等

多项专业承包资质，拥有建筑工程甲级

设计资质。总部下设１５个职能部门和
建筑、市政、钢结构、机械设备安装、电气

设备安装等１３家工程分公司，含１家甲
级资质设计院。在上海、天津、浙江宁

波、河北沙河设有４家区域控股子公司，
在湖南、山西、芜湖、珠海、齐齐哈尔等省

市成立２１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在广
东、南京、合肥、济南、青岛等省市成立

１０余家项目公司。至年末，公司在岗职
工９１２６人，其中教授级高工５７人，高级
职称５２９人，中级职称 １１６１人，初级职
称２５４５人，其他４８３４人。

年内，中国二十冶持续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过加大

市场开拓力度、开展降本增效、强化风险

管控，有效促进集团公司的科学发展，主

要经济技术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新签合

同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居中冶集团

首位。全年新签合同额３０１２３亿元，比
上年增长０２８％；完成营业收入２３６３２
亿元，增长７７７％；实现利润８６２亿元，
增长２８６％。全年新签合同额中施工合
同额 ２５４０４亿元，其中，冶金项目
１２８３９亿元，占 ５０５４％，非冶金项目
１２５６５亿元，占４９４６％，海外项目３２８
亿元，占１２９％。年内，中国二十冶获上
海市建筑企业经营实力第５位、上海市
百强企业第３２位、“中国优秀施工企业”
“上海市诚信企业”“中央企业首批企业

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全国安全文化先

进单位”等称号。

中国二十冶加强对所建项目的过

程管理，完成施工生产年内任务，全年

共完成竣工结算项目２６７项，竣工结算
造价１３７６８亿元。全年共完成单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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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４９５项，质量验收一次合格率１００％，
获中冶十大影响力工程、中国钢结构金

奖、国家优质工程奖等省部级以上质量

奖３３项。首钢京唐第二冷轧工程获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天铁集团焦炉

大修改造工程、邯钢结构优化产业升级

总体规划邯钢新区二冷轧工程、哈尔滨

麦凯乐购物休闲广场工程 ３项工程获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宝钢冷轧不锈带钢工程（后续工程）、宝

钢特钢钛镍金属板带技术改造工程、中

冶职工医院急诊综合楼改扩建工程、梅

钢热轧酸洗高强钢生产线工程、天津冶

金轧一搬迁改造工程 ９０万吨／年酸轧
线工程、天津冶金轧一搬迁改造工程９０
万吨／年精整区镀锌线工程６项工程获
２０１２年度全国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奖，
“贯彻过程风险管理理念、促进横琴 ＢＴ
项目建设”成果获 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建设
工程优秀项目管理成果一等奖。

中国二十冶重视资质管理工作，坚

持以企业战略为导向，不断提升资质等

级水平。年内，获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资质、冶金行业设计甲级资质证

书，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申报工作完成相关申报资料上报。持

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１１月１２日，中
国二十冶管理信息系统一体化建设项

目建设全面启动，新财务系统、人力资

源管理系统、财务久旗报表系统、经营

统计报表系统、集团公司视频会议系

统、网络中心机房 ＵＰＳ、协同办公系统
相继升级或投入运行，ＥＲＰ系统、大协
同应用、ＢＩ商业智能、基础设施升级等
项目稳步推进。公司全面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制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化指导意见》

《房建项目标准化工地建设方案》和

《轧钢工程重大危险源管控指南》，推进

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检查项目

２３０次，排查整改各类隐患 ８２３项。连
续７年获全国安全文化先进单位称号，
连续３年获上海市安全生产优胜单位
称号。珠海横琴市政、上海吴淞医院、

天津军粮城住宅等２３项工程获省市级
文明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称号。

推广应用节能环保和绿色创新技术，贝

岭技术研发中心、吴淞中心医院等工程

获上海市建设工程节约型工地达标工

地的通报表彰。重大项目节点如期实

现。１月５日，中国二十冶首个ＢＴ项目
常德大道改扩建工程全线主车道通车。

该工程规模大、工程设计新颖、技术含

量高、施工难度大，是常德市重点工程

“一桥三路”之一，全长１４０２公里，宽
７０米，双向六车道，首次在常德市政道
路建设中采用公交优先、零换乘。２月
５日，中国二十冶与安徽省宣城市政府
签署宣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合作框架

协议。５月９日，中国二十冶总承包安
徽省宣城市夏渡新城二期保障性住房

工程开始混凝土浇筑。夏渡新城二期

工程是宣城市重点保障性住房工程之

一，包括３２栋住宅楼，总建筑面积约３８
万平方米，预计解决１１万人、３０６９套
住房问题。３月，巴布亚新几内亚瑞木
镍钴冶炼项目完成交工并投入运营。４
月１日，天铁集团产品结构调整高线二
期工程竣工投产。４月２日，梅钢１７８０
热轧工程热负荷试车。４月２３日，天津
市滨海新区小王庄示范镇安置区住宅

工程一期前期１２栋工程主体结构全部
封顶。工程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小王

庄镇渡口村，是天津市以宅基地换房方

式建设示范小城镇试点工程之一，该工

程总建筑面积５２４１万平方米，预计解
决１４万人、５０５８套住房问题。８月３１
日，中国二十冶承建的珠海横琴新家园

首期（新旧村安置房）住宅工程９栋高
层计１０７７套住房通过竣工验收。横琴
新家园是国家开发横琴新区的一项政

府安居工程，主要安置横琴 １１个自然
村４０００余名村民。１１月１５日，澳大利
亚ＳＩＮＯ铁矿项目工程第一条生产线开
始试生产。１２月２８日，中国二十冶承
建的国内最大的ＢＴ项目横琴新区市政
基建工程，首条道路环岛东路实现全线

通车。该项目是珠海市十大重点工程

之一，工程竣工后，将为横琴新区的正

常运转提供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

保障。

结合国家宏观调控形势及管理提

升活动要求，公司进一步转变经营模

式，从源头提高合同质量，谨慎开拓新

兴市场，选择规模大、收益好的项目开

展ＥＰＣ、ＰＣ承包，提高营销质量，签订
山东焦化北海冶金示范工程、广州宝洁

配送二期 ＥＰＣ项目以及福建金大鑫钢
铁铸造产业基地ＰＣ项目。坚守冶金施
工传统主业，巩固“轧机之秀”品牌。开

发工程承包市场，在大市场、大客户、大

订单营销战略指导下，巩固冶金市场。

中标福建鼎信 １７８０不锈钢热连轧项
目、张家港扬子江冷轧板有限公司镀

锌、镀锡、锡板及普板连退项目、迁安思

文科德薄板冷轧项目、河南中原特钢项

目等。开发非冶金建筑市场，紧跟国家

经济发展形势，扩大市政道路、公共设

施、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市场份额，在开

拓保障性住房、城市综合体、产业园区

等普通建筑市场的同时，向超高层建

筑、建材、环保等高端市场拓展，中标安

徽宣城保障性住房、福州中捷大厦、新

疆克拉玛依文化创意园区及配套设施

建设工程等。开拓海外市场，发挥管理

优势、业绩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快“走出

去”步伐，新签越南台塑河静设备维修

厂工程，合同造价３２８亿元人民币。
中国二十冶推进科技兴企战略，建

设行业科技领先型企业。加强轧钢机

电安装和装配式建筑２个工程技术中
心建设，成立中冶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领

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推进“冶金工程

模块化建造技术”重大专项的实施，制

定实施技术专家评聘考核管理办法，聘

任首席技术专家、高级技术专家和技术

专家５３人。至年末，申请专利３１４项，
其中，发明专利９０项，新授权专利 １７５
项；完成科技成果鉴定１７项，其中，“欠
固结淤泥路基处理技术的试验研究与

应用”“高速公路泥炭土软基处理技术

研究与应用”“卫星发射塔架回转平台

非标座关键部位的制作方法”３项成果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各类科学技术

奖１５项。组织编制企业级工法３５项，
２６项获省部级工法认定，１１项被推荐
参加国家级工法评审。主编的国家行

业标准《冶金工业自动化仪表施工验收

规范》上报国家工信部审批。公司获取

科技研发资助创历年之最，达 １３１５７
万元。 （王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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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贸易·招商服务
■编辑　经瑞坤

吸收外资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吸收合同外资
３５１２３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６３％；实到外
资２００５８万美元，增长１９％；批准外商投
资项目１３６个，其中新批１０４个，增资３２
个，增长１６％。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宝山　新加坡
胜狮集团在宝山设立地区性管理总部。

胜狮货柜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２
年９月获市商务委批准设立，并认定为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这是继美国林肯电

气公司在区设立地区总部后，又一家跨

国公司在区设立地区总部。该公司由新

加坡胜狮集团全子公司香港胜狮货柜企

业有限公司独资组建，注册地宝山区宝

杨路２１２１号，注册资本 ２００万美元，总
投资２８０万美元。主要受新加坡胜狮集
团的委托，对１２家企业进行投资经营决
策、资金运作和财务管理、供应链管理和

产品销售、批发和进出口等业务。

■拓展利用外资领域和方式　外资投资
租赁服务业。法兴华宝汽车租赁（上

海）有限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总投资

１８７６万美元。该公司获市商务委批准
落户高境镇，主要从事汽车租赁（有或无

司机）、向中国境内外购买租赁车辆、租

赁汽车残值处理及维护、汽车配件批发、

提供与汽车租赁有关的咨询及配套服务

等业务。外资投资金融服务业。上海思

佰益仪电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全区

首家外商投资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经

市金融办同意和市商务委批准设立，落

户友谊路街道。该公司总投资２８０万美
元，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业务，

提供股权投资咨询、股权投资管理咨询

服务等。外资投资养老服务业。由复星

集团和美国峰堡集团共同出资组建的上

海星堡老年服务有限公司，总投资 ６００
万美元，主要提供高端的老年人居住式

服务，包括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料等。境

外人民币直接投资。全区有８个境外人
民币直接投资项目获批准，合同外资

５７５０万元人民币。

■利用外资形式多样化　外资并购。香
港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采用外资并购方

式，取得上海宝山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原

上海宝江燃气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该
外资并购项目获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

委员会同意，并经市商务委批准。外资

股权基金投资。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完成股改后，受外资股权基金企业

的青睐，维梧百达（上海）股权投资基金

企业（有限合伙）、维梧睿达（上海）股权

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维梧鸿达

（上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等外资股权基金企业通过向公司增资获

相应股权。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外资创投企业的投资后，有望加快

上市步伐。外资增资项目。２０１２年，全
区批准外资增资项目 ３２个，合同外资
１００５９万美元。外资企业通过增资扩
产，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益。

■外资企业潜利工业有限公司转型发展
　月浦镇引导推进外商投资企业潜利工
业有限公司转型发展，由美国潜利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加坡普洛斯集团签署

转股协议，获市商务委审批。调整后的

潜利工业有限公司地块，将打造成为宝

山乃至整个上海的国际供应链管理示范

园区，该项目总投资１０亿元。

■实到外资２亿余美元　全年有１１９家
外商投资企业合计实到外资２００５８万美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９％。其中，实到外资
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 ３家，５００万 ～
１０００万美元的企业１１家，３００万 ～５００
万美元的企业 ７家。外资排序前 ６名
是：华润雪花啤酒（上海）有限公司、上

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上海美颂建材

销售有限公司、仙梦岛（上海）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上海林肯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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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１０４ １０８２８１ ３５１２３

合计 ９０９ ７６１２１５ ３４４７８３

　注：表中批准项目数为新批项目数，投资总额、合同外资包括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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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街镇、园区吸收外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

名　称
项 目 数（个） 合 同 外 资（万美元）

新批 增资 小计 新批 增资 小计 同比（±％）
实到外资
（万美元）

宝山工业园区 ４ ２ ６ ２２２ ６１ ２８３ －６４％ ５２９８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２ ４ １６ １１３７ １８６７ ３００４ －５０％ ３０１１

杨行镇 ８ ４ １２ ２８５ １２７４ １５５９ －９％ ２６３０

月浦镇 １２ — １２ １８３５３ — １８３５３ ３０５３％ ８１６

罗店镇 ５ １ ６ ９３９ ５６６ １５０５ ７７％ ８０３

高境镇 ６ １ ７ １４５０ １ １４５１ ２２２％ ９１５

庙行镇 ４ ６ １０ ２６８ １０７１ １３３９ ３４％ ３３５

大场镇 ７ ２ ９ ２７５ ３２３０ ３５０５ －２８％ ２８４５

淞南镇 ６ ３ ９ ５５３ ７５１ １３０４ －３８％ ３１８

顾村镇 ６ １ ７ １７２ １２ １８４ －８２％ ８０１

罗泾镇 ５ ４ ９ １９４ ６１３ ８０７ －１７％ ９２８

友　谊 ９ １ １０ ３１３ ８９ ４０１ １２３％ １２５

张　庙 ５ — ５ ２６２ — ２６２ ３０９％ ８

吴　淞 １４ ２ １６ ３４１ ７４ ４１５ －５４％ ６９９

航运开发区 １ １ ２ ３００ ４５０ ７５０ ８７４％ ５２６

合　计 １０４ ３２ １３６ ２５０６４ １００５９ ３５１２３ ６３％ ２００５８

表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产业分布情况
单位：万美元

产业名称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同比（±％）

第一产业 — — — －１００％

第二产业 ２０ １４ ２４３２１ １１２％

第三产业 ８４ １８ １０８０２ １６％

表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况
单位：万美元

国家（地区）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国家（地区）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港澳 ２５ ８ ８４５０

台湾 １１ — ２３７

日韩 ２３ ８ ２２６６９

东盟 ８ ３ ６５３

欧洲 １８ ６ １４９４

美国 ８ １ １９４

其他 １１ ６ １４２６

表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方式
单位：万美元

投资方式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同比（±％） 投资方式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合同外资 同比（±％）

合资 ２４ ７ ２０９４５ １５８５％

合作 — ３ １３６１ －５６％

独资 ８０ ２２ １２８１７ －２６％

合计 １０４ ３２ ３５１２３ ６３％

表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合同外资分段情况
单位：万美元

合同外资
项目数（个） 合同外资

新批 比上年（±％） 增资 比上年（±％） 新批 比上年（±％） 增资 比上年（±％）

３００万美元以下 ９８ ２０％ ２３ ２１％ ４０６７ ２２％ １４９９ ２９％

３００－１０００万美元 ５ ０％ ６ －１４％ ２８７６ －１％ ３２７３ －２１％

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 １ ０％ ３ ０％ １８１２２ ８３６％ ５２８６ －３５％

（方　琦　王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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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宝山区企业利澜服饰、昊群数码科技和江宏金属制品参展“上海外贸企业出
口精品展销会” 摄影／潘晓磊

表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
单位：万美元

外贸出口 完成数
比上年

（±％） 外贸出口 完成数
比上年

（±％）

出口总额 ２７５１７９ －１８．９％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１３２７５４ －９．４％

　　加工贸易 １２７０６５ －３２．３％

　　其他贸易 １５３６１ １９８．３％

按企业性质分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９３７６１ －２４．９％

　外贸流通企业 ２３９２５ ３．７％

　自营进出口企业 ５７４９３ －１．５％

表８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街道、镇、园区企业出口情况
单位：万美元

名　称 出口额
比上年

（±％）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比上年

（±％）

罗店镇 ７５３３９ －３６．７％

杨行镇 ５８２６４ －１１．８％

顾村镇 ２７２２１ －３３．８％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６２１５ ２８．８％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２５４８０ －０．７％

月浦镇 ２１７３０ ２．６％

罗泾镇 １１７５０ －２１．３％

大场镇 ７７４２ －１５．３％

友谊路街道 ５９７６ １５．１％

高境镇 ４９７０ １．８％

淞南镇 ２３５６ ５２．２％

张庙街道 １８５４ －１１．１％

吴淞街道 ６５７ ５３．２％

庙行镇 ５８０ －１２．９％

其他 ５０４５ －２８．２％

合计 ２７５１７９ －１８．９％

外贸进出口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共完成外贸进
出口总值 ５０３９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１４９４％。其中，出口总值 ２７５２亿美
元，下降１８９％，列市各区县第７名；进
口总值２２８８亿美元，下降９６％，列市
各区县第１０名。

■出口整体呈下降态势　２０１２年，宝山
区单月出口额除２、９、１０月外，其余月份
总体在２亿～２５亿美元；除５月出口额
同比增长外，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其

中，加工贸易出口额１２７１亿美元，比上
年降３２３％，高于一般贸易出口降幅；集
装箱出口大幅下滑，出口额８２３亿美元，
下降３７１％，集装箱占全区出口总额比
重２９９％。全区一般贸易占比４８２％，
比上年的４３２％有所增加，加工贸易占
比从上年的５５３％下降到４６２％。

■铁矿砂进口有一定增长　宝山区全年
进口总额比上年下降 ９６％，但铁矿砂
的进口仍然保持增长态势，进口额８９４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２８１％，占全区进
口总额３９１％，主要由宝矿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进口。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有所增长　年内，
宝山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１５１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８％，占出口总额
５５％，表明区出口企业逐步开展转型
升级。

■对主要市场出口均呈现下滑　受外需
不足影响，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对美国、欧盟、
日本、东盟、韩国和中国香港的出口额均

为负增长，特别是由于欧债危机，对欧盟

的出口降幅达 ４１９％。在新兴市场方
面，对拉丁美洲出口额为２１２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４７７％。

■境外投资总额 ９０７３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宝山区企业经核准赴境外新设立企

业４家，并购１家，增资１家，投资总额
９０７３万美元。投资主体主要是民营企
业。投资国别（地区）分别为中国香港、

日本、马来西亚和美国。主要经营行业

涉及风电、精密机械、电子、化工、建筑工

程和矿业等领域。 （潘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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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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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

１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３９８７８ １４．５％ －４０．４％

２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２６８５３ ９．８％ －２５．７％

３ 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 １４８５０ ５．４％ －４５．４％

４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１３６８４ ５％ －４６．８％

５ 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１２３４４ ４．５％ －１６．３％

６ 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１１０９１ ４％ ２０４．１％

７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８７６３ ３．２％ －４．４％

８ 上海海泰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５９８０ ２．２％ ２５％

９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４６６７ １．７％ －３５．７％

１０ 上海宝钢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４４７５ １．６％ －２１．７％

１１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８５ １．６％ １５２．２％

１２ 上海电气阿尔斯通宝山变压器有限公司 ４１６１ １．５％ －４．２％

１３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３８７１ １．４％ －１７．５％

１４ 上海亘博商贸有限公司 ３５５３ １．３％ －９．５％

１５ 上海东圣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３８０ １．２％ －１７．４％

１６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３２５７ １．２％ １３７．７％

表１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
单位：万美元

商品名称 出口额班
占出口总额
（±％）

比上年
（±％） 商品名称 出口额班

占出口总额
（±％）

比上年
（±％）

集装箱 ８２３０１ ２９．９％ －３７．１％

钢材 ２６８１７ ９．７％ －２２．３％

钢铁或铝制结构体
及其部件

２０７３６ ７．５％ ８１．８％

未锻造的铝及铝材 １３８０１ ５％ －４６．７％

冷冻机和制冷设备 ７９０５ ２．９％ －８％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
及零件

６５０３ ２．４％ ２５．４％

服装及衣着附件 ６３２０ ２．３％ －７．１％

变压器 ４７６３ １．７％ －６％

纺织纱线、织物及
制品

３６６０ １．３％ ５．３％

制冷设备用压缩机 ３６２２ １．３％ －３８．２％

表１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主要进口商品
单位：万美元

商品 金额
占总额
（％）

比上年
（±％） 商品 金额

占总额
（％）

比上年
（±％）

铁矿砂及其精矿 ８９４２８ ３９．１％ ２８．１％

废金属 ２４２６３ １０．６％ －４．４％

冷冻机和制冷设备 １１５４４ ５％ －５４．１％

钢材 ５４０４ ２．４％ －１４％

通断保护电路装置及
零件

５０４０ ２．２％ ２．２％

废纸 ４０３４ １．８％ －１７％

棉花 ３９４４ １．７％ －１４．４％

牛皮革及马皮革 ２９９９ １．３％ ５０．９％

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
器及器具

２８４４ １．２％ －２７．２％

未锻造的铝及铝材 ２８２４ １．２％ －３３％

金属加工机床 ２７５４ １．２％ ２６．２％

原木 ２５４２ １．１％ １７．２％

表１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情况
单位：万美元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占出口

总额（±％）
比上年
（±

!

）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占出口
总额（±％）

比上年
（±

!

）

美国 ６９６８６ ２５．３％ －５．４％

欧盟 ３８１３９ １３．９％ －４１．９％

日本 ３６２４５ １３．２％ －２３％

东盟 ３５３７０ １２．９％ －１．５％

韩国 １０７４７ ３．９％ －２８．１％

中国香港 １００５１ ３．７％ －６１．８％

巴西 ６４１６ ２．３％ ５０％

印度 ６１６３ ２．２％ －４１．５％

加拿大 ５５８０ ２％ ２８．９％

澳大利亚 ５２８１ １．９％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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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对外投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

设立
方式

境外企业名称 境内投资主体 国别／地区 投资总额 经营范围

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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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０（增资２５０） 风力发电机和永磁电机的产品的市场开发和销售。

新设 ＭＯＶＡＣ株式会社 上海丰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日本 ３７

清洗机械的新机型设计、开发；清洗机械零部件的设
计、开发；零部件加工机械的设计、开发；清洗机械、清
洗机械零部件、零部件加工机械的试生产、销售、技术
咨询服务。

新设
洛合镭信光电科技（美国）有
限公司

洛合镭信光电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

美国 ５０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光电子产品及相关产品。

并购 安裕三联矿业有限公司
上海庆峰工贸有限公司、上海
寰逸实业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 ４４０ 金属矿物勘探、采掘、加工、销售；商品和原材料的制
造、进口、出口、批发零售。

新设 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１２９ 建筑工程总承包，房屋建筑相关的实业投资。

新设 香港能元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能元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１．３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

表１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运营情况

经 营 情 况 比上年（±％） 税　　收 比上年（±％）

投产企业户数（户） ５６９ １１．６％ 增值税（万元） １６０７５７ ２５．３％

销售收入（万元） ６４８２９７４ ２．４％ 营业税（万元） １３２３６ －３１．９％

利润（万元） ２４５７０４ －２７．４％ 企业所得税（万元） ６３３７２ －２４．５％

就业人员（人） ５３８１２ －２．７％ 个人所得税（万元） ２５３０２ －２３．５％

实到外资（万美元） ２００５８ １９％ 其它各税（万元） ３２８８３ ２７．７％

税收总额（万元） ２９５５５０ １．８％ 合计（万元） ２９５５５０ １．８％

表１５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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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

制造业 ４８９６４５６ ５２３８３３２ －６．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１３６２０ ２９５１３３ １０７．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５８１１３ ３１４７４１ １３．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０４９９８ １２２８４０ ６６．９

房地产业 １９６０４２ １５２４４３ ２８．６

表１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入前１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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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３ 雅鲁藏布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４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５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６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７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８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９ 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表１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总额前１０名

排名 企业名称 排名 企业名称

１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２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３ 上海相宜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４ 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

５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６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８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９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方　琦　王慧林）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外商投资企业总
数 ７１０家，比上年增加 ６９家，增长
１０８％；营业（销售）收入６４８３亿元，增
长 ２４％；利润总额 ２４６亿元，下降
２７４％；税金总额２９亿元，增长１８％。
外商投资企业年度营业（销售）收入列

前６名的是：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
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雅鲁藏

布贸易（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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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年度利润排在前六名的分

别是：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上海相宜

本草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宝钢新日铁

汽车板有限公司、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

限公司、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各行业销售增幅较快　宝山区外商投
资企业在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

销售收入增长幅度较快。其中：批发和

零售业销售收入６１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７９％；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销售
收入３５８亿元，增长１３８％。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销售收入 ２０５亿元，增长
６６９％。房地产业销售收入１９６亿元，
增长２８６％。外商投资制造业销售收
入总额４８９６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５％。

招商服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工商注册资金
５３１０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９７％，完成
年计划的１５２％，注册户数８３３６户（不
含分支机构），增长４４％，引进注册资
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大项目９３个（不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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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增 长 ２９１７％，完 成 年 计 划 的
１１２０４％。年内，宝山区制定《关于进
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意见》，

成立区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区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考核办法，制定２０１２
年各街镇、园区新增工商注册资金目标

任务分解表。３月２０日，区召开招商引
资工作会议，表彰 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招
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 １５家、先进个人
２０人。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日，宝山区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召开 摄影／蔡　康

■开展“营改增”税务知识竞赛　１月１３
日，在区业余大学举办“２０１２年宝山区
‘营改增’税务知识竞赛”，全区３３个经
济发展区和招商９９人参加竞赛，评选出
先进单位６家、先进个人１８人。４月２４
日，在区文广局综艺大厅举办“２０１２年
宝山区‘营改增’税务知识现场问答”，６
家获笔试竞赛先进单位参加，上海通河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获一等奖，吴淞都市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友谊经济发展区获

二等奖，航运经济发展区、上海淞南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刘行经济发展公司获三

等奖。

■上海宝山现代服务业推介会在苏州举
行　３月２８日，上海宝山现代服务业推
介会在苏州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汪

泓，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出席，区各委、

办、局、镇、街道，及篱笆网、软银赛富、乾

龙创投等现代服务业企业、创业投资机

构负责人３００余人参加，重点推介上海
智慧园项目。该项目是上海市国家级高

技术服务产业重点培育园区—上海智力

产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打造富有

创新特色的科技创意园区。

■推进企业服务中心平台功能建设
　 区企业服务中心围绕“四新”，完善中
心平台的功能建设。中心窗口有新调整，

通过走访调研，重点发放入驻中心征询

函，扩大中心窗口直接办理的覆盖面；服

务模式有新拓展，强化各层面重大（重

点）项目的推进工作，配合责任部门拓展

“一门式”服务的领域，加大协调力度，成

熟项目实施“三早”（早落地、早开工、早

投产）；服务机制有新拓展，制定工作制

度，根据职能，分工负责，组成一张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政务服务网络；队伍建设

有新面貌，开展“服务明星”“岗位能手”

“无差错、无投诉”竞赛评比活动，配合区

监察部门开展对网上审批的实时监督，完

善中心的月工作列表制度，落实日常工作

绩效评估机制，推进队伍的整体建设。

■走访调研在区冶建企业　１１月，组织
走访调研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宝冶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

建设有限公司、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等在区冶建企业，重点针对各单位

在宝山区的存量土地转型发展、二次开

发和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与冶建企业进行

沟通和协调。 （陆定华）

园区招商
■区航运经济发展区累计引进企业３５０
户　２０１２年，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全年
累计引进企业 ３５０户，比上年减少 １０
户，下降２２％；引进企业注册资本总额

１７４３亿元，下降１５７％。其中，引进注
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５０００万元的企业３１
户，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８户，１亿元以
上的３户。全年累计完成总税收１７３４
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９％；实现区级地方
财政收入４１亿元，下降３２％。

■开展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　 航运发
展区年内开展基层党组织分类定级，定

级分为先进、较好、一般三类。经过基

层党组织自评、党工委复评，上海宝山

航运经济发展区中心、上海国际集装箱

运输有限公司、上海宝汇包装服务有限

公司３个党支部定级先进，上海一重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星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上海弘益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宝源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雅玛

多（中国）运输有限公司５个党支部定
级较好，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第一联合

支部、上海良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拓

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３个党支部定级
一般。

■选举产生区六次工代会代表　７月
１１日，航运经济发展区召开会员代表会
议，差额选举产生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

出席宝山区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４
人，分别是施红霞、刘杰、陆明、梅从青。

（徐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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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直属集

体性质的经济园区。２０１２年，该园区共
开发土地 ４０公顷，新增注册企业 ４７２
户，注册资金 ２９５３０万元，累计注册企
业４６７８户。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１１６８
亿元，完成工业产值 １５３４亿元，上缴
国家税费总额 ２８５亿元。该园区“以
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

宗旨”搭建网络信息服务平台，组建成

立客服中心，及时发布政府信息及招商

资讯，提供便捷的下载服务及在线咨询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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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各项指标任务分解；优化园

区发展环境，优化服务，抓好“服务”这

一品牌，增强园区的核心竞争力，及时

掌握企业脉搏，牢牢抓住工作主动权，

不断提高协调服务能力，切实提高园区

的服务水平。获“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度
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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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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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与旅游
■编辑　经瑞坤

商业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实现商品销售
总额２５９８３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１％。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６０３１亿元，
增长２０５％，增幅列全市第２位，总量规

模保持全市第４位（浦东新区除外），郊
区县第２位，超额完成 ４２７８４亿元、增
长１２％的年度目标。其中：批发和零售
业实 现 ４３２３１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２０９％；汽车零售业共实现零售额９３９６
亿元，增长 ２３５％；住宿和餐饮业实现

零售额２８亿元，增长１４２％；互联网零
售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实现零售额５０２７
亿元，增长１２倍。全区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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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街镇，其中淞
南镇增幅４９％，居第１位。

表１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各区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单位：亿元、％

黄浦区 闵行区 普陀区 宝山区 徐汇区 嘉定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杨浦区 金山区 静安区 长宁区 虹口区 闸北区 崇明县

零售额 ６８４ ５６６ ４７８ ４６０ ４３５ ４３０ ３８３ ３５７ ３３５ ３１１ ２８８ ２８６ ２５４ ２５２ ２４０ ６４

增幅 ６．３ １３．３ ６．３ ２０．５ １０．１ ２２．６ １２．１ １９．６ １５ １３．１ １５ ９ ８．９ １０．３ １１．２ １８．３

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街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情况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１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幅（±％） 完成目标（±％）

大场镇 ９１０３６６ １２．４ １００．３

庙行镇 ７９０５３２ ４８．３ １３２．４

友谊街道 ６７５５６１ ９ ９７．３

淞南镇 ５６７４８３ ４９ １３３

杨行镇 ３７５８９９ １３．５ １０１．４

高境镇 ３５２０６６ １５．１ １０２．８

吴淞街道 ２４９３１１ ２．４ ９１．５

顾村镇 ２０８６８０ １２．６ １００．５

月浦镇 １６０１９１ １２．７ １００．６

罗店镇 １１８７１４ ２３．２ １１０

张庙街道 ９２９２１ ２．５ ９１．６

城市工业园区 ６１７９９ ４５．９ １３０．３

罗泾镇 ３９６１７ ０．３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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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５月７日，上海市商务委与宝山区政府签订共同推进宝山商务工作发展的合作协议
摄影／蔡　康

■宝山区政府与市商务委签订共同推进
宝山商务工作发展合作协议　５月 ７
日，宝山区政府与市商务委举行关于共

同推进宝山商务工作发展合作协议签订

仪式，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商务委主任沙

海林，市商务委副主任张新生、王新平，

巡视员菅和平；宝山区委书记斯福民，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区委常委、副区长

夏雨，副区长秦文波等领导出席签约仪

式。根据协议，市商务委与宝山区商务

委建立日常协调机制，推动宝山区商务

工作全面发展，提升宝山区服务业和商

贸发展水平。具体推进上海钢铁现代服

务业综合试点区建设，支持宝山创建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支持上海国际邮

轮船供中心建设，完善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商业配套，建设大型免税商店，发展服

务业和服务外包，促进商贸业发展，引进

国际组织和企业总部，促进对外贸易稳

定发展。

■改善型消费增长显著　宝山区汽车销
售企业实现汽车零售额９４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２３５％，占全区零售额比重的
２０４％，为历年最高。文化、体育用品及
器材零售企业实现零售额１５亿元，增
长４４８％。这几类消费品零售企业实
现零售额的快速增长高于全区各类商品

的平均增速，呈现宝山居民消费层次与

消费需求在加快提升，居民的改善型消

费对零售增长的拉动潜力较大。

■主力业态销售持续增长　宝山区家乐
福、易买得、乐购等２１家大卖场累计实
现零售额３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４％。
百货销售保持平稳，区内巴黎春天、黄金

广场、宝钢商场等３家百货商场实现零
售额 ８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６％。６
月，宝山万达广场等一批重大项目开业

运营，提升区商贸市场的持续较快发展

后劲。

■节庆消费拉动　 组织商旅节庆、营销
主题活动。区内主要商业企业组织“春

节”和“五一”“十一”等主要节假日营销

活动，举办 ２０１２上海购物节宝山区活
动、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式及宝山区系
列活动、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国际邮轮停
靠接待等重要活动，激发消费热情，活跃

消费市场。区主要商业企业在“春节”

“五一”“十一”上海购物节主题营销活

动中，商品销售额比上年分别增长

１６８６％、９６７％和３０３％。

■特色商业集聚效应显现　随着上海智
力产业园区的逐渐成熟，形成以易迅网

为龙头的电子商务零售特色板块。２０１２
年，宝山区电子商务销售实现零售额

５０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倍，占区新增
零售额的贡献率３５５％，对全区消费品
市场的拓展起到推动作用。宝马等中高

端汽车品牌５Ｓ店的陆续进驻，形成区域
特色的汽车消费板块，全区汽车零售实

现９３９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３５％，拉
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 ４７个百
分点。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年内完成区政
府实事项目顾村大居配套菜场等６家标
准化菜市场建设项目，团结路菜场改造

取得实质性进展，新改建２９家标准化早
餐门店（年初计划２０家），投放２０辆帮
帮车（年初计划１６辆），完成猪肉、蔬菜
追溯系统１２家，牛肉、水产品追溯系统
各５家。

■推进商业设施建设　开展淞宝地区
商业商务优化实施工作；提升殷高西路

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商业结构；推进大

型商业项目建设开业，宝山万达广场、

上海婚礼中心等项目正式开业运营，宜

家家居、绿地正大缤纷城等抓紧建设；

协调推进顾村大型居住区商业配套建

设、运营，顾村馨佳园标准化菜市场竣

工开业，指导完善菊盛路商业街业态

布局。

■加强商业管理　加强酒类市场管
理，推进酒类溯源系统建设。加强酒

类市场监管，全年出动检查人员 ３７０
余人（次），检查企业 ３５０余家。开展
诚信宣传活动，提高酒类商品许可证

持证率。组织商贸企业开展“诚信经

营、优质服务”主题活动。加强整顿和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侵犯知识产

权和假冒伪劣商品以及“两法衔接”工

作。拟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地区

涉烟非法经营行为综合治理实施意

见》。

■完成节能减排年度目标　２０１２年
度，全区纳入商业服务业用能统计的

企业 ３９７家，耗能 ６４７万吨标准煤。
年度单位增加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４０９％，低于年初确订下降４％工作目
标的００９个百分点。制订《宝山区商
贸服务业 ２０１２年度节能降耗工作要
点》，加强节能技改工作引导，完成

２０１１年度节能技术改造项目９家企业
的资金补贴上报工作，共获节能减排

专项资金补贴４１７万元。
（倪卫榕　蔡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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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开工、竣工的主要商业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属地 占地（亩）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功能定位 开工、竣工时间

１ 上海宝山万达广场 高境 ９２ ２０ 商业商务 ２０１２．２竣工

２ 绿地新都会 庙行 ４８．２ １２ 商业商务 ２０１２．２竣工

３ 山水国际广场 吴淞 ２５．３ ３．４ 商业商务 ２０１２．２竣工

４ 红太阳商业广场 张庙 ３０ ３．７８ 商业 ２０１２．２开工

５ 宝乐汇 友谊 ４３ ８．８ 商业 ２０１２．６开工

６ 诺亚新天地 吴淞 ２２ ３．７ 商业 ２０１２．１开工

合计 ２６０．５ ５１．６８

表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改扩建６家标准化菜市场名单

序号 菜场名称 所在街镇 地址 面积（平方米）

１ 绿叶菜市场安汾店 高境镇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支弄１－２号 １０００

２ 华和菜市场 大场镇 真大路３６０号 ３９００

３ 场北菜市场 庙行镇 场北路６６０号 １２２０

４ 翼家菜市场 顾村镇 菊盛路８８２号 １５００

５ 鱼塘菜市场 月浦镇 德都路２５５号 １８６０

６ 宝林盘古路菜场 友谊路街道 盘古路４９２号 １１００

上海玻璃博物馆 摄影／纪珊珊

服务业
■概况　宝山区加大调结构、促转型力
度，在形成的“一带三线”（滨江服务业

发展带，３条由南至北的轨道交通线）发
展格局基础上，深化现代服务业发展布

局，提升功能定位，打造核心品牌。２０１２
年，全区服务业实现增加值４６５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１０４％；服务业占经济总量
５６５％，增长贡献率４７２％。

■提升服务业综合效益　２０１２年，宝山
区共有３１个企业（项目）获区服务业发
展引导资金扶持，共计金额 ２５０１３５万
元。其中，配套市级相关资金项目４个，
涉及金额 ７７０万元，区级支持项目 ２７
个，涉及金额１７３１３５万元（不含旅游标
准化试点区申报项目）。“一带三线”共

有２７个载体项目已纳入统计季报范围，
涉及载体面积约１２４４万平方米，计入
驻企业 ４２３７户，其中落地型企业 １９６６
户，纳税企业３３３２户。总产出税收１７８
亿元，其中区级税收５７亿元。三大特
色产业园，发展态势良好。上海动漫衍

生产业园实现税收２５亿元，比上年增
长 ５０６％，上海智力产业园实现税收
１１亿元，增长２３３％，复旦软件园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实现税收３７３３万元，增长
９２倍。

■推进服务业载体建设　加快沿线服务
业载体项目建设，依托滨江带和轨道交

通１、３、７号线轨道交通的优势，形成“点
上集聚、线上贯通、连点成线、连线成面”

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１号线沿线的
宝山万达广场、博济智慧园一期、上海婚

礼中心、红石电脑研发大楼相继建成或

对外运营招商。３号线沿线的华滋广场
（国际教育总部基地）基本建成，复旦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二期、上海国际节能环

保园二期、华谊永达国际汽车广场、上海

玻璃博物馆二期等项目启动。７号线沿
线宜家家居、国际研发总部基地一期、尊

木汇一期等项目加快建设，为宝山服务

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承载空间。

■推进试点区建设　启动“３个试点区”
建设。推进上海钢铁现代服务业综合试

点区项目建设，编制完成《上海钢铁现代

服务业综合试点区项目实施方案》，组建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推进邮轮

产业发展区工作。９月１５日，中国邮轮
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标志中国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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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８日，位于张庙街道通河二村６２号的区首家粮油平价通河二村店开张营业
区粮食局／提供

国家级邮轮旅游实验区创建工程正式启

动。推进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区创建工

作，提升宝山旅游行业质量和水平，培育

成为宝山服务业发展的支柱之一。

（蒋恬逸）

粮食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共收购粮食
９８６９１吨，比上年增加 １３６６％。其中：
收购晚粳谷７８８３６吨，增加１８０１％。小
麦９４４７吨，减少２６１９％。大麦等９６６２
吨，增加 ３３７４％。油菜籽 ６１吨，减少
８４１９％。全年粮食企业销售、加工转化
用粮 ２４９９５５吨，比上年减少 １８８４％。
其 中：粮 食 销 售 １４９９５５吨，减 少
２２８８％。加工转化用粮７５４８１吨，增加
１６９７６％。油 脂 销 售 ６３１１吨，增 加
２９８％。年内，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把
做好粮食收购、落实国家各项粮食收购

政策、有效掌控粮源、确保粮食供应作为

服务“三农”（农村、农民、农业）的重要

工作。收购前组织调研，分析粮食市场

产、销形势，与粮食主产区产销合作，提

出粮食收购工作指导意见。收购中加强

粮食收购许可管理，维护区内粮食收购

秩序，确保粮食收购正常开展。发挥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坚持以服

务农民为宗旨，优化服务措施，创新为农

服务方式，提高粮食收购服务的能力和

水平。

■区级储备粮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做
好区级储备粮食制度化建设，与承储企

业签订委托储存区级储备粮安全协议，

明确职责和要求，确保区级储备粮数量

充足、品质良好。定期开展“四无”（无

霉变、无鼠雀、无虫害、无事故）粮仓检

查，坚持做到有仓必到、有粮必查、查必

彻底，确保区级储备粮安全。严格按照

市政府下达的区级储备粮计划，足额储

存到位，按库存品种结构合理、储粮安全

的要求，结合粮食销售市场和粮食收购

等情况，提出２０１２年区级储备粮轮换方
式和轮出销售、轮换入库的时间，并组织

实施。全年共轮换销售原粮 ２４１８５吨，
其中大米 ３０００吨、晚粳谷 １９９００吨，实
现区级储备粮安全目标。

■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　区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以“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需，造

民生之福”为宗旨，做好“两手抓”。一

手抓内部管理制度建设，专项检查历年

各“副食品价格补贴”发放组的相关档

案等材料，有针对性地完善档案管理制

度。一手抓外部服务建设，开展“将困难

留给自己，将方便留给群众”活动，落实

便民措施，“让群众少排队，居民少跑

路”，方便孤老，送“票”到居委、里弄。

全年安全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 ７０７２１
人，金额 ５２４３３万元；发放帮困资金
６００８４万元，回笼帮困卡９５９万张。

■帮困粮油供应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坚持以民为本，做好帮困粮油供应管理

工作，开展帮困粮油供应点的摸底走访，

听取帮困粮油供应对象对帮困粮油供应

的品种、价格、服务等意见和建议，并组

织专项检查行动。针对帮困粮油供应点

管理薄弱环节和个别网点政策执行不力

等情况，制订治理方案，落实措施积极整

改，促使帮困粮油供应更加趋于规范，确

保政府惠民实事工作落实到实处。同时

开展服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服务规范

水平。开展为一些孤老、伤残家庭实行

电话预约送货上门等服务。加强对帮困

粮油供应点的粮油质量抽样送检，确保

帮困粮油供应质量。

■粮油清仓查库　开展清仓查库工作是
国家为加强粮食宏观调控、确保国家粮

食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区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制订方案，落实

“四到位”（思想认识到位，组织机构到

位，检查人员到位，措施落实到位），确保

区清仓查库工作顺利开展。各企业密切

配合，严格按照方案的有关规定，落实工

作责职，细化工作内容和步骤，严格执行

检查程序和检查方法，按照时间节点要

求，确保全面高质量完成粮食清仓查库

工作。在实际检查工作中，严格“工作底

稿”（各项基础数据资料）制度，确保各

环节检查的原始记录完整、准确、真实，

并妥善保管，留底备查。通过清仓查库，

全区粮食库存数量、质量、帐实基本一

致，粮食库存结构合理，粮食政策性补贴

资金到位和使用合理，并摸清库存粮食

的家底数。

■粮油统计监测　年内加强区重点粮油
企业的粮油购销和库存统计工作。加强

企业粮油统计人员的培训，调整完善统

计范畴，正确反映区域粮油产业及企业

粮油经营情况，提高企业统计报表的质

量。加强统计规范化管理，引导企业建

立统计电算化台帐。加强区内粮食市场

动态监测分析，完善监测网络，结合粮油

市场监测预警，做好对米、面、油等重点

品种的监测，实行粳米市场销售和加工

信息日报制度。做好区９个销售监测网
点销量、价格及大米加工点库存、加工、

销量、价格等信息的上报和跟踪监测，重

点做好节假日全区粮油价格行情监测统

计，做好统计分析工作，确保区内粮食市

场的稳定供应。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区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加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的基础建

设，落实粮食监督检查行政执法机构、人

员和执法经费。全面梳理行政执法依据

和事项，建立相关制度，并按照行政执法

事项进一步细化，责任到人，做到机构职

责明确、岗位权责分明，规范粮食行政执

法行为，确保执法检查的依据、程序合

法。做好粮食收购许可管理，建立粮食

收购许可登记、审核制度，坚持依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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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期检查，做好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发

放工作。同时，结合一年两熟的粮食收

购，加强对区内粮食收购市场的监管，对

粮食收购资质企业进行政策宣传和质量

监督，维护粮食收购秩序，确保区内粮食

收购市场的稳定有序。提高粮食流通监

督检查和行政执法的质量，开展粮食流

通统计、粮食库存、政策性供应粮油的质

量及政策性补贴资金的发放等监督检查

和行政执法工作。加强做好小麦真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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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相

关人员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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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区内粮食市场的稳定

供应。

■粮食仓库设施维修管理　区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贯彻国家粮食局《关于开展

“危仓险库”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要

求，结合粮食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制订方案，落实工作措施，开

展全区性粮仓设施摸底专项调查。各单

位加强粮食企业生产安全和储粮安全领

导，落实专人负责，确保调查数据真实、

完整、正确。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

措施整改，消除安全隐患。针对全区粮

食仓库设施相对比较陈旧的情况，提出

详细的维修意见，并协调相关部门，争取

区财政支持。对顾村粮食仓库荻泾河码

头（防汛墙）坍塌，组织抢险修复工程立

项，落实区财政资金的配套支持，组织抢

险修复，确保粮食储备安全。

■军粮保障供应　区粮食局坚持“保障
供应、强化管理、加强监管、主动服务”的

工作要求，做好军粮保障供应工作。落

实责任建立制度，确保了军粮供应安全、

质量提高。做好军粮供应企业资格认

定，完善一站三点的军粮供应网点格局，

组织人员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建立平

战结合的军粮应急保障储备机制，协调

企业做好军粮应急保障储备，确保“储得

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坚持严格

军粮质量管理不放松，确保军粮质量安

全，落实责任把牢军粮采购、运输、存储

和售后服务四个环节，在粮食采购、加

工、配送、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各环节建立

制度，落实责任，明确分工，确保全年军

粮供应安全、质量提高。开展军民共建

活动，组织“满意在军营活动”等拥军活

动，定期走访部队，倾听部队官兵意见。

（黄小平）

烟草专卖
■概况　 上海市烟草专卖局宝山分局
成立于１９９０年 １２月 ２５日。上海烟草
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是由上海宝山区糖业烟酒
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烟草集团公司和上

海烟草贸易中心三方投资组建而成的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６０００万元。２０１２
年，公司拥有办公大楼１幢，账面房产１７
处，直营门店２３家，在册员工３８６人，在
岗人数３７６人。宝山烟草专卖分局（有
限公司）设办公室、财务管理部、人力资

源部、综合管理部、专卖监督管理科、稽

查支队、营销部、内部专卖管理监督派驻

办公室。年内开展公开招标 ９次。其
中，工程投资方面有宝山商厦装饰工程

项目的施工总包、施工监理、电梯采购及

安装、暖通系统、外幕墙装饰等５次，共
计中标金额３５０８４万元。开展办公家
具、厨房设备、音响会务系统等采购的公

开招标３次，中标金额２６８５万元；宣传
促销，采用与７家区县兄弟公司共同公
开招标的模式，中标金额 ４９２６万元。
公司年内获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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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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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余项先
进称号。

■烟草经营　２０１２年，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８０５７１２７万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０５％，
实现销售毛利１８５１０９４万元，完成预算
的９６４４％，实现税利合计１３９５９５８万
元，完成预算的９９７１％。全国知名品
牌市场份额增长４９个百分点，单箱销
售收入 ２９１万元／箱，比上年增长
６５９％。卷烟销量、商品结构和综合效
益有所提高。

■烟草专卖管理　 烟草分局以营造“诚
信守法、规范有序、和谐发展”的卷烟市

场环境为目标，发挥主体作用，探索实践

“１３８”市场监管模式（理念引领管理转
变、三管齐下传承创新、全面发动注重实

效）的全面运用，加强专销聚力，实践市

场监管理念从“行政管理型”向“服务管

理型”转变，实现“网络终端无假烟”

３０％的目标。全年累计查获违法卷烟共

计６８１２５条，总价值１４４５８７万元，其中
真品卷烟 ４６３０８条，价值 ７６０８５万元，
假冒卷烟 ２１８１７条，价值 ６８５０２万元。
共计破获涉烟违法大要案２８起（达到市
局规定的３０万元以上且对当事人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的大要案３起），抓获案件
嫌疑人（包括网络案件）５２人，暂扣涉烟
车辆２４台。联合公安打击取缔无证经
营户１０９户，查获非法卷烟 ７４１７条，抓
获涉案嫌疑人２７１人。

■烟草销售网络建设　 年内，宝山烟草
的营销工作聚焦在“始终把为零售户提

供优质服务作为企业的根本任务”，坚持

共同发展、客我互赢目标。服务品牌方

面，累计完成１２家“海烟烟行”直营终端
装修工作，通过劳动竞赛、直门店营业员

开展的导购服务和体验消费试验等措施

展示卷烟品牌和海烟服务品牌，发挥直

营终端示范引领作用，实现卷烟零售比

上年增长５３５％。服务客户方面，客户
经理深入一线，加强对“面向零售客户的

增值服务”实践，通过驻店服务等一系列

措施，努力构建“在终端着力，靠终端发

力”的营销格局，向区域内１１户家庭困
难的卷烟零售客户发放“中华助学基

金”款，并提供提升经营赢利能力的专门

指导。服务市场方面，专卖分局与营销

部门紧密配合，协同提升卷烟消费者对

“网络终端无假烟”的综合满意度和信

任感，保障广大零售客户的根本利益。

全年共发展现代终端２８２户，占零售终
端总数的１５４％，实现网上订（配）货模
式１００％。建立消费者信息库，拥有样本
消费者１４６８人，为了解消费需求提供重
要依据。客户卷烟零售毛利率平均达

１４１％，卷烟经营毛利同比增长客户占
比达５９２％，提升客户对服务工作的满
意度。

■召开全国卷烟营销网络建设现场会宝
山分会场　 策划“１２３４５６７”的网建会筹
备方案，实施“冲刺５０天，率先试运行，
确保我领先”“完善８０天，人人都参与，
整体再推进”和“全员迎考，全面达标，

百日竞赛”三个阶段的工作部署以及倒

计时７天的各项安排。根据《会务指南》
和《业务指南》，作为第一互动小组组长

单位，对各家公司的主题汇报、现场展

演、终端讲解以及会务工作进行指导、检

查。９月２６日，全国卷烟营销网络建设
现场会召开，提出现代卷烟流通建设新

的任务，着力打造一流服务、一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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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管理、一流素质，以“发展同向、工作

同心、服务同步、利益同体”为核心，完善

现代卷烟零售端建设。

■侦破上海宝山“２·３”制售假烟网络
案　４月 １１日，侦破宝山“２·３”制售
假烟网络案（公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

２０１２年第２０号督办案件），捣毁地下卷
烟制假工厂２个和假烟辅料储藏仓库３
个，查获假冒硬中华、软中华、硬万宝路

等牌号的成品卷烟 ３９１０条，散支硬中
华６６０公斤（折合 ３５１０６４条）以及大
量制假原辅材料，涉案实物案值达

２９６８６万元。缴获各类辅助制假机器
２０台，查获涉烟运输车辆６部，抓获涉
案人员２７人，涉案金额累计２０００万余
元。东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新民晚

报等新闻媒体先后采访报道，《东方

１１０》节目作专题报道。

■和谐企业建设　 １月４日，公司五届
五次职代会通过《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

企业运行机制》，把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归宿。全年探望生病住院职工和

家庭困难职工２１２人次，发放节日慰问
金额１０９７万元，惠及６９３人次，送出生
日卡片和蛋糕券共１０３份，发放慰问金
额 ７１５５０８元，退休职工发放共享金
２８３６万元。通过新年茶话会、职工代
表大会、职工意见箱，组织外出参观活

动、举办心理讲座和职工广播操等文体

活动，关心职工身心健康，增强企业的凝

聚力，提升员工满意度。

■课题研究与管理创新　公司营销部代
表公司作为“满足需求”课题组组长和

“需求导向”专题组组长，在探索实践新

型营销模式的基础上，编制《上海市宝山

区卷烟消费需求调研报告》在全市推广。

营销部销售管理员包勰勇撰写的《维护

卷烟市场健康发展—市场供需状态评价

标准的探究与运用》被全国烟草学会评

为一等奖。

■海烟服务品牌建设　企业宣传贯彻
“海烟服务品牌”，编写《企业文化手册》

和《企业文化八问八答》，制作企业文化

宣传栏１０期；举办“服务创造价值”企业
文化专题讲座和专题培训 ２场、４７８人
次；企业内部通讯刊物中增设“企业文化

专栏”。开展文化服务月活动，组织班

组、团员青年参观文化展览，深化员工对

企业文化深层内涵的理解。用“解决一

批客户合理诉求、征集一批文化小故事、

征集一批服务文化格言”深化服务内容，

创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质量。围绕企

业文化活动日开展“同升一面旗、同唱一

首歌”系列活动，组织学唱集团歌、图片

展、评选十大热点事件和十大风云人物

活动。从服务标准、流程、内容方面使海

烟概念化的内涵实化、外显。

■宝山商厦装饰工程　年内，宝山商厦
装饰工程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施工

总包单位和施工监理单位，以及电梯、外

幕墙、暖通３家专业分包单位。该项目
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１３年１月，投入资金
４４９５万元，签订合同总金额３７８０７４万

元，至年末，已使用资金２１７９５万元，其
中２０１２年度使用资金１９８７３万元。

■开展百日劳动竞赛　５月 ～１０月，开
展百日劳动竞赛，在员工中倡导立足岗

位，从自身做起，形成你追我赶、提升素

质、奋力达标的良好氛围，通过９个项目
的技能比武，“六比六看”（比业绩、比知

识、比技能、比执行、比安全，比节约，看

谁完成任务好、看谁掌握网建知识全、看

谁技能操作优、看谁执行标准强、看谁安

全规范意识浓、看谁节流贡献大），增强

员工的制度执行意识、安全意识和节约

意识，以赛代训，为员工搭建技能平台。

在百日劳动竞赛活动中受到表彰与奖励

的员工共计１３２人。 （耿文霞）

市场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１４６家。其中，农副产品市场９９家，包括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９１家、专业市场 ８
家。其中标准化菜场５４家，占农副产品
综合市场总量５９３４％。批发市场６家，
占农副产品市场总数 ６０６％。工业消
费品市场２２家（包括综合市场６家，日
用工业品市场４家，服装市场２家，家具
市场３家，家庭装饰材料市场６家，电脑
手机市场１家）。其他消费品市场１家
（包括食品市场１家）。工业生产资料市
场２４家。包括木材市场２家，建筑材料
市场３家，钢材市场１１家，机电设备市
场１家，旧机动车（船）市场１家，机动车
配件市场４家，其他工业生产资料专业
市场２家。 （徐　婕）

表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商品交易市场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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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北翼商业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５９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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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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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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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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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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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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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５ 上海西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济路２００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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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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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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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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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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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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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２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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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市场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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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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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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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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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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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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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０ 上海宝山泗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晖路５９９弄内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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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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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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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４ 上海呼兰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呼兰路５２５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旧机动车市场

３５ 上海交运钢材现货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纪蕴路１５１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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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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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８ 上海共康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８００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３９ 上海长临建材装饰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８８９号～９５７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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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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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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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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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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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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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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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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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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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逸仙路分公司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支弄１～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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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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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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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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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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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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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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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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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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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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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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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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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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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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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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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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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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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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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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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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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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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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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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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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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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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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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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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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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７ 上海东方国贸新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９９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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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１８０１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８０ 上海凯红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中路３１５５号 其他消费品市场 食品市场

８１ 上海福人林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６９５号～２６９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木材市场

８２ 上海联东石材陶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１９８号～３２２３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其他工业生产
资料专业市场

８３ 上海场南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０１９弄５８号 工业生产
资料专业市场

木材市场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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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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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工业生产
资料专业市场

８６ 上海京沪汽车配件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沪大
汽车配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２５８号 工业生产
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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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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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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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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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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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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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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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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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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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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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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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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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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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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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 上海美仑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蕴川路１６３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建筑材料市场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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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 上海中唐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山路１０７１号～１０７９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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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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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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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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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７ 上海亿海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路１８９９弄５８号２０５号～２０７室２层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

１０８ 上海杨北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杨北支路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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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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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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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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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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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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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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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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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１７ 上海月浦蔬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蕴川路２７６７号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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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 上海月浦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蕴川路４０５１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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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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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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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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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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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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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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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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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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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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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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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１ 上海兴明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４３３２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建筑材料市场

１３２ 上海惠客居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５００８弄３８号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建筑材料市场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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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４ 上海翼家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盛路８８２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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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市场／类型 细分类型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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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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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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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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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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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４０ 上海罗店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塘西街１６９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综合市场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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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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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３ 上海佰旺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１１１６号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１４４ 上海佳易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潘新路９６号～１０８号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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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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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婕）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宝山区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动员大会召开 区旅游局／提供

旅游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以打造彰显邮轮
特色的北上海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对接

上海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战略定

位，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旅游资

源开发力度，创新旅游发展领域，全面助

推区域产业转型发展，被国家旅游局批

准为“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区”，成功申

报“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至年

末，全区有主要旅游饭店 ３４家，客房
４０９２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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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旅行社４０家，其中
出境游组团社１家。有景点（含纪念馆、
博览馆等游览点）４４家，其中国家ＡＡＡＡ

级景点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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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家、优秀单位１家。

■开展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　根据国家
旅游局《关于印发第二批全面推进旅游

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的通知》，明确宝山

区作为第二批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区

（县）。３月２６日，参加国家旅游局在武
汉召开的全国旅游标准化工作会议，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代表上海市宝山区

递交标准化试点任务书。６月 ６日，召
开全区动员大会，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宝

山区开展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工作实施

方案》，区政府成立以区委副书记、区长

汪泓为组长的宝山区旅游产业发展暨全

国旅游标准化试点联席会议，办公室设

在区旅游局，各成员单位与区政府签署

责任书，制定细化方案。８月１日，区政
府颁布《宝山区服务业引导资金支持创

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实施规定》，每

年在区服务业引导资金中划拨部分资金

用于鼓励企业试点、扶持品牌建设、引导

产业发展。区旅游局全年共举办旅游标

准化知识培训５次、１２３０人次，遴选首批
试点企业 ５１家，组织赴徐汇区学习考
察。顾村公园评定为国家 ＡＡＡＡ级景
区、上海市公共信息图形标志标准化示

范试点、上海市文化旅游规范景区，打造

以“春赏樱”为主打的“一季花四季景”

的品牌概念。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和长江河口科技馆组团打造上海炮台湾

景区，获评国家ＡＡＡＡ级景区，上海玻璃
博物馆获评国家 ＡＡＡ级景区。美兰湖
文化旅游度假区启动开放式国家 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创建。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

获评上海市工业旅游服务质量优秀单

位。增设旅游景区道路交通指引标识

２８块（套）。

■推进旅游政风行风建设　 年内，深化
“联系人制度”和“重点工作对接制度”，

增强与企业的沟通。聘请政风行风监督

员１５人，开展“啄木鸟”行动，接受社会
监督。围绕“邮轮旅游服务”和“全国旅

游标准化示范区创建”等旅游业发展热

点问题，召开专题恳谈会。５月２日，参
加宝山广播电台“百姓连线”栏目，与听

众探讨“品质出游”话题。通过社区宣

传海报向市民发布“快乐旅游三字经”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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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市政府实事项目旅游ｅ点通触摸屏在区友谊路街道的友谊苑、张庙街道的通河苑、高
境镇的高境苑、庙行镇的庙行苑、顾村镇的诗乡苑以及杨行镇的杨行苑共６个点开通运行

区旅游局／提供

出游提示，宣传“快乐出游、安全第一”

的理念。在吴淞街道西朱新村试点“社

区与旅行社共建单位”的工作模式，使旅

游企业直接参与社区便民服务。落实

２０１２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社区活动中心
东方信息苑放置旅游信息查询触摸屏”，

完成友谊路街道、张庙街道、高境镇、庙

行镇、顾村镇、杨行镇６个点的设备安装
和调试。

■加强旅行社行业管理　全年审批设立
旅行社６家，完成４０家旅行社统保（续
保）工作。启动上海世豪观光旅行社、上

海为为国际旅行社、上海天翼国际旅行

社、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上海龙廷旅行

社５家旅行社试点推广电子版旅游合同。
落实市旅游局加强旅游包车安全管理的

工作要求，召开专题会，组织开展联合执

法检查。参加年审培训导游１５０人，通过
年审导游１３０人。上海锦程国际旅行社
获上海市“诚信创建企业”称号。

表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旅游经济情况

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

旅行社

接待人数 人次 １６９０８６ １８２１１２ ７．７

组团人数 人次 ２５２７２８ ２９９２６０ １８．４

营业收入 万元 ６６２３１．９８ ６２３８７．７６ －５．８

饭店

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 ６０８９０４ ７５０４６３ ２３．２

接待海外游客 人次 ５７６２１ ５２０４５ －９．７

主要饭店营业收入 万元 ５７４２０．６７ ５８３３４．７ １．６

客房率 百分点 ５３ ５６ ３

景点

接待游客 人次 ４７１７４２１ ６１２７１３８ ２９．９

营业收入 万元 ４４９５．０９ ７６２６．５３ ７０

表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新增旅行社

经营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Ｌ－ＳＨ－０１３２３ 上海天伟旅行社 顾陈路１２８８号 ５６０４９０２８

Ｌ－ＳＨ－０１３５１ 上海凯福国际旅行社 市一路２００号Ａ－１０５９室 ６０９５６７７１

Ｌ－ＳＨ－０１３５０ 上海幸福国际旅行社 罗芬路９８９弄２３号２０２室 ３６３３０６４５

Ｌ－ＳＨ－０１４３３ 上海大方国际旅行社 友谊路４０号５０２８室 ６３０６０２７８

Ｌ－ＳＨ－０１４３４ 上海日月行国际旅行社 东林路３９５弄８号２０１室 ３６５８６７８８

Ｌ－ＳＨ－０１４３５ 上海杰达国际旅行社 祁北东路２２１号Ａ室 ３６５１７９６２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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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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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廷 龙廷 龙廷

２ 龙廷 通达 世豪观光 世豪观光

３ 通达 世豪观光 金罗店 金罗店

４ 世豪观光 宝钢国旅 通达 通达

５ 宝览 金罗店 新浦江 宝钢国旅

表９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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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度假城 汉庭快捷吴淞店

２ 衡山北郊宾馆 莫泰１６８长临店 莫泰１６８长临店

３ 金富门酒店 新长江大酒店 如家快捷市北店

４ 臣苑大酒店 汉庭快捷吴淞店 锦江之星盛桥店

５ 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 如家快捷市北店 宝隆居家友谊店

（张维倩）

宝山区组织万名市民看宝山 区旅游局／提供

■加强旅游住宿业建设　开展住宿行
业前厅人员系列培训，覆盖全区宾馆、

旅馆４００余家，前厅服务员 ６００余人。
会同区出入境管理办公室组织２０名前
台登记人员参加旅游饭店、旅馆的境外

人员住宿登记业务考核。组织宝隆金

富门酒店、衡山北郊宾馆、臣苑大酒店

等１２人代表宝山区参加 ２０１２年度全
市饭店行业员工岗位职业技能大赛。

加强宝山区旅馆业发展协会工作，统一

采购住宿行业必备的《上海市旅馆业住

宿登记簿》《旅客住宿登记单》《访客登

记单》等前台登记用品，供会员就近购

买；为新开业旅馆提供前台登记系统的

签约、硬件购置、安装调试、设施维护等

服务；制作发放会员铜牌 ３００块；组织
会员赴青岛参加２０１２年度中国国内旅
游交易会。年内，宝钢集团宝山宾馆、

衡山北郊宾馆获评银叶级绿色旅游饭

店，衡山北郊宾馆、衡山金仓永华大酒

店开展四星级旅游饭店评定，１０家旅馆
获评上海市社会旅馆规范服务达标

单位。

■加强景区（点）建设　年内，顾村公园
被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命名为上

海市科普教育基地，闻道园被评为上海

科学会堂青少年科普活动基地、茶香文

化体验之旅示范点。上海玻璃博物馆入

选美国ＣＮＮ旗下网站评选的“中国最不
容错过的三个博物馆”，获 ＭＩＰＩＭＡＳＩＡ
（亚太区最负盛名的房地产奖项）最佳

改建项目银奖，在上海工业设计协会和

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主办的最成功设计大

赛中获白金奖。１２月１８日，上海玻璃博
物馆二期奠基开工，建设创意婚庆花园、

玻璃水族馆、艺术家玻璃村等项目，总占

地１５万平方米。宝山国际民间艺术馆
先后举办“走进家乡的民间艺术———灶

画”“水＋墨”新水墨大展、“织与绣”中
外民间手工艺、“江、浙、沪、台”两岸四

地手工艺精品展等系列民间艺术展览，

丰富景点内涵。

■旅游宣传促销　３月 ２日，日本、韩
国、中国台湾地区驻沪观光机构、航空公

司等业界人士到宝山交流考察，加强行

业交流和市场合作，推进宝山旅游产品

创新，拓展境外旅游市场。４月１３日至
１５日，组团参加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的２０１２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发放宝
山旅游指南、旅游地图等旅游宣传资料

近万份，向公众推介长江河口科技馆、吴

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闻道园等

新景观，展示宝山旅游的新亮点。其中，

滨江地区重点推介由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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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等组成的滨江邮轮旅游集聚区，

一个集航运服务、商贸商务、文化博览、

生态景观、旅游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国

际旅游休闲商务走廊”呈献给来自全国

各地的参展观众。

■服务邮轮旅游　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设立旅游咨询点和宣传资料架，为到港

游客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服务及上海和宝

山旅游地图、折页、指南等宣传资料供游

客取阅。

■举办美兰湖国际美术馆系列展　 ３月
２２日～４月１５日，由上海收藏俱乐部和
美兰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青花瓷韵———美兰湖迎春收藏展》在

美兰湖国际美术馆举行，展出明嘉靖年

青花梅瓶、清康熙年的清花山水纹香炉

及清乾隆青花婴戏图罐等 １００余件藏
品。４月２８日至５月１５日，举办“中华
钧瓷艺术展”，展出来自河南省禹州市神

后镇的精美钧瓷艺术品２８５件。同期举
办“湖畔三人行”国画艺术展，老中青三

代艺术家联手，笔墨间各领风骚，给游客

带来艺术享受。

■顾村公园举行消夏赏荷游　７月 １６
日 ～３０日，顾村公园举行“荷香处
处———２０１２顾村公园消夏赏荷游”，有
２０多公顷、２０余个品种荷花可供观赏。
期间，举办赏荷消夏生态游、赏荷暑期

欢乐游、赏荷休闲艺趣游、赏荷摄影微

博晒、赏荷惠爱家庭游等五大主题

活动。

■组织万名市民看亮点活动　９月 １２
日～１１月３０日，与区委宣传部、各街镇
联合开展“宝山新印象———万名市民看

亮点”活动，组织每个街镇１０００人、累计
体验宝山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

江口科技馆、顾村公园、上海玻璃博物

馆、宝山寺、美兰湖文化旅游度假区等旅

游发展新亮点市民１２万人。

顾村馨佳园大型居住区第一家标准化菜场翼家菜场 摄影／胡　军

■举办美兰湖音乐节　９月 ２８日 ～１０
月７日，在罗店美兰湖举行音乐节。音
乐节以“嗨皮嘉年华”为主题，包括开幕

式、音乐表演、美食啤酒、互动游艺、艺术

巡游、品牌展示、动漫展等板块。活动跨

国庆、中秋长假，吸引游客约５万人次，
被上海旅游节组委会评为“最佳人气

奖”。

■举办上海樱花节　（参见中共上海市
宝山区委员会重要活动）

■举行２０１２上海旅游节开幕仪式暨“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揭牌仪式　
（参见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重要活

动） （张维倩）

供销社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制定的“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三年规划”，提
出“实现跨越发展，基本完成‘转型’”的

企业发展阶段性目标，定位为“深化转

型，启动跨越”。全系统全年总资产

１６２５亿元，比上年增加 ７９７％。拥有
全资企业１３家，控股企业６家，参股企
业１２家；在册职工人数１１００人，比上年
减少７０９％。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８６７亿元，减少 ３６２１％。商品销售
６９５亿元，减少 ４１８９％。企业总收入
２８５亿元，增加 ２３７％。上缴税金
４８１５６万元，增长１５８３％。
　　年内，北翼商业街获“２０１１年度
全国诚信示范市场”“上海市平安示范

市场”“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平安单位”
“上海市优秀企业消费者权益保护联

络示范点”“上海特色街区创建工作先

进集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守
合同重信用 ＡＡＡ级企业”称号。北翼
商厦连续８次获“上海市文明单位”称
号，并被授予“上海市军民共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先进集体”称号。上海南

方冶金炉料有限公司被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评为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百强企业”。上海北翼国大医药药材

有限公司获“上海市星级诚信创建企

业”称号，北翼国大药房罗泾店被授予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北翼国大药房

宝淞店获“２０１２年上海商业优质服务
先进集体”称号。

■重点项目　年内按照“先招商、后造
房”的投资原则和项目每年“立项一

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滚动开发模

式，重点推进美罗湾四号地块的开发

建设，招商引进大润发卖场入驻。该

项目位于月罗路北侧、罗溪路西侧，是

原罗店轧花厂，建筑面积 ３１０００平方
米。顾村大型社区商业配套项目完成

首批潘广路以北、菊盛路两侧 ８００平
方米的商用房招商工作。１０月，菊盛
路８６８号标准化菜场“翼家菜场”对外
运营，同时与百联集团联华超市签订

合作协议，引进联华超市入驻。宝山

体育中心商业配套“北翼生活馆”招商

项目克服外墙、基建等不利因素，完成

迪卡侬折扣超市等多家品牌商家的招

商，筹备开张。１１月，集美食、休闲、
娱乐于一体，营业面积超过 ５０００平方
米的场北路商业街对外营运，引进江

芝南大酒店、全统永和、星岛假日酒

店、伊诺咖啡等商家进驻经营。

■成员企业发展　长兴公司在岛内竞争
加剧的形势下，立足海岛，拓展大陆，寻

求新的业务渠道，全年新发展客户 ２０
户，实现销售３０１亿元。华森公司严抓
质量关，完成日本 ＯＥＭ生产的恢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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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时继续开拓国内市场，全年实现销

售水带１６０余万米，销售额 ２８７１７６万
元，产品被应用到南极科考等高端科研

项目。医药公司提升单店赢利能力，通

过网店调整、增加品种、强化促销等措

施，全年销售８２９００１万元，比上年上升
５３１％。翼农合作社克服动迁改造的困
难，边调整，边生产，不仅完成蔬菜基地

的建设，并开设蔬菜零售配送业务。

（景　波）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宝山万达广场开业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购物 摄影／蔡　康

长江口股份
■概况　２０１２年，长江口股份公司下辖
全资子公司１４家，分公司３家，总资产
６２３亿元，职工总人数１１６６人，其中在
岗职工 ９２１人。全年完成销售收入
１６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９３％；实现
利润总额６３０９万元，增长８０７％；资产
负债率 ４９４７％，下降 ２６２％；资产保
值增值率 １１７１９％；上缴税收 ５２６５万
元。年内，该公司围绕构筑现代商贸服

务业和改造零售业齐头并进的目标，在

发展中调整，在转型中提升。完善万尚

生活广场招商政策，实现招租率１００％、
开业率 ８３％，二次装修投入 ２５０万余
元，用于商业配套基础建设。完成团结

路市民生活中心的项目立项、经营权回

购、隔断围护、租赁户清理等前期准备

工作。围绕市场趋势、目标客户、渠道

评估等１０个课题，形成各类调查研究
方案１５项。密切跟踪市内多个重点商

业、地产、投资项目，成立专项小组，实

施可行性论证。年内，该公司获中国商

业联合会颁发的企业信用等级证书

（ＡＡＡ级）、“上海名牌”、２０１０年 ～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等称号。下辖公司中获市文明单位称

号４家、区文明单位称号３家。

■百货分公司　全年组织主题营销１３
次，其中销售同比增长１０％以上的活动
８次。扩大 ＶＩＰ服务，举办 ＶＩＰ沙龙活
动１０次，发放 ＶＩＰ卡 ６６２３张，有效使
用率６４７７％。５月，完成宝钢商场结
构调整，增加化妆品、男女服饰大类商

品，引进新品牌 ２８家。８月，完成总投
资约１０００万元的黄金广场设备设施和
装修改造，落实 ６个楼面 １５６家专柜
调整。

■新世纪公司　年内在二、三级医院实
现销售４３６２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７１％，
社会药房工矿企业销售增长 １９５２％。
加强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合作，托管

中药房９家，销售增长６６％。全年引进
代理品种３个，实现代理品种销售５１０６
万元。

■一德连锁公司　年内组织各类专题
营销６次，销售比上年增长１３％，其中
“膏方节”突破往年传统，采取四店联

动模式，销售增长 ３１％。完成长江店

迁址，仁德店、盛安店调整，总面积增

加５５２平方米，销售增长 １７％。新增
医保定点药房 １家，新开中医坐堂 ３
家，改建中医诊所 １家。通过调整商
品结构、精简岗位职数等措施，实现降

本增效。

■宝胜公司、绿叶菜市场　完善农产品
直销网络，深入推行产销对接模式，完

成淞兴菜市场的经营结构调整，引进启

东燕蜻蔬菜专业合作社开设蔬菜超市。

做好团结菜市场清场工作，配合友谊路

街道完成团结路临时菜市场的筹建及

管理工作。参与逸仙菜市场委托经营，

与１３家品牌商建立合作关系，与 １家
蔬菜基地建立农口对接。

■资产分公司　建立网点信息数据库、
出租网点实时核算体系。年内通过现

场办公、组团经营等方式，落实华浜新

村等６个重点区域的客户调整，清理低
资质、低坪效客户２５家，引进优质客户
９家，与天喔一佳、面包新语、紫燕百味
鸡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盘活闲置资

产１１处，资产收益同比提升１４％，完成
来伊份等 ５３家品牌租户储备工作，占
网点总数的２２％。

■经营公司　重视安全管理，坚持以定
期普查为主线，以专项检查为补充，以

防火、特种设备、人员密集场所检查为

重点，形成例行检查与突击抽查相结合

的有效管理模式。年内开展隐患排查

１８０次，对发现的３０２个隐患问题及时
落实整改。设立万尚广场后勤服务点，

完善设施设备数据库，实施大功率设备

避峰错时用电计划，减少电费支出约１０
万元。拟定《后勤综合保障体系框架方

案》《后勤服务站点实施计划》等，探索

后勤管理专业化和标准化。

■退管调配中心　年内加强离岗职工
的管理，保持离岗人员队伍稳定。全

年走访服务对象 ９１７人次，其中，节日
走访 ２４５人，高龄走访 ２０７人，普访
２５８人，住院探望１６２人，丧事慰问 ４５
人。办理退休和精简回乡职工住院续

保，共计２７４９人，金额３７３万元。
（张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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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与农村经济
■编辑　经瑞坤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４日，宝山区“都市菜园”农产品配送中心投入使用 区财政局／提供

综合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有１０７个行政村、
８０５个村民小组、４１２４７户农户，农业人
口４７４０３人。农业耕地面积３５２１２７公
顷，比上年减少 １０３５７３公顷。其中粮
田面积 １０２６７公顷，蔬菜面积 ８２０３４
公顷，林果面积６８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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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万人，比上年减少
０４８万人，减少４７％，其中劳动力６４
万人，占分配人口６２７％，非劳动力３８
万人，占分配人口３７３％。农民人均所
得２０６４７元，与上年同口径比增加１０％。
高境镇、大场镇和淞南镇人均收入均超

过２５０００元，分别为 ２９２５１元、２７９６９元
和２５５５５元。全区注重发展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使农

用土地得到综合利用和开发，农业经营

产值小幅提高。第二产业受产业结构调

整及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收入下挫；第

三产业产值稳步上升。全年农村经济总

收入（含增值税）３２７７７６亿元，比上年
增加 ３８％。其中：第一产业（农林牧
渔）１１２亿元，占总收入００３％，比上年
增加０１３亿元。第二产业（工业建筑
业）７２６２９亿元，占总收入 ２２１６％，减
少１４％。第三产业２５５０３５亿元，占总
收入７７８１％，增加１０３１％。全年可分
配净收入总额为２５０９７亿元，比上年增
加３８５％。其中：国家税金７３３２亿元，
比上年增加１４２２％，占可分配净收入总
额２９２１％。上交国家有关部门７９６亿
元，增加１５４％，占３１７％。外来投资分
利 １７１１亿元，增加 ６０％，占 ６８２％。
外来人员带走劳务收入１９９２亿元，减
少５５５４％，占 ７９４％。企业各项留利
１１２３０亿元，增加１４２９％，占４４７５％。
乡村集体所得１７１亿元，减少４４３％，
占０６８％。农民经营所得１８６５亿元，
增加６６％，占７４３％。

■农村土地承包常态化管理　 年内，区
农委下发《宝山区关于切实做好土地承

包及流转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全区农

村土地承包管理的重点和日常管理的具

体内容。至年末，共新增补签合同２户，
变更合同 ２１６户，注销合同及权证 ２１８
户，变更后纳入二轮延包完善范围的承

包农户９０４０户，承包耕地面积１５０２４５
公顷。全面建成区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信

息库，在各村设立土地流转信息点，收集

农户土地承包信息基础表，由各镇审核

流转信息在区流转管理服务平台上集中

发布。全区列入二轮延包完善范围的承

包地流转面积录入率达１００％。信息系
统平台的流转合同共１６１份，其中，村集
体经济组织与企业组织签订的流转合同

１０３份，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或个人
签订的流转合同５８份。建立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调解情况信息库，全年区级土

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及镇级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纠纷调解工作小组共调解办结土地

承包纠纷案 ７件。６月，区农村土地承
包流转通过上海市农业委员会组织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信息管理系统信息采集

维护情况验收。

■升级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年
初，完成区农村集体“三资”（农村集体

资金、资产、资源）监管平台的硬件升级，

确定杨行镇、罗泾镇以及罗店镇的天平

村作为全区数据质量监测点镇、村，制定

宝山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运行

实施规则，确保整个监管平台的快速、精

准运行。８月，区３个“三资”监管平台
监测点通过由上海市农委、市财政局和

市经管站组成的考核验收组的验收考

核。区农委制定并出台《区关于进一步

规范村主要干部收入分配管理的意见》

和《区关于规范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公务

接待及会务考察费管理的指导意见（试

行）》，加强村干部报酬考核管理，规范

村级组织公务接待及会务考察费管理。

９月，全区“三资”监管平台监测点完成
全覆盖，纳入监管平台管理的单位共

５１４家、核算单位２３７家，经济合同２８８９
份，按时间节点录入村干部报酬、村级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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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撤制村队、产权制度改革和农龄统

计数据。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区委书记斯福民（中）调研农业合作社工作 摄影／浦志根

■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年初，理清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村实业
公司改制、撤村社区股份合作制、不撤村

按农龄进行福利分配等运行模式，根据

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到

“十二五”末取得明显进展的总体目标，

对集体净资产达到一定数量、有长期稳

定收益，以及具有较好管理基础的村进

行调查摸底，确定改革的形式和先后顺

序。１１月，区委、区政府出台《关于加快
本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实施

意见（试行）》，细化“十二五”期间的目

标任务，明确改革的主要形式和程序。

■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龄普查工作
　根据《关于宝山区开展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农龄普查工作的通知》，明确普查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和农龄统计工

作内容，统一政策口径、普查对象、农龄

计算、工作流程。至年末，全面完成农龄

普查工作，涉及村１１１个、村民小组９６４
个、农户４９２３３个，总人数２０９７５７人，总
农龄４９２４６５６年。

■开展涉农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年内首
次开展全区范围涉农财会人员业务培训

工作，区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

专门编印农村财会人员培训主教材、宝

山区支农惠农政策汇编和民主理财培训

教材等培训资料，并结合每年的会计人

员继续教育，专门对《小企业会计准则》

进行详实解读。针对南北部财会主体差

异的特点，培训内容对南部镇以《小企业

会计准则》、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财务

管理规范化和产权制度改革为教学重

点；北部镇以强农政策体系、村级会计实

务和合作社会计实务为教学重点。全区

共设６个培训点，采取分期分批上门施
教集中面授的培训方式，至１０月，共培
训涉农财会人员近８００人，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５０余人。１１月，培训村主要
干部１８３人。

■撤制村队资产处置　年内，全区完成
１５个生产队的撤制队集体资产处置工
作，主要分布在大场、杨行、月浦、罗店４
个镇 ７个 村，共 处 置 集 体 净 资 产
１４８８９９１万元，可量化分配资金８３４６４
万元，农龄 ８０１３２５年，平均每年 １０４２
元。出具拟撤销建制的生产队集体资产

处置初步方案初审意见复函共计１１份。
（张书窻）

■农业行政执法　 （１）种植业执法管
理。全年出动执法车辆１３２台次，种植
业执法人员５５４人次。检查种子、农药、
肥料经营企业２１９家次，整顿农资市场
２７个次，查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２起，
立案查处２起，罚没款１２５９元。检查蔬
菜种植户安全使用农药３０６家次，种子
经营企业９６家次，农药经营企业１１５家
次，肥料经营企业９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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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个，农药质量抽查３次，
抽检农药品种１８个、卫生杀虫剂标签４７
个；抽查叶面肥标签３７个，肥料质量抽
检１５个样品；春秋两季种子质量抽查水
稻种子５批次，小麦４个样品；农业转基
因生物安全监管１次，检查４家超市，４０
只样品。开展甲胺磷等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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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区内２３６个蔬菜
样品、２０种有机磷农药和９种菊酯类农
药６８４４项次检测。举办各类培训班１７
次，其中有农资经营法律、法规知识专题

培训、农资经营人员上岗培训、食用农产

品安全生产技术培训，参加培训共计

６００余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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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０余份，悬挂
宣传横幅 ２５幅。开展现场咨询活动 ３
次，接待咨询群众８００人次。（２）林业执
法管理。加强林业投诉与网络化管理，

全年受理网络化事件９起，接受并处理
市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来电２３起，其中求
助并放生野生动物１８起。全区产地检
疫共２７家，受检面积 ２６５７公顷，产地
检疫合格率１００％。开展对福人市场内
木材经营企业产地检疫试点１６家，复检
１９家，补证书１份，销毁樱花１４株；开具
林业植物调运检疫证４０４９４份，木材运
输证 ４０９７６份，共调运检疫林业苗木
７８６８４株，检疫木材 ７００２９２８７立方米，
家具７８２６９件，模板２２５１万张，碎木片
１４５７０吨。（３）畜牧执法管理。全年出
动执法人员１１０９人次，检查养殖场、饲
料生产企业、兽药经营企业、动物产品流

通企业３４４家次，查处案件５４起，罚没
款２１４万元。洋桥道口共检查装运动
物及其产品的车辆１００４３辆次，检查生
猪２９９７０头、牛２９８头、禽１９２１４万羽、
动物产品 ２５６６３４吨。查处违章和不符
合入沪要求的车辆１４０辆次。（４）渔政
执法管理。全年核发捕捞许可证４６张，
其中鳗苗捕捞许可证３８张，审核刀鱼专
项捕捞许可证 ５张，其他临时许可证 ３
张。查处各类违规案件 ８９起，罚没款
８１６万元，投入内陆水域放流资金２０万
元，增殖放流鱼苗５４３万尾，大规格鱼种
２０００公斤。对罗泾、罗店镇的１４家养殖
单位进行检查，２７件抽查样品送检，其
中农业部“飞检”２次，所有送检样本全
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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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集体规模经营　 至年末，全区有
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农场５４家，比上年
增加３家。全区规模经营面积 ２１９９４
公顷，其中，粮田面积１０２６７公顷，林果
面积６８１９公顷，蔬菜面积４８７公顷，其
他作物 ３３公顷。吸纳本地农民就业
３１０８人，全年农场职工平均年收入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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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４５公斤，
秋粮平均亩产５６０公斤。全区共补贴农
场土地流转费 １１９９３９万元，职工工资
４１０４万元。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有机蔬菜基地 摄影／浦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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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区特色农产品质量，全

年完成专业农民培训４２５人，农业部阳
光工程培训１７０人，合作社理事长培训
送培１０人，农副主任培训送培 ３２人。
发放新型农民培训证书４１５份，从业农
民农业持证率３６５％。参加市农委组
织的郊区农民培训师资、管理人员培训

班５期，培训教师２６人，上海乡镇农技
推广人员培训有 ５个镇的各条线科技
人员２１人参加。配合区农业科技促进
年活动，通过举办宝山“１２３１６，信息惠
农家主题活动”、宝山区植物检疫宣传

周等活动，以现场咨询、专题讲座、科普

专栏、农科热线 １２３１６等形式，大范围
开展有关政策法规、农业科学技术、生

产经营信息等培训服务，提高农民单项

实用知识和技能水平。组织病虫防治、

用药安全使用、农业信息化、农机安全

等专题培训，累计举办培训班４５期，培
训 ３４５０人 次，发 放 技 术 资 料 ６１００
余份。

■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　发挥《宝山区
农业网》的窗口作用，及时发布区农业最

新动态，全年发布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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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０条）。开通
宝山三农服务热线，开展“１２３１６，信息惠
农家主题活动”，发放科普资料 １００多
份。共接到有效咨询电话１０个，其中有
关农业政策方面问题４个，有关种植类
方面问题４个，投诉举报２个。完成《宝
山农业网》改版工作，农民一点通平均点

击数４１１１次，开机天数为 １７２天，信息
维护、更新２１０条，比市考核标准分别提
高１８５％、５６％、１９８％。完成支农惠农

监管平台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支农惠农信息
的输入与上传，共计导入记录数据

３１７９条。

■科技入场入户指导　 年内选派中高
级农业科技人员３８名，担任各农场、合
作社技术副场长或指导员。在科技入

场入户指导中，采取与项目实施相结

合，开展“测土配方肥普及”“病虫害统

防统治行动”等科技项目１６项，以提高
示范效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王　昱）

种植业
■概况　全年实现种植业产值１９４亿
元，比上年增长４２９％。粮食播种面积
１６９９３公顷，比上年减少 ３１５７公顷，
减少１５７％，其中小麦 ６５７５公顷，减
少 ２９８％，水 稻 １０４１８公 顷，减 少
３４％。粮食总产 １２０３１吨，减少 １３２５
吨，减少９９％，其中夏粮３２７２吨，减少
２６３％，秋粮 ８７５９吨，减少 ２１％。至
年末，果树面积 ３５５７公顷，比上年减
少３公顷，果品总产量６２２３７吨，增加
１０８％。西甜瓜面积 ５７８公顷，总产
量２６５９７吨，增加 ５０７％。全区蔬菜
面积 ８２０３４公顷，比上年减少 ５１６８
公顷，减少３５６％；全年上市蔬菜６６６
万吨，减少７１８％；蔬菜上市金额１０７
亿元，减少３１％。

■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优良品种示范
推广。粮食作物新品种覆盖率 ９５％以
上，良种覆盖率 １００％。区选送罗泾镇
宝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新

罗泾”牌“宝农３４”大米，再一次蝉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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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新
品种４个，西甜瓜主推早佳（８４－２４）、早
春红玉、玉菇３个优质品种。推广各类
优质蔬菜品种４０余个，开发宝杂８号黄
瓜、宝青 １号青菜。（２）新技术示范推
广。全年建立小麦丰产方６个，面积共
计２３１５亩，占全区小麦面积的２３５％，
平均亩产４１５５公斤，比区平均亩产增
产７４８公斤，增产２１９％。其中，顾村
羌介３００亩丰产方，产量达５１０６公斤，
连续３年获全市小麦高产评比一等奖。
建立水稻丰产方 １７个，合计面积 ６１９７
亩，占全区水稻面积的３９５％。全年丰
产方水稻平均亩产达６２０５公斤，比面
上平均亩产增加７０公斤，增长１２７％。
顾村羌介合作农场水稻亩产达７３３８公
斤，获全市二等奖。罗泾镇海星村标准

化水产养殖场改造项目，实行边建设、边

生产、边摸索，池塘生态养殖获成功，河

蟹亩产６２５公斤，平均规格 ２００克、亩
产值１７万元，在“王宝和杯”全国河蟹
大赛评比中获“金蟹奖”。（３）蔬菜品种
结构调查。全区年种植蔬菜２３８５２７公
顷，复种指数２９１。其中栽培面积６６公
顷以上的有：青菜、芥蓝、芹菜、卷心菜、

莴笋、生菜、菠菜等，叶菜类蔬菜种植面

积１８１２８公顷，占总种植蔬菜面积的
７６％。（４）农产品认证。推进农产品认
证工作，至年末，全区有１３家企业的１２５
个产品（其中水果４个，蔬菜１２０个，粮
食１个）获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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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行镇水果种植园的提子大棚 摄影／张明是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日，区渔政管理部门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 区财政局／提供

５家蔬菜种植基地获 ＧＡＰ（良好农业规
范）认证。（５）新农药、新肥料、新材料
的推广使用。粮食生产大面积使用商

品有机肥、配方肥。有机肥３５００吨，应
用面积 １００８０亩次，配方肥 ４５０吨，应
用面积１１３００亩次，有效减少氮化肥施
用量，改善生态环境。蔬菜种植推广高

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４１只，使用面积
３５８万亩次，推广商品有机肥３０００吨，
叶面肥使用面积 ４９２８亩次，半固定喷
灌应用面积 ２６４７亩，微喷应用面积
１２７０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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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建立病虫测报网络，全年

麦子、水稻各种病虫预报准确率达９６％
以上，发布病虫情报 １６期，共计 １０００
余份。各种作物病虫草防治面积 ４７５
万亩次。其中，麦子病防治面积７４万
亩次，通过防治，挽回麦子损失 １０１１５
吨；水稻病虫草防治面积４０１万亩次，
通过防治，挽回水稻产量共计 ３７３７１
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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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０亩，培
训咨询 ２０００人次，印发宣传资料 ２００
余份。开展蔬菜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

全年收集病虫害测报信息 ３６３３条，发
布蔬菜病虫情报 １５期，出具蔬菜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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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昱）

养殖业
■概况　至年末，全
区有规模畜牧场 １０
个，水产养殖面积

１２７２亩，渔业船舶 ３
艘。全年畜牧水产食

用菌总产值 ４１２亿
元，比上年增加 ４３
％。其中，畜牧产值
２６８ 亿 元，增 加

３４％；水产品产值
０１５ 亿 元，增 加

４００％；食用菌产值
１２９ 亿 元，增 长

３２％。全年生猪出
栏 ３１万 头，增 加
０８６％。鲜 奶 产 量

１４３２０吨，增加 ０５８％。水产品总量
４５８吨，增加 ３４７％。水产品出口 ８５０
吨，减少２２７％。水产品出口金额５５６
万美元，减少１６６％。

■动物免疫　全年共免疫生猪口蹄疫
７０２２９头次，蓝耳病 ３７９２８头次，牛双价
１０２４９头次，牛Ａ型口蹄疫１０２４８头次，羊
双价８９头次。禽流感免疫２０４２３１羽次。
猪瘟免疫５５１７４头次，猪丹毒１３５４头次，猪
肺疫１９６４头次，鸡新城疫８２２７７羽次，牛炭
疽３６１９头。免疫犬２４５万条，其中，控养
犬２１５万条，农村犬０３万条。

■动物检疫　全年产地检疫生猪２９４４２
头、禽 １４７８６羽、奶牛 ８２头、犬 ６２头、

猫１３只、信鸽 １８６羽，完成屠宰检疫
牛２３１１头。全年对动物产品经营单
位检疫换证猪胴体 ４９３０００头、动物产
品１８７４５吨。奶牛“两病”监测共检测
牛结核病 ５３２３头次、牛布氏杆菌病
４１９２头次，检出阳性牛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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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 禽 ３８２１５
公斤。

■违禁药物检测　全年检测盐酸克伦特
罗３９６个批次（检测尿样１６５５份），检测
莱克多巴胺２５６个批次（检测尿样１０１２
份），检测沙丁胺醇２７９个批次（检测尿
样１０９１份），齐帕特罗和赛庚啶１２４批
次（检测尿样 ５００份），阴性率均为
１００％。对规模养殖场、散养户开展瘦肉
精每月飞检工作，共检测５６５批次，全部
为阴性。检测与违禁药物有关的饲料

４３批次，兽药８批次，生鲜乳１１批次，对
不合格的 １家饲料生产企业给予行政
处罚。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年内，全面
监管区内持有养殖证的８４８公顷水面，
渔业环境水质监测５次，监测水样分析９
项指标，化验水质数据７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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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举办培训班７期，培训２３０
人次。 （王　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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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
■编辑　吴思敏

土地储备与供应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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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

定全年计划储备经营性用地１７幅，面积
约１１９公顷；计划出让经营性用地 １８
幅，面积约９７公顷。年内强化规划引领
作用，围绕五大地区、集中发展区、五大

综合体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土地储备

和出让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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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城市转型发展。

全年实际完成土地收储 ２９幅，面积
２６５８２公顷。其中，经营性项目１３幅，
面积８０５７公顷；工业类项目６幅，面积
１６６４公顷；配套商品房 ３幅，面积
２０７８公顷；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３幅，面
积 ２６４公顷；南大地区 ４幅，面积
１２１４３公顷。关注市场形势，加强与市
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最新的

信息资料，取得市局的政策支持。与区

商务委等相关职能部门寻求意向开发

商，落实地块托底单位，减小地块出让流

标风险。全年共完成土地出让１５幅，面
积８１７１公顷，总成交额７４３６６５亿元。
其中，完成经营性用地出让１１幅，面积
６１５５公顷，成交额６２８６６５亿元；完成

配套商品房出让４幅，面积约２０１６公
顷，成交额 １１５亿元。强化精细化运
作，完善推进机制，推进土地储备成本委

托评估、成本认定等相关工作，召开２次
土地储备成本认定小组工作会议，全年

共有１７幅地块进行委托评估，其中５个
项目通过土地储备成本认定。建立更加

快捷有效的工作机制，在市局相关职能

部门行政审批流程的基础上，重点对土

地出让环节底价拟定原则、签报审批流

程等环节的工作进行梳理，为有效提高

土地出让工作效率、规范审批流程奠定

基础。制定《关于土地储备、出让评估单

位确定的操作办法》，规范土地委托评估

环节的管理。 （张　景）

表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经营性用地出让

序号 地 块 名 称
面　积

（公顷） （亩）
容积率 规划用途

单价
（万元／亩）

成交价
（亿元）

竞得人

１ 潘泾路东侧地块 ９．９ １４８．６ １．８ 居住 ３５０ ５．２ 北大旭辉兴盛置业有限公司
摘牌

２ 罗店新镇Ｂ３－２地块 ３．７２ ５５．８１ １．２ 商业金融 ４２０ ２．３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摘牌

３ 顾村东陆地块 １．７１ ２５．５８ ２ 居住、商业、办公 ６０１ １．５５ 上海上坤置业有限公司摘牌

４ 罗店新镇Ｅ４－１地块 ３．４６ ５１．９ １．０１ 居住 ５３９ ２．７９
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福州市马尾区乐鹏商贸有
限公司亿元摘牌

５ 顾村镇宝安公路北侧１号地块 ７．６８ １１５．２ １．５ 居住 ８３５ ９．６２ 中国铁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摘牌

６ 罗店新镇Ｆ１－３地块 ５．３８ ８０．７６ １．０１ 居住 ６６０ ５．３３ Ｗｉｎｚ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ｅｔ．ｌｔｄ．
摘牌

７ 月浦沈发巷社区１号地块（Ｃ－１） ４．８８ ７３．２２ １．４ 居住 ３５０ ２．５６ 上海中冶新月浦置业有限公
司摘牌

８ 月浦沈巷社区１号地块（Ｃ－２） ６．４９ ９７．３５ １．４ 居住 ３５２ ３．４３ 上海万嘉房地产有限公司
摘牌

９ 淞南镇淞南社区Ｎ１２０４０２单元Ｌ５
－０３地块（复旦软件园三期） ４．０５ ６０．７５ ２．５ 商办 ８３４ ５．０７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中标

１０ 杨行镇西城区南块Ｅ地块 １０．２ １５３ １．６ 居住 １２０５．６ １８．４５ 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摘牌

１１ 杨行镇西城区南块Ｇ地块 ４．０７ ６１．０５ １．６ 居住 １０６７．７ ６．５２ 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摘牌

合　　计 ６１．５５ ９２３．２ — — — ６２．８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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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配套商品房用地出让地块

序号 地 块 名 称
面　积

（公顷） （亩）
容积率 规划用途

起始价
（亿元）

竞得价
（亿元）

单价
（万元／亩）

楼面价
（元／平米） 竞 得 人

１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市属动迁
安置房Ｃ７地块 ５．７９ ８６．８５ ２．３ 居住 ３．７３ ３．７３ ４３０ ２８０５ 上海九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２ 罗泾镇 Ｃ２－９配套商品房
地块

４．４０ ６６ １．５ 居住 １．０３ １．０３ １５５．５ １５５５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
发经营有限公司

３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Ｃ１地块 ４．９７ ７４．５５ ２．３ 居住 ３．２１ ３．２１ ４３０ ２８０５ 上海金丰易居置业
有限公司

４ 大场镇文海路东侧配套商品
房地块

５ ７５ ２ 居住 ３．５５ ３．５５ ４７３ ３５４８ 上海 乾 溪 置 业 总
公司

合　计 ２０．１６ ３０２．４ — — １１．５１ — — —

（张　景）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宝山区开展经济适用住房摇号排序 摄影／王　翔

住宅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房管局加强住宅建
设管理，全力推进新建商品住宅和保障

性住房的配套建设。全区全年新开工住

宅面积３００９４万平方米，其中保障性住
房２１４９万平方米（经适房８２４万平方
米、市属配套商品房７２１万平方米、区
属配套商品房６０４万平方米），竣工面
积３００５３万平方米。完成中冶祥腾宝
月花园、金地艺境城、三湘海尚城、中冶

尚园等４个“四高”优秀小区的验收工
作。月浦沈巷 ２号 Ａ地块项目通过
２０１２年节能省地型“四高”优秀小区的
创建评审和住宅性能认定初评。全年共

完成居住区绿化面积６９３５万平方米，
围墙透绿长度３０７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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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１３万平方
米，竣工８３９８万平方米。征收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３３７亿元（不含轨道交通
费，其中缴纳至区财政的配套费１４２亿
元）。安排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投资建

设市政、公用、公建配套设施资金 ２８２
亿元（其中市政、公用配套建设资金

２０６亿元，公建建设资金 ０７６亿元）。
完成塘祁路、华瑞路、华秋路、锦秋路等

４条市政配套道路的项目建议书报批工
作，加紧实施环镇北路、红林路、依安路

等道路，陆翔路、宝菊路、镜泊湖路、淞肇

路、一二八纪念路、晨帆路年内完工，完

成淞良路、淞塘路、少年村路的移交工

作。市台路、园庆路开工建设。

■住宅全装修管理　加快新建住宅产业
化进程，明确２０１２年出让的住宅用地全
装修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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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１１万平方米（６１幢），在建全装修住
宅面积７５６８万平方米（１２２幢）。

（孙妮娜）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在“稳增长，保民生，
促转型”的大背景下，全区围绕“四位一

体”（廉租房、公共租赁房、共有产权房、

动迁安置房）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和行

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主线，做好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的各项工作。全年共核

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５０张，批准预售
面积１３９６６万平方米；核发《新建住宅
交付使用许可证》６２张，建筑面积
３３８９５万平方米。

■动拆迁管理　全年拆平３８个基地，完
成居民拆迁１５４５户。批准５１次基地延
期，５５个基地建立公示制度。受理拆迁
裁决５１户，召开裁决调解会１０２次，经
调解签约１３户，下达裁决书３３户。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１８户，司法强迁４户。
拆除房屋工地备案１７个，拆除２０万平
方米做到安全无事故。

■房地产测绘　全年完成房地产测绘任
务３３４项。其中，单位发证１３２项，测量
房产建筑面积１２９万平方米；商品房预
测８１项，房屋建筑面积３４８万平方米；
商品房实测 １２１项，房屋建筑面积 ４８５
万平方米。３月，开展测绘工作质量月
活动，要求每位测量队员在实测交付测

绘中，必须做到“走到、看到、量到”“同

一个户型至少抽查两套以上”的要求，原

来的由上海市测绘管理系统的初审、复

审的二级审核流程提升为由区房管局测

量队在此基础上增加的测量队长的终审

环节，进一步提升质量管控。

■房地产档案管理　全年接收各类档案
９５６８１卷。其中，一文一卷的文书档案
１０４４卷；荣誉档案１件，照片２０张，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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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张，图书１本；会计档案１１４８卷（册）；
房地产权证档案４５５５０卷，其他权利登
记证４７１３２卷；新建住宅交付使用档案
４２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档案５３卷，现
房备案档案４５卷；行政处罚决定书档案
４２卷；房屋拆迁许可证档案２５卷，拆迁
裁决档案４３卷；成果档案５０４卷；维修
资金开户 ２０卷，维修资金划转 １０卷。
年内提供对外查阅档案６２人次、１８８卷，
对内查阅档案５７人次、１６１卷；完成房地
产权证扫描４２８７４万页。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全
年办理 ８５套售后公房出售，面积
４５６６８２平方米，实收房款１５８万元。未
确权公有住房代售９９户，有限产权接轨
４０户，单位使用权转产权４户。租赁凭
证换发９６户（系统公房），外地退休职工
以及军人配偶在沪住房证明２４户。配
合民政审核军队离退休干部房改审核

７２户。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宝山区经济适用住房选房现场会 摄影／王　翔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归集商品房维
修资金，做好业主大会维修资金开户、资

金划转、支取、使用监管、“三审”（审核、

审价、审计）工作。全年归集维修资金

２３３亿元（其中归集开发企业维修资金
１７３亿元，归集业主个人维修资金 ０６
亿元）。１６个业委会划转维修资金，划
转金额８８０２万元。审核３８个业主大会
议事规则、业主公约，审价１５个项目，审
核资金 ４９１５７万元，核减 ３３５９万元，
完成２５个业委会换届审计工作。１２５个
小区发生维修资金的支取使用，涉及金

额１７７５万元。做好保修金业务的收缴
工作，全年共收缴保修金 ９个项目
６４８５１０万 元，其 中 预 收 款 ３７７６９５
万元。

■私房落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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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办理净归集资金使

用审核 １３户，批准资金 １３５４９５万元。
处理私房落实政策信访１０件。

■房地产开发企业、经纪企业备案、年检
　做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提高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的门槛。年内对区

域内１５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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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８家，注销８家，“不予延
期、仅供销售”５家。至年末，在宝山备
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共１５４家（其中一
级４家、二级１３家、三级２１家、暂定１１６
家）。共受理房地产经纪企业备案申请

新增５家、注销３０家。备案房地产经纪
企业总公司２７９家、分支机构１７０家，共
计４４９家，经纪人７９４人。 （孙妮娜）

住房保障
■概况　区房地局以改善民生为宗旨，
稳妥有序推进全区住房保障各项工作。

年内启动第一批廉租实物配租和第三批

共有产权房申请受理工作，３个公共租
赁房项目开工建设。

■廉租房管理　全年新增廉租租金补贴

２０３户，退出 ３６５户，完成租金补贴
１２２４６万元。历年累计受理３１３８户，落
实补贴廉租住房租金配租２９８３户（其中
租金配租２８３８户，实物配租１２户，签约
未借房 １３３户），累计发放租金补贴
６０４８３７万元。８月７日，正式启动为期
一个月的廉租实物配租集中受理工作，

共有１０２户家庭申请，经过审核，最终８７
户确定配租摇号资格。年内首批推出

６０套房源作为实物配租使用，于１２月动
工装修，预计２０１３年３月结束。房源筹
措方面：根据２０１２年区住房保障工作目
标任务的要求，通过长江路８４８弄成套
改造项目多余房源转化１２套、购买５１２
套大型居住社区经适房房源作为保障房

房源（完成收购签约）。七牧小区９６套
廉租住房产权完成产权过户手续。

■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供应管理
　 ５月开展第二批共有产权房选房工
作，６９８户准购家庭中６２８户家庭选定房
源，签约 ５７７套，签约率为 ９１９％。１１
月开展第三批共有产权房选房工作，７７７
户通过“两级审核、两级公示”的家庭中

７０９户选定房源，至年底完成签约 ６３６
户，签约率８９７％。全年共发放经适房
预售申请证５８６９套房屋（３５幢），建筑
面积３９９７万平方米。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２０１２年，全区公
共租赁房计划推进３个项目，建筑面积
约１５万平方米，共 ２０９９套（间）房屋。
由上海大学投资建设的上海大学青年教

师宿舍，总建筑面积３５万平方米，一期
工程于１２月５日开工建设，约１６８万
平方米。由庙行镇投资建设的庙行镇应

急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０５万平方米，
４月５日开工建设。宝山区罗泾公共租
赁房项目，规划住宅面积６８２９３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１０９７５４万平方米，建设筹
措１６５８套，１２月２７日开工建设。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供应管理　 规范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管理和供应，逐步理

顺动迁安置用房基地认定工作流程。至

年末，区属动迁安置房累计开工建筑面

积６４１３万平方米，累计竣工 ４４３２万
平方米，在建 １９０６万平方米。全年区
属动迁安置房竣工面积 ３０７１万平方
米。理顺区属动迁安置房建设价格核定

的工作流程，审定罗泾镇Ｃ２—９地块、罗
店大型居住社区北块 Ｄ１、Ｄ２地块、大场
镇汇丰路地块以及顾村镇顾村公园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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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迁安置房建设价格。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重点推进
开工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水、临电、临时道

路、场地平整等相关问题，协调解决矛

盾、加快各项建设手续办理。抓紧建设

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市属保障１７３万平方
米，其中一期 ４０万平方米达到配售标
准，二期６０万平方米结构封顶，１２月开
工建设三期２１万平方米。全面启动一
期２１个市政公建配套项目，其中陆翔路
等４条道路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８日，友谊路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开工仪式举行 摄影／孙妮娜

■顾村大型居住社区建设　 重点推进
馨佳园项目配套建设，突破难点、协调各

方，解决宝刘加油站搬迁、民防指标缺

口、错时入户、三个中心绿化指标缺口等

难题。馨佳园项目交付１１５万平方米，
居民约１２万户入户，一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投入使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

院、体育中心开工建设。

■住宅综合改造　（１）住宅修缮。制定
《宝山区住宅修缮工程管理实施意见》，

确定年度计划，区财政补贴住宅修缮２７
个项目，建筑面积约 １２４７万平方米。
镇财政补贴住宅修缮７个项目，建筑面
积１１３２万平方米。至年底，确认开工４
个项目。通过区政府采购中心平台，通

过招标形式确定 ４家住宅修缮监理单
位，５家应急抢修施工单位。（２）成套改
造。海滨新村年内竣工５幢，累计竣工
３５幢。泗塘一村竣工１幢，在建成套４
幢，累计竣工成套１７幢。长江路８４８弄
３２号～３４号、３８号 ～４０号２幢房屋成

套改造竣工，居民回搬入住。同济路

１９１弄５号竣工，居民回搬。友谊路友谊
支路成套改造于２月１８日开工建设，友
谊支路２０４号、友谊路５７号居民回搬。
桃园新村完成２３３户居民的签约，长江
路４１０弄项目建议书批复。八棉二纺的
旧住房成套改造完成第一轮书面意见征

询，９３０３％的居民同意旧改方案，宝房
集团于１２月底前完成节能评估报告和
可行性研究报告。罗店向阳新村西块成

套改造完成项目封闭测绘和房屋质量检

测，形成改造方案。（３）旧里改造。吴
淞西块 ６０７证居民签约 ４０７证，占
６７１％。协助开发商解决资金贷款问
题，确保每月过渡费的按时发放。协调

开发商做好购买用于申请裁决和异地安

置的二手房，召开待迁居民座谈会，与居

民沟通，加大工作推进力度。（４）老镇
改造。大场老镇完成动迁１５１８户，完成
率９８１％。罗店老镇市河整治及两岸
基础设施和建筑物整治（市河全长约

９５０米）完成７０％，亭前街（新桥—大通
桥）南侧立面整治（全长约４６０米）完成
９７％，梗浦桥恢复重建工程完成约
４０％，罗溪路（罗新路—石太路）段拓宽
工程完善初步设计及前期准备工作，向

阳新村 １５号 ～１８号改建工程全部完
工。顾村老镇调整规划方案，杨行老镇

加快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５）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试点。建立区试点工作协调小

组，制订《关于宝山区部分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及工作流程，

吴淞街道三营房１７０号、密山路３０弄４
号两幢房屋列入上海市加装电梯试点项

目。 （孙妮娜）

房产交易
■概况　全年共实现各类商品房销售面
积 ２５３２１万 平 方 米，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３２％，金额３０２４５亿元，下降４２２％，
平均 单 价 １１９４５元／平 方 米，下 降
１５３９％。存量房成交面积１２９１５万平
方米，增长１１８８％，金额１７２９１亿元，
平均单价１３３８８元／平方米。

■交易登记　全年共受理各类房地产登
记１０４００３件，颁发房地产权证 ４５５５０
件，房地产抵押登记３９１３１件。“网上房
地产”受理经纪机构初次认证３件，经纪
机构变更３１件。完成存量房受理３２７３
件，补证公告 ７４０户。签约买卖合同
３６１４套，签约租赁合同４１４套。

（孙妮娜）

物业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物业小区 ６７２
个，总建筑面积５１５２３１万平方米，业主
大会（业委会）４１３个，组建率为６１５％。
全年有７０个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备
案，其中新建 ２３个，换届 ４２个，变更 ５
个。发放２０１１年下半年和２０１２年上半
年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资金３７６０５８
万。规范物业管理招投标活动，推进诚

实信用的物业服务市场竞争环境，公开

招投标项目１４个，协议选聘项目１２个。
业主共有产权认定４３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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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家，绿化面积
３３６万平方米。

■物业企业资质管理　加强对物业企业
的资质管理和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全

年办理三级暂定资质物业企业９家，升
至三级资质２家，升至二级资质２家，外
地企业物业资质备案 ２家，注销 １家。
至年末，注册宝山区的物业企业有 １１６
家，注册外区在宝山区从事物业管理服

务的企业有７１家。

■房屋应急维修　４月 ５日，宝山区物
业呼叫中心和应急维修中心搬迁至泗东

路３３号宝房大厦一楼。９６２１２１物业呼
叫中心全年共受理案件７７１５件，其中报
修５４７０件，投诉 ２２４５件。全年共处置
案件 ７６３９件，其中报修 ５４２６件，投诉
２２１３件。夏令热线期间（７月１８日至８
月１７日）受理报修９２１件，投诉３８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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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

项目名称 面积、金额 比上年增减（％）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２１１．５亿元 －２３．１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３０２．６３万平方米 －２０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３３８．９５万平方米 １１７．３６

商品房预售批准 １３９．６６万平方米 －４７．５５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２５３．２１万平方米 １３．２

商品房销售金额 ３０２．４５亿元 －４．２２

商品房平均单价 １１９４５元／平方米 －１５．３９

存量房成交面积 １２９．１５万平方米 １１．８８

存量房成交金额 １７２．９１亿元 １２．６８

存量房平均单价 １３３８８元／平方米 ０．７１

表４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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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馨佳园 ２７４５ ２０２４５１．２ ８１５３ 顾村镇

保利叶城 １２９８ １７０８８５．３ １８９５５ 顾村镇

滨河华城 ８９９ ９５２３２．８９ ２１０００ 大场镇

旭辉上河苑 １０２９ ９０１２８．４５ ９８３７ 罗泾镇

紫辰苑 ６３６ ７０７１４．４１ １４４４０ 杨行镇

刘行中心村二期 Ｂ块配套商品住
宅公建配套

６６０ ５６５３４．０３ ３３３４ 顾村镇

宝祥新苑 ５８９ ５６４４８．１２ ２５４１ 罗泾镇

宝华盛世花园 ５４９ ５４０８８．１７ １１２２５ 月浦镇

远洋美兰公寓 ５１５ ５３３５２．９３ １５６２５ 罗店镇

美兰湖中华园 ５２６ ５２９７３．５４ １５６２１ 罗店镇

　注：数据来源“网上房地产”（含配套动迁房）

完成率为１００％。１０月 ８日，９６２１２１物
业呼叫中心负责转派“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
的物业报修和投诉类案件，至１２月底，
接报修７９件，投诉３００件，全部处置完
毕。全年房屋维修应急中心共接报应急

维修１２７件，全部处置完成。

■开展“走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
忧”夏令主题服务活动　 根据市房管局
《关于在本市物业行业中开展“走百家

门、知百家情、解百家忧”夏令主题服务

活动的通知》要求，区成立“三百活动”

专项工作组，共走访８１１户居民，收集改
进和提高物业服务的意见和建议 １１３
条，解决涉及物业服务质量的具体投诉

共１９９件。共有１６９个物业企业参与活
动，走访４０６０５户居民，收集改进和提高
物业服务的意见和建议１６８２条，解决涉
及物业服务质量的具体投诉 ２７５７件。
根据计划，督促各物业服务企业确保年

内普遍走访率不低于管理小区总户数的

７０％。区房管局获“三百活动”优秀组
织奖，宝钢源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获“十

佳物业服务企业”称号，景瑞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小区经理陆贞科获“十佳小区经

理”称号，区人大代表卞美娟获“十佳特

聘监督员”称号。

■违法建筑拆除整治　全年接到各类违
法案件投诉２５９９宗，扣除重复和非区房
管局受理范围的实际受理案件２０９９宗，
其中违法搭建６６６宗，损坏房屋承重结
构１６５宗，改变物业使用性质１４宗，群
租１１４２宗，其他１１２宗。推进行政执法
工作，实行“拆控管”并举，有效整治违

法建筑，对新建违法建筑实施快速处置，

立即拆除，对存量违法建筑和其他违法

案件有序推进，依法拆除。实施代为改

正５１宗，自行改正１１７宗，合计１６８宗。

按冻结产权交易处理４０７宗，行政处罚４
宗，其余８７宗均立案处理，结案率为８７％。

■推进“群租”整治　合力推进“群租”
整治，加大居住房屋租赁违法违规行为

的处罚力度。全年共接到“群租”信访

投诉１２４８宗，实际受理案件１１５８宗，发
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１１４８份，参与
“群租”整治１１４次，拆除分割群租房屋
１４６９间（处），代为改正 ８７７户，自行改
正４４户，其余２３７户立案处理。

（孙妮娜）

表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

序号 预售证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区域 批准日期
批准面积
（平方米）

１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１ 上海名府置业有限公司 逸隆商业广场 淞南镇 ２０１２．０１．０９ ６２９５．４７

２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１０ 上海象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象屿郦庭 高境镇 ２０１２．０１．３０ １７１０３．５１

３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２４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２．０２．２４ ３２９６６．９８

４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２５ 上海绿地宝里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宝里 杨行镇 ２０１２．０２．２４ ４３８１１．９７

５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３０ 上海旭明置业有限公司 旭辉上河苑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０１２．０２．２９ ２４９３７．９２

６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３１ 上海旭明置业有限公司 旭辉上河苑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０１２．０２．２９ １３６１２．６８

７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５１ 上海佳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春江美庐 杨行镇 ２０１２．０３．１５ ３０３５１．２４

１６１

物业管理



（续表）

序号 预售证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区域 批准日期
批准面积
（平方米）

８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５２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２．０３．２３ ３６６７４．３７

９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８８ 上海融侨居业置业有限公司 融侨馨苑 罗店镇 ２０１２．０３．２９ ３６０６３．０１

１０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８６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２．０４．０２ ３９６３９．２９

１１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００ 上海铁大场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 大场镇 ２０１２．０４．０９ ２４１２０．３４

１２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１７ 上海旭明置业有限公司 旭辉上河苑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０１２．０４．２１ ９０８８．５４

１３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１８ 上海旭明置业有限公司 旭辉上河苑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０１２．０４．２１ ２８５０５．６８

１４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２３ 上海中星城镇置业有限公司 海上御景苑 罗泾镇 ２０１２．０４．２３ ８４９６６．５１

１５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２４ 上海中星城镇置业有限公司 海上御景苑 罗泾镇 ２０１２．０４．２３ ２７４００．３３

１６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２８ 上海远鑫置业有限公司 远洋博堡雅墅 罗店镇 ２０１２．０４．２５ １５１２２．６６

１７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３７ 上海久尊置业有限公司 宝华北岸郡庭 月浦镇 ２０１２．０４．３０ ２３８２４．７３

１８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３８ 上海久尊置业有限公司 宝华北岸郡庭 月浦镇 ２０１２．０４．３０ １９４３３．０８

１９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５４ 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 三花现代城 高境镇 ２０１２．０５．１２ １８５０６．３８

２０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５５ 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 三花现代城 高境镇 ２０１２．０５．１２ １７９３５．６８

２１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６０ 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锦秋花园 大场镇 ２０１２．０５．１２ ２４９７２．６６

２２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７８ 上海远望置业有限公司 远洋美兰公寓 罗店镇 ２０１２．０５．２２ ２１９２３．５７

２３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７９ 上海宝山信达银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信达郡庭 罗店镇 ２０１２．０５．２６ ４１０９７．４４

２４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１９９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河畔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２．０５．２６ １１２２７．１４

２５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１７ 上海罗南房地产有限公司 罗南商务楼 罗店镇 ２０１２．０６．０６ ５１２０．０３

２６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２６ 上海久效置业有限公司 宝华盛世花园 月浦镇 ２０１２．０６．０９ １７０１７．６

２７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７２ 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三湘海尚城 淞南镇 ２０１２．０７．１２ ４８１２１．４９

２８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７３ 上海远正置业有限公司 远洋悦庭 杨行镇 ２０１２．０７．１４ ３９６００．７１

２９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７４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宝祥新苑 罗泾镇 ２０１２．０７．１２ ９３４７０．９９

３０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７６ 上海宝辉置业有限公司 宝翔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２．０７．１２ １３２３６．６１

３１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９７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２．０７．２９ ２１４３８．６４

３２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９８ 上海保利建锟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城 顾村镇 ２０１２．０７．２９ ２０４６０．３４

３３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３００ 上海保利盛茂置业有限公司 保利悦庭 淞南镇 ２０１２．０８．０１ ３３７３９．３４

３４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３１０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河畔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２．０８．１７ ２７８７２．４６

３５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３２９ 上海宝建集团宝山市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逸兴家园商办楼 淞南镇 ２０１２．０８．２３ ４００７．８１

３６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３５０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紫辰苑 杨行镇 ２０１２．０８．３０ ４７７２１．６５

３７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３５１ 上海宝辉置业有限公司 宝翔苑 顾村镇 ２０１２．０９．０４ ５０１０９．４４

３８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３８６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１２．０９．１９ ３１３６８．２６

３９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０３ 上海保利建璀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轩 大场镇 ２０１２．０９．２６ ３３４００．１７

４０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１５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德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１２．０９．２８ １６４７．４４

４１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１６ 上海象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象屿郦庭 高境镇 ２０１２．０９．２８ １７３２．６９

４２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２５ 上海宝坤置业有限公司 自然居家园 顾村镇 ２０１２．１０．０８ ２５６２９．５６

４３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３７ 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三湘海尚城 淞南镇 ２０１２．１０．２０ １９８５８．３４

４４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６０ 上海远望置业有限公司 远洋美兰公寓 罗店镇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５５０６．９

４５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６１ 上海远望置业有限公司 远洋美兰公寓 罗店镇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１８３２１．３７

４６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４９３ 上海淞环实业有限公司 牡丹华庭 友谊街道 ２０１２．１１．１８ １８９９０．８５

２６１

房地产业



（续表）

序号 预售证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区域 批准日期
批准面积
（平方米）

４７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５０４ 上海旭明置业有限公司 旭辉上河苑 宝山工业园区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 ９０９８．９６

４８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５０５ 上海远正置业有限公司 远洋悦庭 杨行镇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 ５８１９７．５５

４９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５１３ 上海丰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德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１２．１１．２３ ３８９０７．４１

５０ ２０１２－００００５８０ 上海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恒盛豪庭 高境镇 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６２５３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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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主要经营业态，下属国资企业６家，股
份制企业１家。２０１２年是宝房集团实现
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之年，集团以企业

发展和政府实事为中心，围绕企业改革

创新、转型发展的总体思路，依托行业优

势拓展业务，聚焦有利资源搞好开发，融

入区内重点项目建设，稳妥推进政府委

托实事项目，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

目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９９８３万元，净
利润４４７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收益率 ３７４％，资产保值增 值 率
１０３８３％。年内，集团理顺房屋权属关
系，资产归类登记造册，产业动态跟踪管

理。加强对转制企业占用国有房产的管

理，加强空关房的管理，及时签订租赁协

议并收取租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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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长江路８４８弄、友谊路等成套
改造房屋租金测估。与区房管局联合开

展防汛防台应急演练，模拟旧危房解危

支撑、低洼地积水排除等排险项目，提高

抢险队伍快速应变和处置能力。在强台

风“海葵”来袭时，排除各类险情，完成

汛期任务。年内妥善解决事转企按事业

单位性质退休人员抚恤金落实问题，至

１１月上旬，近百名职工抚恤金发放到
位。受理日常来信来访，重视初信初访，

全年共处理信访５４件，主要集中在旧区
成套改造方面，集团在职责范围内做好

与街、镇、区房管局等职能部门的协调配

合以及与居民的解释沟通工作。企业信

息上报及时准确，全年共编辑《宝房简

报》１８期。

■房产经营开发　３月２７日，集团搬入
“宝房大厦”新大楼，标志着集团投资建

设并拥有产权的办公综合楼正式落成启

用。宝山三村商住楼建设项目商品房全

部销售，商铺招商完毕，工程审价和财务

审计结束。盘古路项目基础结构完成最

难最险部分，达到工程总量的三分之一。

为规避投资风险，长兴合作项目决策不

再参与二期商业宾馆的开发建设，一期

商品房投资收益签订协议，在国家宏观

调控背景下，实现投资成本收回、投资收

益合理的目标。

■融入重点区域建设发展　（１）全力保
障区体育中心优质物业服务。宝山体育

中心是接待区内重要大型文体活动的重

要场所，也是市民强体健身的主要活动

中心。大楼物业公司主动参与市场竞

标，完成“声动亚洲”“东鼎国际”男篮、

中国女篮、市民运动会（宝山分场）等中

大型活动的物业后勤保障任务，团队管

理服务能力在实践和锻炼中得到明显提

升。（２）拆迁工作延伸到重大地区建
设。年内，拆迁公司完成从拆迁实施主

体到征收事务所受托实施的经营模式转

变，集中精力做好罗店大居和顾村公园

二期动迁基地拆迁工作，罗店大居收尾，

顾村公园二期一个半月内完成２３９户动
迁，完成率 ９９％。把握难点，设法消减
存量基地的数量，基本完成目标。以南

大地区综合整治为契机，承接南大地区

非居住房屋的拆迁业务，为承接集体土

地房屋征收开好头。

■承接顾村大居物业管理任务　顾村
大型居住社区是全市首个建成并交付

使用的大型居住社区，是市政府落实保

障性安居工程的重要基地。稳步推进

大居物业管理，区政府将馨佳园社区物

业管理指定由国企单位宝房集团托管。

接管一年来，宝房大楼物业公司妥善应

对集中进户、大批量装修、台风“海葵”

袭击等考验。经区统一协调决定，年内

将圣维士物业公司管理的 ４个小区一
并交宝房集团管理，顾村大居 １２个小

区全部由集团接管，面积达 １３０万平
方米。

■完成政府实事项目　（１）旧房日常管
理和修缮。继续做好全区直管房的日常

管理、便民小修和计划修缮等常规工作。

设法尽快结清历年旧区综合整治代甲方

项目，历年项目审价审计工作全部完成，

资金待摊中。２０１２年是“上海市住宅修
缮工程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第一年，８月
下达全年工程计划，共有３０个项目，总
建筑面积 １２４７２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２１３１０户，总投资１０１８２万元，年内完成
所有项目的查勘，逐步进入上网公开招

标、报建等阶段。（２）旧住房成套改造
（包括平改坡）是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

要举措，海滨新村、泗塘一村是改造重

点。年内成套改造共竣工房屋９幢，改
造面积１８７０６平方米，受益居民４０４户。
在建７幢，１３８３２平方米，受益居民 ２３９
户。平改坡综合改造竣工３幢，改造面
积４９１５平方米，１１５户居民受益。在建
６幢，建筑面积 １０６４平方米，受益居民
２４７户。（３）公共租赁房建设。宝山区
首个公租房项目位于宝山工业园区（罗

泾），经区政府决定宝房集团为公租房建

设单位，计划投资６３８亿元，建筑面积
１１２万平方米，约１６５０套房屋，计划年
底前动工。按照区政府提出的“用特殊

的工作机制，非常规程序”要求，履行开

工前的各项审批手续，１２月２７日，项目
正式开工。

■物业呼叫中心和房屋维修应急中心
　中心是有效解决房屋维修中“急、难、
愁”问题的为民服务平台，年内共受理案

件６９２０件，处置６７５０件。其中，完成报
修４６５７件，及时率 ９９２％；投诉 ２０９３
件，完成率 ９５８％。“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
热线开通后，做好与平台的工作对接，１１
月开通至年末，共受理“１２３４５”热线转派
件２５７件，完成率１００％。 （王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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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经瑞坤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区财政局召开区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工作会议 区财政局／提供

财政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财政围绕“经济
发展好、民生保障好、社会管理好、文化

建设好、生态改善好”总体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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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把

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和创新驱动、

转型发展的工作总方针，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保障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和社会管

理。强化科学管理，依法理财，提升财政

管理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深化财政改

革，加快财政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和精细

化的建设，以坚定的发展信念和责任意

识，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地方财政保持平

稳增长。全年区地方财政收入 ９４１０４９
万元，是调整后预算数的１００％，比上年
增长１０％。市对区结账财力收入６３９４１２
万元，减区上解市级支出４７８７５万元，加
上调入资金１３０４万元，全区可安排使用
的财政收入总计１５３３８９０万元，完成调整
后预算数的 １０２２％，增长 １１％。区地
方财政支出 １４４７６５７万元，完成调整后
预算数的 ９６９％，比上年增长 １０６％。
其中，区本级支出 ９４４３４８万元，镇级支
出５０３３０９万元，调出资金６７５４万元，安
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８０００万元，全区
年收支结余 １４７９万元。结合宝山区财
政管理实际，以方便群众知情、便于群众

监督为原则，制定《宝山区财政预算信息

公开管理办法》，明确财政部门和行政事

业单位财政信息公开的职责、范围、内容

和目标，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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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资金联动公开提供依据。区财政局

连续第九届获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

■区本级财政收入　２０１２年，区本级财政
收入１０３０５９８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数的

１０６１％，比上年增长１３１％。其中：区级
收入７８５１７６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４％。镇
级收入５０３２９２万元，增长６９％。街道收
入６０７２２万元，减少 ２５％。园区收入
７１７４４万元，减少１１％。市专项补助收入
１１２９５６万元，增长４９１％。

■区本级财政支出　２０１２年，区本级财
政支出 ９４４３４８万元，完成调整后预算
数的９８％，比上年增长１２５％。其中：
区级支出６９８９４４万元，街道支出６０７０４
万元，园区支出 ７１７４４万元，市专项补
助支出１１２９５６万元，调出资金６７５４万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７８０００万
元，区本级年结余 １４９６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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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保障支出 ７９８３７６万元，占区本级
支出９４４３４８万元的８４５％。

■区本级法定增长支出高于财政收入增
长　 区财政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农

业、教育、科技３项支出增幅应当高于财
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全年区法定增长

口径安排的农业支出２７６５０万元，比上
年增长９８％，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
长１个百分点；教育事业费支出１６２１００
万元，增长１９％，高１０个百分点；科技支
出３５４７９万元，增长 １２６％，高 ４个百
分点。

■民生保障支出增１２４％　２０１２年，全
区民生保障支出２１３７８４万元，比上年增
加２３４９８万元，增长１２４％，加上区对镇
转移支付 ９２３４万元，区本级支出合计
２２３０１８万元。（１）区本级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９５５５１万元，加上区对镇转移支
付 ９２３４万元，二项合计 １０４７８５万元。
其中，用于社会保障资金４２５００万元，用
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补助３３７５
万元，街道社会保障支出２７７３万元，顾
村“馨佳园”城市低保、促进就业支出

２０９３万元，城镇义务兵优待金、退役士
兵安置、军队无军籍职工退休人员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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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双拥表彰活动经费１２４４７万元。（２）
区本级住房保障支出７９９２６万元，比上
年增长１１２％。由于宝山区北部乡镇
１２００户兵营式农民住房改造、罗店大型
居住区建设和南大地区的综合治理所

需巨大资金量，区级在土地基金预算安

排１６７５８９万元的基础上，公共财政安
排５００００万元。同时，安排中央公共租
赁房补贴资金 ３６９５万元，安排售后公
房物业管理补贴 ３９４２万元，售后房物
业补贴由２０１１年的０２元／平方米／月
增加到补贴０３元／平方米／月，惠及小
区３５５个，用于住房改革支出 ５３５５万
元，机关新进人员住房改革和退休干部

住房历史遗留问题补贴１４２１７万元等。
（３）区本级国防支出１４２９万元，比上年
增长２５％，主要用于应急、救灾、防化、
防空演习、地下空间检查和信息系统租

用维护等。（４）区本级保障民生公共安
全 支 出 ３６８７８ 万 元，比 上 年 增

长６６１％。

２０１２年９月６日，区财政局召开政府投资项目财务（投资）监理工作座谈会 区财政局／提供

■财政支农资金稳步增长　 年内，区财
政加大“三农”资金投入，全年农口预算

内支农资金支出达２７６５０万元，比上年
增长９７％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预算支
出 １８７０６万元，地方水利建设基金预算
支出１１９２１万元，形成财政支农资金稳
步增长的机制。区财政全年投入资金

２４６亿元，用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
城乡民生事业统筹发展。全年投入农业

规模经营２７５８万元，补贴专业合作社及
合作农场５１家，支持农业生产组织化、
集约化发展，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农

业产业化投入８６０万元，扶持具有区域
特色农产品，做大做强有关品牌，提高农

产品附价值。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区财政年内
投入农村村庄改造建设２４９５万元，涉及
７个村５７个宅的２５７０户村庄改造，改善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提升农村环境风貌。投入３００万元，加
强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生

活污水集中处置工作，３年累计完成
１１３７６户农村污水处置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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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排放现象，改善

农村河道水质。投入农桥维修、翻建

２０７９万元，完成区管农桥６座、镇管农桥
１３座的翻建工作，消除地区出行安全
隐患。

■支持区域雨污水纳管建设　区财政
投入１１１８０万元，支持北部五镇二级管
网建设，累计完成６２３８公里二级管网
敷设，启动塔源路污水管工程建设，推

进盛桥地区 ４５公里污水管网建设进
程，完善北部地区污水管网；支持泵站

旱流截污升级改造，完成青石路雨水泵

站截流改建，启动环镇北路、殷高路雨

水泵站截流工程和盛桥污水泵站扩容

达标改造；推进区域点污染源纳管，完

成江杨农贸市场、宝安公路延伸段及罗

店五期的污水纳管工作，区域污水纳管

率持续提升，实现污水纳管率 ８７％的
目标。

■社会事业支出增 ２４３％　２０１２年，
区社会事业支出 ３７６９１０万元，比上年
增加７３６６５万元，增长 ２４３％，加上区
对镇转移支付３３５５５万元，区本级支出
合计４１０４６５万元。

■教育投入持续增长　 ２０１２年，区本级
教育支出 ２３１５４９万元，比上年增长
２７５％，加上区对镇转移支付 １０３１１万
元，合计２４１８６０万元。用于市拨教育费
附加和教育专款支出 ８２２６９万元。安
排学校校舍基建１００００万元，启动顾村
青少年创新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心建设，

推进虎林中学等 ４０所学校改扩建工
程。用于学校大修、操场翻建 ７７００万
元，购置教育仪器设备和校园绿化、消

防等１１５００万元。安排公用经费和其
他人员支出１９１７０万元，用于学生校内
意外事故、学校安保、农村初中、小学公

用经费补助、社区教育、学生困难补助、

学校二期课改、教师进修、学生保险、农

民工学校补助等，完成 ４０所学校标准
化卫生保健室建设，１６所以招收来沪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按每

生５０００元的标准给予基本成本补贴。

■支持群众文化体育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
年，区本级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１２５７９
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４％，加上区对镇转
移支付２７１６万元，合计１５２９５万元。主
要用于月浦文化馆影剧院和宝山区游泳

学校游泳馆改造１３００万元；市体育局与
政府共建竞技体育项目、体育中心运行

和各类体育大会、健身场所补贴以及运

动员、教练训练费２１９９万元；图书购置、
文化发展基金、资源配送、新农村建设、

演出、民间艺术中心展览以及创排大型

沪剧《挑山女人》等经费２８２０万元，完成
１００场文化演出，３８００场电影下农村、
社区。

■区财政扶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　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促进服务业发展。利用税法宣传月、

会计继续教育等手段，完成纳入试点

范围的７８６８户企业宣传辅导和培训，
按照“企业据实申请、财政分类扶持、

资金及时预拨”的方式，对试点过程中

新老税制转换，产生税负增加的 １１５
户企 业，安 排 财 政 扶 持 资 金 ６０８４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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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产业结构转型　 落实支持和鼓
励企业开展职工职业培训的扶持政策，

清算２０１１年职工职业培训补贴资金，审
核通过企业５８４９户，拨付６５５９万元；制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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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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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全年重点拨付扶

持区产业及国家支持的产业资金１１２５２５
万元，修订完善专项资金审核、拨付、监

管等程序，鼓励科技自主创新，推进工业

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

展。落实现代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先进

制造业、节能减排等财政专项扶持“１＋
９”项目政策扶持资金 ２３３亿元，项目
１９９７项。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３日，上海市区县财政局长座谈会在宝山召开 摄影／胡　军

■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２６亿元　区
财政发挥财政资金在调结构、促转型政

策中的杠杆作用，规范“１＋９”财政专项
资金和其他类补贴资金审核、拨付、监管

程序。配合区联席会议修订完善专项资

金管理制度，在服务业引导资金中增设

旅游城区、邮轮港、文化创意等新项目。

在节能减排资金中增设危化企业整治和

产业结构调整内容。在金融服务业资金

中增设为小微企业搭建平台的内容。制

定资金使用实施细则，明晰评审范围、标

准，建立专项资金网络申报、办理平台。

２０１２年，共拨付支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２６亿元，其中９５４５万元转拨中央和市
级专项经费，区级１６５亿元。服务业引
导资金３４８６万元，先进制造业专项资金

５２２２万元，节能减排资金１６５亿元，金
融服务业引导资金８０５万元。

■保障结构转型重大工程建设　区财政
发挥财政职能，推进区域结构调整转型、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加快滨江带综合发

展、统筹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等重点工

程，结合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国际邮轮

港、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大型居住社区

等工程的建设，明确责任，强化监督，注

重项目资金管理，加强资金保障，完善和

优化重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降低项目

投资成本和财务成本。编制完成罗店大

型社区２０１２年投资预算方案和南大地
区综合整治项目一期预算及投融资方

案，对市政配套及公建配套项目建设资

金通过财政基建集中收付系统，实施零

余额账户集中收付管理。完成罗店大型

居住区资金管理纳入市政、公建配套项

目２１个。

■完善“镇财区管”改革　完善镇级预
算编制、收支管理、账户设置、政府采购

和票据管理，推进镇级政府性基金预算

上报镇人代会审查。制订《宝山区乡镇

财政性资金管理平台实施方案》，构建乡

镇财政性资金管理平台。３月，在罗泾
镇、庙行镇试点基础上，全区乡、镇完成

乡镇财政性资金管理平台推广，实现基

础信息、预算共编、帐户统设和集中收付

４个模块管理。按照“区县全面监管、市
财政局重点监管、财政部专项监管”要

求，促进各镇财政管理水平和财政性资

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人员管理以“精简、

统一、效能”为原则，以责定岗，以岗定

人，确保财政干部队伍稳定，并开展形式

多样的业务和技能培训，促进乡镇财政

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提高。

■教育附加资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随市拨教育费附加资金量的增大，结
合宝山区的实际情况，为规范教育费附

加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会同区教育局联合制定《宝山区

教育费附加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明确教育费附加资金的分配原则、

使用规定、审批程序、管理和监督办法，

把教育费附加资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采购分离”节约率６％　２０１２年是
实行“采管分离”新运行模式的第一年，

制定《宝山区政府采购开标会场规定》

《宝山区政府采购评标会场规定》等工

作制度，重点理顺内部工作机制和工作

流程，建立政策计划管理、项目跟踪执

行、采购支付管理相分离的内部控制制

度，加强对政府采购全过程的监督，确

保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公正。全年

政府采购量 １４２２００万元，其中工程
１２８７００万元，货物 １５８００万元，服务
６７７０万元，节约资金９１００万元，节约率
６０２％。

■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为改变
公务卡“开卡量不多、使用率不高、使用

面不广”的现象，区财政局会同区监察

局、审计局制定《宝山区公务卡强制结

算目录》，９月 １日起实施，至年底，全
区公务卡开卡数 ２８６９张，比上年增加
１２９４张，增幅 ８２％，报销总额 ２８４８万
元，比上年增加２２２８万元，增幅２５９％。

■审核拨付各类扶持补贴　 ２０１２年，区
财政审核拨付“１＋９”以外的各类财政
补贴１５２亿元，审核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和专利新产品财政扶持资金、高转财政

贴息、区级储备粮财政补贴、区域公交和

社区巴士运营补贴、标准化菜场和清真

专柜补贴、供销社政策性贴息、八大类企

业财政扶持补贴、区属企业开展职工职

业培训补贴、家电、摩托车下乡和家电以

旧换新补贴等，确保政府各类扶持资金

及时规范拨付和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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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区财政局组织党、团员、群众参观“城市新印象”展览 区财政局／提供

■开展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区财政
按照“统一规划、稳步推进、先易后难、分

步实施”原则，制订《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绩效
评价计划》，明确绩效评价内部工作职

责、机制，选定农业、合作医疗、扶持企业

等条件成熟、具有代表性的项目４个，实
施绩效评价，通过委托社会专业机构，对

具体项目的基本情况、绩效评价工作情

况、绩效分析及评价结论、存在问题和建

议等方面的内容，得出总体项目评价优

或良的结论。

■规范区、街镇财政分配管理体制　修
订和完善《宝山区区镇转移支付管理办

法》，理顺和规范区与街镇财政分配关系

和管理体制，促进镇级基本公共服务均

衡化。通过专题调研，撰写《关于进一步

建立健全人口导入区（县）大居社会管

理财政保障机制的若干问题研究》及

《关于顾村“馨佳园”大型居住社区后续

管理与运行政府财力保障调研情况》供

上级领导决策，拟定《宝山区大型居住社

区后续管理与运行政府财力保障暂行办

法》。

■获市级文明单位九连冠　创建市级
文明单位，区财政局印发《关于进一步

深化市级文明单位建设工作的实施意

见》，编制《２０１２年文明单位社会责任
报告》，建立健全精神文明建设长效管

理机制。继１９９５年获市级文明单位称

号，已连续第九届获上海市级文明单位

称号。

■“学习型机关”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财
政局制订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干部教育培

训计划，结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财政工作重点，先后邀请相关专家举

办以中国特色文化发展、有效开展绩效

评估等为内容专场报告会，组织开展“迎

接党的“十八大”，展示党员新形象”知

识竞赛，举办第二届“读书月”活动，提

高财政干部文化修养，搭建平台，以“青

年大讲谈”形式让年轻干部畅所欲言。

以迎接党的“十八大”为契机，开展“岗

位能手、岗位先锋”评比，号召全局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全体干部职工

以优质服务迎接党的“十八大”顺利召

开。通过各类活动，丰富“学习型党组”

“学习型机关”建设内容。

■“文明机关”建设　 加强政风行风建
设，组织召开监督员例会，发放政风行风

建设调查问卷，发动社会力量规范和提

升财政局的服务质量与能力。强化窗口

服务，对会计事务管理中心窗口大厅环

境进行硬件设施改造，实行制度上墙和

午休值班制度，切实为企业和会计人员

提供便捷服务。开展多种多样形式的精

神文明共建活动，与井冈山新城小学开

展结对助学、组织志愿者参与文明交通

路口执勤志愿、参与“蓝天下的至爱———

好心人帮好心人”万名志愿者募捐、小区

巡逻、小区卫生打扫、小区捐款等，志愿

者活动覆盖率达到９９％，年参加活动超
过１５小时。局工会组织开展健身运动、
义务献血、迎春联欢和“三八妇女节”活

动，提高干部群众身心素质。走访慰问

退休老同志、走访慰问帮扶对象、助学对

象、共建部队，关心帮助困难职工家庭，

提升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开展

各类爱心捐款活动，年累计捐款１７３９５０
元，其中向助学小学生捐款４５００元，“一
日捐”５９５０元，向单位重病职工献爱心
捐款２８０００元，向井冈山新城小学捐款
４００００元，三桥村扶贫帮困捐款 １０００００
元。 （胡　军）

税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完成税收收入
２５３２亿元，其中区级收入８７０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７４亿元，增幅 ９３％。年
内开展税收分析，针对热点政策，开展

“营改增（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效应跟

踪分析、房产税收趋势变动分析、钢贸

物流业形势展望分析等，全年完成分析

报告５０余篇。把握经济环境、税收政
策变化等对税收收入趋势的影响，提高

组织收入科学性和主导性。针对各街

镇园区收入差距，开展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１
年各街镇园区区级税收收入分析，从占

比、增减、分行业等纬度展开剖析，意在

发现各街镇园区在税源结构上存在的

优势与不足，为区级税收收入协调稳步

增长提供参考。落实税源监控，针对重

点税源，通过科学选户、优化数据查询、

季度税源分析、创新预测平台，加强管

理与监控。落实房产建筑行业监控，全

年导入涉税第三方信息 １５０９条，备案
管理９４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上报稽查
风险疑点７０个，监控申报５５个房产开
发项目。依法行政，促进法治环境优

化。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按照市

税务局《规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

办法（试行）》有关工作要求，在行政处

罚案卷自查的基础上，召开专题会议进

行明确和部署，参与市税务局《进一步

规范本市税务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调

研课题的撰写工作。贯彻落实《行政强

制法》，强化税收法制观念，在市税务局

组织的《行政强制法》专题抽考中，宝山

区税务局以９１３的平均成绩列市税务
系统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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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区税务局举行“营改增”及相关税收政策辅导会 摄影／翟海翔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区税务局举行第十八税务所（房产交易税所）成立仪式 摄影／翟海翔

■制定《宝山区税务局税收征管改革二
期方案》　２０１２年，区税务局以市税务
局《关于本市推进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

意见》为依据，制定《宝山区税务局税收

征管改革二期方案》。改革方案主要是

深化税源分类分级，确立“集团优先，重

点行业与特定业务企业集中”的工作原

则，筹建完成大企业管理所、房产建筑

业管理所、特定业务企业管理所、园区

管理所等专业化税源管理所，实现税源

分布格局的优化征管。强化风险管理，

筹建区局层面数据中心，明确业务部门

风险管理职责，借助集约化联动工作机

制，实现以数据中心为中枢的风险管理

体系建设，并以数据中心为雏形，成立

税收风险监控中心，完善风险管理架

构，开展项目型风险管理工作。突出纳

税评估核心内容，新设纳税评估所 １
家，区局纳税评估所 ２家，发挥专职评
估部门的效能。编撰《宝山区税务局纳

税评估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等文件，

下发风险管理工作文件７个批次，实施
企业风险识别和应对 ４５８户。承担全
市货运、钢贸行业纳税评估指南撰写工

作，承接市局关于建立纳税评估行业指

标体系中部分行业指标的建设工作。

规范涉税审批，成立专业涉税审批所，

逐步剥离税收管理员工作事项，将１７１
项审批事项移至审批所。规范因动拆

迁购房的房产税征收管理，与区房管局

联合印发《动拆迁购房有关房产税征免

问题的操作办法》，明确各部门的工作

职责和流程，使个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

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加强税收管理与服

务社会民生的双赢局面。

■开展“营改增”试点　 推行“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开展政策宣传

解读，强化纳税申报辅导，并做好政策

执行情况调研和效应分析，重点关注实

行差额纳税、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以及

进项抵扣凭证等方面存在的风险问题。

试点以来，各项改革措施有机衔接，工

作平稳有序推进。全区试点企业全年

整体减轻税负约２１２亿元。１２月，试
点企业申报 ７４１１户，其中税负减少

６１４８户，占试点纳税人申报户数８２％；
税负增加８６１户，占试点纳税人申报户
数１２％；税负持平４０２户，占试点纳税
人申报户数６％。

■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有效发挥
税收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区域产业

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的作用。与区科委

共同拟定加计扣除管理操作办法，组织

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情况的调研，

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通过各类

优惠政策共计减免企业所得税４４２亿
元，减计收入１２７亿元，抵免税额４４００
万元。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企业 １３４
户，审核备案项目２３５１个，加计扣除金
额３１５９亿元；享受安置残疾人工资加
计扣除政策企业 １５２户，加计扣除额
５７９７万元。

■税务稽查　全年组织稽查７２７户，稽
查补税２２８亿元。（１）探索税务稽查管
理新模式。区税务局应用以“集约化稽

查”为中心的稽查新模式，发起代号为

“春雷行动”、“夏季风暴行动”的打击虚

开“营改增”增值税发票系列专案，为全

市范围内开展货运货代行业系列专项整

治提供稽查方法，并作为全市唯一的单

位在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召开的“营改

增”试点地区稽查专题工作会议上进行

交流。（２）采取信息化稽查手段。在应
用中普软件的基础上，在全市率先尝试

使用“税务专业检索备份工具”，在查案

中为案件的突破取得关键性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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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日，区税务局举办纳税人学校第三十三期新办企业专题培训 摄影／翟海翔

区税务局深化稽查信息化推广应用，采

取信息化稽查手段查处１４８户企业，采
集电子帐套数据１１０户，查补税款合计
２２００万元。（３）工作案例获奖。区税务
局稽查工作注重总结、注重积淀，年内选

送的《上下联动查票案，行业指标显成

效》案例获“上海市税务稽查典型案例

一等奖”，并被市税务局作为上海市稽查

典型案例上报税务总局。选送的《取证

软件解难关，调研分析查新题》案例获

“上海市税务信息化稽查典型案例优胜

奖”。

■纳税服务　 （１）开展纳税百强企业走
访。区税务局领导分别带队，实地走访

百强企业，了解重点税源行业、重点税源

企业、重点项目的生产经营情况，倾听企

业诉求，听取纳税人对税收征管、政策落

实、纳税服务以及政风行风、廉政建设等

方面的意见建议，提供个性化纳税服务。

针对走访中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依法

力求现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在规定时限

内作出反馈。（２）实现办税服务厅“三
并一”（刘行、罗南、罗泾办税服务厅合

并）工程。结合罗南综合办公大楼的启

用，整合办税服务厅，改变区局办税服务

资源分散的局面，促进全区通办，加强办

税服务标准水平的一体化建设，减少工

作流转环节，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质

量和效率，实现“零投诉”目标。（３）推
广运用税企互动平台。年内，区开通税

企互动平台的电子申报户达到 ３７６５９
户，开通率８３０８％。信息推送总数超过
４０万户次。通过互动平台发布调查问
卷４次，参与１２７２人次。（４）试行签订
税收遵从协议。区税务局与上海宝冶集

团有限公司、宝钢化工有限公司、大华

（集团）有限公司、东芝电梯（中国）有限

公司等４家企业签订税收遵从协议。在
协议中双方承诺各自的权利义务，通过

契约形式规范税企双方的行为，促进企

业实现自我约束和管理，实现和谐税企

关系。

■开展税法宣传　 抓好税收宣传月活
动。年内重点聚焦“营改增”政策热点，

面向社会，开展及时广泛的宣传，举办５
期针对特定纳税人、３次针对区招商办
和区物流协会等特定单位的政策培训

专场。４月，宣传月期间，联合区招商办

举办“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营改增’税务知
识现场问答”，获笔试竞赛先进单位 ６
家参加，上海通河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获

一等奖。市税务局和区政府年内相继

开通政务微博，围绕微博工作，区税务

局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建立区局层面的

微博支撑队伍，明确队伍的运作机制，

有序开展微博稿件报送、微博互动处

理、微博查看和评论等一系列工作。全

年报送微博稿件５４篇，处理互动７起。

■完成发票简并工作　 开展兼并票

种、统一式样工作。分阶段推进全局发

票验旧供新工作，年内完成约１４０００户
旧版发票清缴工作，并开展发票管理专

项检查，进行“回头看”，确保无严重发

票违规事项发生。制作“数据检查”模

块，将发票清理工作纳入考核，增强缴

销工作的主动性。通过努力，发票简并

工作整体完成，新版发票使用状态

平稳。

■完成金税三期网络改造　 完成金税
三期网络改造工作。金税三期网络改造

工程时间９个月，涉及众多设备的安装
配置和调试，变更项目多、技术复杂。作

为市税务局的试点单位之一，区局全面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新线路准备、

机房环境准备、网络环境准备、网络设备

准备、各部门人员准备。区局整体网络

架构在９月全部搭建完成，网络线路顺
利切换，入侵检测系统、防火墙全部安装

到位。

■纳税登记　 加强纳税人户籍管理和
对招商人员的培训、宣传，引导其吸收优

质税源，自觉筛选风险企业。组织管理

所开展户管清查，对长期不经营户、潜在

风险户实施劝其注销、收缴发票等措施，

防范征管风险。全年共有２０００余户企
业进行税务登记注销，１８００户企业纳入
非正常户、证件失效户管理，户管质量明

显提升。 （陈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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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经瑞坤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区金融办召开“股权托管交易———新的融资渠道”论坛 区金融办／提供

综述
　　２０１２年末，宝山区共有银行分支机
构２３家，证券分支机构１４家，保险公司
及分支机构７家，典当行９家，小额贷款
公司９家和融资性担保公司６家。银行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２２１０１５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１３％，其中企业存款
９３５１９亿元，增长 ０７％居民储蓄存款
１２４２５５亿元，增长１８７％，各项贷款余
额１０７２９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７％。
金融业增加值６６５１亿元，增长１２５％，
占全区ＧＤＰ总量的８１％，小额贷款余
额８１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４％。２０１２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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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务中小企业融

资能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在开展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

金融发展规划研究、加强银政企沟通协

调、引进新兴金融服务机构等方面，“先

行先试”，积极创新，拓宽工作领域，完善

服务体系，努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探索搭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区金

融办召开小微企业信用贷的政策宣传和

启动会，召集相关银行与街镇园区沟通

对接，整合各方资源，建立以政府引导、

市场化运作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平台。

　　年内，宝山区注重金融行业发展，推
进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机构数量增长，类

型多样化。区内除银行、证券、保险、典

当、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外，股

权投资公司的数量增多，其中注册资本

３亿元以上的１家，外商股权投资基金１
家；基金销售公司１家；健全新型金融机
构监管制度，起草完善小额贷款公司和

担保公司监管办法，建立日常监管日志

制度，跟踪并妥善排查化解近期钢贸信

贷风险；建立并完善应急处理机制，引入

中介机构，加强对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

款公司的专项审计和风险排查工作。支

持小微企业合作社等创新方式，协助相

关部门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２２亿
元。为资本与产业对接搭建服务平台，

召开区内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

企业座谈会，邀请区内企业参加建行市

分行的拟上市企业培训会等，邀请上交

所为拟上市企业做辅导。编撰完成

《２０１２宝山区金融服务手册》，将区内银
行、小额贷款等金融机构的对外融资产

品汇总发布。宣传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交易政策，区内企业上海安防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成为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首批挂牌的第一家企业（交易代码

１００００２）。８月３日，区金融办组织召开
“股权托管交易———新的融资渠道”论

坛，邀请市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及相关中

介机构与区内企业进行交流与培训。

■完善金融业发展政策体系　 区金融
办制订《宝山区金融业服务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宝山区关于开
展“重点成长型企业助保金融资平台”

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宝山区关于加

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

策文件，修订《宝山区金融服务“调结

构、促转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王晶佳）

■创新金融服务　不断健全新型金融机
构监管制度，起草完善小额贷款公司和

担保公司监管办法，建立日常监管日志

制度，跟踪并妥善排查化解钢贸信贷风

险。８月３１日 ～９月１日，参与第六届
上海金融洽谈会，宝山区作为唯一的郊

区县参加第六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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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等为“金融生态良好、融资渠道畅

通、金融业态丰富、产业金融结合、金融

创新发展、金融服务多样”，并获“优秀

组织奖”。年内，鼓励企业直接融资，共

完成股份制改革４家，向证监会报材料
企业３家，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１家。
制定金融人才评审细则，推荐拔尖人才

１人，青年尖子 ２人。启动中小微企业
服务平台建设，完善了庙行镇“重点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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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业助保金融资平台”。全年新设银

行一级支行３家、二级支行２家，融资担
保公司２家，典当行３家，新设公募基金
销售公司１家，３亿元注册资金以上的
公司制股权投资企业１家。 （张宏吉）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０日，区金融办开展“进小微、进郊区、进社区”活动 区金融办／提供

■举办２０１２年上海金融法治论坛　１１
月２０日，由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和上
海市法学会共同主办，宝山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金融办）、上海市法学会金融

法研究会承办的以“金融改革与创新的

法律保障”为主题的２０１２年上海金融法
治论坛在宝山区衡山北郊宾馆举行。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定华，市政府副秘

书长蒋卓庆，中国法学会会员部主任梁

毅，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王教生，市法学会

会长吴光裕、副会长李继斌，市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副主任吴勤民，市政府法制办

副主任顾长浩，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余啸

波，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忠定，市金融办副

主任马弘，宝山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

等出席论坛。来自全市法学院校、司法

实务部门、法律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的专

家学者共３００余人参加。 （王晶佳）

银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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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北路支行共１０个二级支行营业
网点。至年末，有员职工２４９人，其中有
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６７人，占总人
数的２６９１％。至年末，该支行全年存款
８０６５亿元，比年初减少 １６３８％，贷款
１０７４亿元，比年初增长 ２４０７％。年
内，该支行围绕“调结构、扩规模、防风

险、上水平”的工作方针和“创新发展、

转型发展、跨境发展”的工作要求，克服

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对业务发展造成的压

力，调动和发挥全行员工的积极性，抢抓

机遇，迎难而上，突破瓶颈，落实和推进

各项工作，持续改善风险管理和内控制

度建设，营造企业良好氛围。支行夯实

发展基础，提升管理质量。加大与核心

企业上下游的业务合作，持续提升经营

效益。狠抓客户基础建设，大力拓展客

户规模。年初，支行即采取指标分解、流

程整合、资源调配等一系列措施，以优质

服务为抓手，以质量客户（账户内的日均

存款余额大于该行规定的某一既定金额

的个人或公司客户）为发展方向，大力推

动支行客户群建设。精抓合作模式，提

升综合收益。支行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合

作模式，扩大目标客户群体，发挥“中银

信贷工厂”的品牌效应，大力扶持区内中

小企业健康成长。积极投入渠道建设，

新增顾北路支行，促进网点扩容和优化

配置。完善内控管理，保障业务健康发

展。该支行持续贯彻内控会议制度，定

期召集内控负责人例会，将纪检监察工

作与内控管理相结合。加强风险管理，

实行低风险、特定客户转授权业务尽责

审核。提高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改善资

产质量。支行中、后台密切配合前台业

务需要，在保障风险审核的前提下，不断

提高工作效率，做到风险可控、服务高

效，为前台提供高质高效的保障服务。

完善权限内采购评审环节，增设了尽职

调查岗位，补充完善了２７项操作流程２７
项，涵盖非授信业务操作、授信业务审批

与操作、业务保障、费用管理、纪检监察、

人员管理、案件防范等方面内容。支行

围绕中心，增强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惩

防体系建设。坚持蓄兵为战，加强专业

队伍人员配置，整合网点销售服务流程，

实现网点有效转型。 （王　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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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６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２９６人，大专以上人员占７６％。至２０１２
年末，各项贷款期末余额１４９亿元，比年
初增长１０８亿元。各项存款３６４亿元，
比年初增长３５７亿元。２０１２年内，该支
行依托宝山城郊结合的区位优势，积极

推进公私业务“双翼齐飞”的发展态势，

以经营转型为主线，以创新整合为驱动，

推动三大核心业务联动发展，实现公司

贷款、储蓄存款、中间业务等业务快速发

展。支行加快信贷结构调整，大力发展

非房地产企业贷款，业务转型初显成效。

围绕大型制造业、连锁商业和重点资源

类企业，抓住核心客户上下游、产业链、

供应链，拓展优质小企业客户。积极拓

展经营型物业贷款、厂房按揭贷款，结贷

通等特色产品，开拓商品融资新市场。

积极支持个人首套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大力发展新型个人消费贷款，实现个人

信贷多元化发展。支行以代发工资为突

破，狠抓存款源头，通过联动营销、进度

管理、客户梳理等举措，大力争揽储蓄存

款。全方位推进“拓户、增存、提升”工

作，加大村镇板块、重点项目营销力度，

突破对公存款。支行积极支持区域经济

发展，在宝山重要的人口导入区加快网

点布局，升级改造张庙等网点，为周边居

民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以“三进

（进社区、进商会、进楼宇）”活动为中

心，全面推动商营销。支行与辖内６０家
居委会签署了《３Ｇ自助终端安装协议》，
有多家居委会入驻了“小小银行”，深受

社区居民好评。支行各服务网点坚持服

务坐堂制，为社区居民开展反假、防诈

骗、投资理财等金融理财沙龙，并形成常

态化服务模式，实现宝山各大街镇全覆

盖。在发展业务的同时，该支行坚持以

人为本，培育优秀的企业文化，开展“员

工主题庆生”“亲子嘉年华”等系列活

动，营造和谐氛围。组织青年客户经理

俱乐部，激发员工活力。加强服务精细

管理，推广标杆网点先进服务管理模式，

以点带面，促进网点综合能力和员工服

务能力的“双提升”，提升服务品质和形

象。 （周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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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农行宝山支行青年志愿者参加“３·５学雷锋日”活动 农行宝山支行／提供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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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个、分
理处５个、储蓄所２个，设客户部７个，个
贷中心１个。在册员工６１４人，比上年增
加５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４９１人，
占８０％。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４０８人，
占６６％。至年末，该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４６０１３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６２％。各项
贷款余额１８８６亿元，增长６８％，中间业
务收入２３０３８万元，国际结算８４７亿美
元。年内，该支行秉承“诚信立业、稳健

行远”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依托密集的网

点设置，发挥城乡联动优势，向广大客户

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注重推

进金融创新，面向市场拓展业务，经营实

力得到较快发展，新增营业网点１个，翻
新装修网点数６个，网点总数达２７个。
注重金融产品创新，在已有产品基础上，

坚持根据客户需求，为其度身配备最适合

的金融产品，研发运用“在线供应链融资

系统”，产品覆盖宝钢产供销各环节，通

过与电子融资平台的对接，为宝钢上游供

应商在线办理有追索权隐蔽国内保理业

务，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

创造银企合作的双赢局面。开展“三进”

（进社区、进园区、进企业）等活动，宣传

优质金融产品和服务，助力小微企业发

展，便利居民生活服务。年内，该支行获

“上海市拥军优属先进单位”“上海市平

安单位”“宝山区拥军优属模范单位”“上

海市分行各项存款突出贡献奖”等称号。

（李　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２０１２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
点２５个，在册员工６１９人，比上年增加
３３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５８３人，占
９４１８％；拥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 ３６３
人，占 ５８６４％。全年实现拨备前利润
９３１亿元，中间业务净收入３２９亿元，
本外币企业存款时点余额为 ２５４８亿
元，比年初新增２８亿元，个人存款余额
３０４亿元，比年初新增３５９４亿元。各项
贷款余额 ２１１６５亿元，新增 １９５４亿
元。 （吴叶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２０１２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１０家，
即宝山支行营业部、牡丹江路支行、场中

路支行、长江西路支行、共康支行、三门路

支行、真华路支行、罗店支行、顾村支行和

海关支行，比上年增加 １家；在册员工

２５７人，增加２０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９２％，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占２０％。该支
行按照“稳发展、促转型、控风险、抓改

革、增效益”的总体要求，贯彻“一个交

行，一个客户”的理念，全行上下统一思

想，转变思路，坚定发展信心，稳步推进各

项业务发展，至 １２月 ３１日，存款余额
１５５５７亿元，贷款余额８１２５亿元，国际
结算量实现２０４４亿美元。年内为区域
内客户提供特色化、差异化、多元化的金

融服务，新设顾村支行，淞发路、殷高西路

离行式自助银行。所属的牡丹江路支行

计划迁址至牡丹江路１２５８号，新网点面
积约７００平方米。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及
交行信贷政策，助力民生，服务三农，支持

小微企业等融资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

谐，提升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为

企业提供“税融通”等信用贷款产品，为

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同时针对地

区特色，制定服务宏观经济战略，与宝山

区相关政府部门和各大社区街道联合，支

持宝山地区经济发展。开展经济适用房

贷款咨询与受理、送金融服务和金融知识

“三进”（进园区、进郊区、进社区）系列活

动。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客户体验，在各

网点放置饮水机和电子海报机，部分网点

开通ＷＩＦＩ功能，为客户提供便捷的银行
服务。针对网点不同区域、不同年龄层、

不同情况需求的客户，进行电话回访和上

门服务。结合“为民服务、创先争优”主

题，组织员工参加顾村镇“３５学雷锋志
愿者活动”、宝山区公安分局开展的“打

击经济犯罪 共建和谐社会”集中宣传活

动。“六一”儿童节，组织部分员工子女

参加“与爱同行———宝山区海剑敬老院”

献爱心活动等；与精神文明共建单位吴淞

街道和海江二村党支部等多家上海市文

明单位一起走上街头，参加社会“好心人

帮好心人”万人募捐活动。１０月，真华路
支行被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评选为“上

海百佳网点”。宝山支行保卫部获２０１２
年度上海市治安保卫先进集体称号。

（谢慧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１２
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６个，在册员工
１２１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１０８
人，占８９２６％；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
业人员５０人，占４１３２％。至年末，该支
行实现本外币存款８２７３亿元，其中个
人储蓄存款余额４３１１亿元，增长２１％，
外币存款２３６８万美元；各项本外币贷款
余额５３４９亿元，增长８５％。全年完成
１９２４万元中间业务收入，新增个人住房
贷款发放量 ７８２亿元，各类金融资产
３００３亿元；新增优质以上个人客户
４４６３户，个金业务继续呈现高速增长态
势，个人储蓄存款占支行整体负债业务

的５２％，网均存款超过５亿元以上，位列
分行网均规模水平前列。年内，该支行

加强和宝钢集团战略合作，４月，与宝钢
集团签署总对总的战略合作协议，合作

板块包括宝钢股份、宝钢金属、宝钢资

源、宝钢发展、宝钢工程等多个重点板

块，为支行公司业务带来新的增长点。

稳定发展房地产板块业务，以大华集团、

锦秋房产为主的房地产板块是支行对公

业务的主要支柱，其中负债业务占公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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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左二）会见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江
摄影／浦志根

务的３０％。大力拓展ＮＲＡ存款，年内利
用ＮＲＡ产品优势，重点开拓 ＮＲＡ存款，
其中大众点评存款贡献超过１亿元，崇诚
香港公司超过３０００万元，成为负债业务
新的增长点。拓展同业存款业务，投入专

人，全年累计存款１２６亿元，峰值余额达
２０亿元，１２月底余额１３亿元。促进中小
企业业务发展，全力拓展小巨人企业，至

年末，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３亿元，高峰
时达５亿元，创上海分行首家突破５亿
元。科技企业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等指

标在分行辖内排名靠前，呈现出稳步增长

的态势，特别是利用小巨人产品，拓展宝

山各大工业园内的制造型企业，积极进行

结构调整，获较大进展。注重业务结构调

整，积极进行客户结构调整和优化业务品

种，主动调整前几年重点发展的钢贸企业

业务，钢贸企业授信从高峰时期的６亿元
压缩到２４００万元，同时加强对宝钢集团、
中小企业等优质客户业务的拓展。支行

结合区域及自身业务发展情况，贯彻总分

行以客户为中心的要求，通过加大对外宣

传力度，落实方案、提炼话术，通过短信、

电话和行销等多种形式营销工作，拓展更

多行外客户和行外资金。优化网点销售

流程和渠道，在产品额度有限的情况下，

实现销量最大化，银行类产品销量超过

６８亿元，较上年基本实现销量翻番，由此
带动支行金融资产增量超过２４亿元，优
质以上客户大幅增长。加强资源整合，推

进厅堂一体化，通过代发业务专项激励等

办法，公金、运营、个银三线联动，逐户排

摸授信企业及结算取现单位，通过方案营

销和配套服务，实现新增２０人以上有效

代发客户３０户，较上年明显增多。加强
渠道建设，实现个贷渠道多元发展，采取

对现有房贷渠道深耕细作，适度发展个人

经营贷业务，根据有保有压的发展策略，

扩大消贷易产品的客户来源。做好第三

方渠道维稳求新。通过现场驻点、客户互

换、营销团队人盯人，推介各类理财产品，

培养客户资金回流的习惯，开展约定转帐

功能签约活动、沙龙抽奖活动，新增三方

存管客户４３５户，实现三方大环境不佳情
况下的业务正增长。坚持有的放矢行销

活动，坚持“走出去，请进来”“进社区”

“进代发”“进三方”和“进园区”等系列

活动，累计举办活动３０余场，活动受众面
广、营销成果显著。该支行始终把风险防

范放在首位，做好对支行资产质量的把

控，在钢贸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措施得当，压缩钢贸企业授信，从２０１０年
底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有敞口的钢贸类贷款
客户数由３２户缩减至３户，资产结构得
到有力调整。推进信贷结构优化工作，提

高宝钢系、科技贷、小巨人授信贷款，风险

管理水平得到提升，不良率下降１４３个百
分点，季度考核一直保持在分行中上水

平。 （阚家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２０１２年，该支行搬迁至友谊路１５１８弄
１１号（宝山钢领），支行下设营业部 １
个，在册职工１９人，其中具有各类技术
职称的专业人员１９人，大专以上学历人
员占７９％。至２０１２年末，各项存款余额
４４５９９８万元，各项贷款余额４５３２８９万
元，其中：区级储备粮贷款为１２３５４９万

元；省级储备粮贷款为５２８０万元，产业
化龙头企业中长期贷款１０４００万元，产
业化龙头企业畜牧业短期贷款１００００万
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贷款３９４４
万元，农民集中住房建设贷款 １３５０万
元，县域城镇建设中长期贷款 ２０００万
元。全年新增贷款７６４５６万元，清收不
良贷款４２５３３万元，年末实现无不良资
产，信贷资金运用率为１００％。全年实现
利润为８０３９２万元，人均利润４２３１万
元。该行始终把支持三农实体经济放在

首要位置，在继续做好政策性粮油储备

业务和扶持涉及民生的中小型民营企业

（如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的同

时，全面提升对大型国有食品企业（如光

明食品集团）的信贷支持和服务力度，全

力做到支持粮油全产业链，确保地区食

品安全，在支持农业实体经济过程中实

现政策性金融的真正价值。 （张海艳）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２０１２
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１个，从业人员
２９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占１００％，
具有各类技术职称５人，占１７％。至年
末，该支行各项存款余额２４１４亿元，比
上年增加６１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４２１
亿元，减少１０３亿元。该支行向社会提
供的服务包括结算类、电子银行类、理财

类、对公业务类服务，在大华、月浦、罗

店、共康、吴淞、泗塘等区域设置离行式

ＡＴＭ自助服务机共计１８台，比上年增加
４台。该支行与宝山区酒类专卖管理
局、宝山区酒类企业协会共同组建宝山

区酒类专卖小微企业城市商业合作社。

小微企业城市商业合作社是民生银行首

创的全新服务方式，把松散的小微客户

整合成一个有组织的经济体，通过该组

织帮助小微企业抱团发展、抵御风险，享

受民生银行全方位的现代金融服务。年

内，该支行被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命名

为“２０１２年度上海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
百佳示范单位”、被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委员会命名为“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平
安单位”。 （郭　瞡）

■上海农商行宝山支行　２０１２年，该支
行下辖营业网点 ２９个，比上年增加 ４
个；在册员工３８４人，增加３１人，其中大
专以上学历２９５人，占７７％，具有各类专
业技术职称１８１人，占４７％。至年末，各
项存款余额 ２０７３３亿元，比年初增长
１４７７％，其中储蓄存款余额 １０７７亿
元，增长１８１４％，各项贷款余额７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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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２年末宝山区银行存贷款余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余额（亿元） 比年初增长（％）

各项存款 ２２１０．１５ １１．３

　企业存款 ９３５．１９ ０．７

　居民储蓄存款 １２４２．５５ １８．７

各项贷款 １０７２．９３ １１．７

　短期贷款 ４６４．３１ ３６．７

　中长期贷款 ６０８．６２ ２

　企业贷款 ７６２．８４ １３．５

　个人贷款 ３０６．９９ ７

　住房按揭贷款 ２５８．７３ ８．７

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域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情况

序 名　称 序 名　称

１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３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４ 上海宝山富邦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５ 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６ 上海宝山融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７ 上海华辉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８ 上海宝山庙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９ 上海宝山亚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亿元，增长２７４％。年内，该支行以服务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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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贷款余额３７７１亿元，比年
初增长 ７４９％。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
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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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金融

便利店３家及小微专营团队４支，以错
时延时服务模式及专业专营模式，带给

社区居民和中小微农企业更加便捷、周

到的金融服务；以转型提高、优化收入结

构为目标，拓展中间业务，全年新增借记

卡２６４９８张，信用卡１６０９６张，新增 ＰＯＳ
机９１台，理财产品销售 １６２８亿元，外
汇结算量１６亿美元。 （丁英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２０１２年，该支行下设泗塘支行、彭浦
支行、安业路支行、民星支行、锦秋路支

行、塘西街支行、月浦支行、罗泾支行 ８
个自营网点和１个支行营业部，并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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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四大行

政区。至年末，全支行拥有在册员工２６５
人，其中正式员工 １７５人，劳务派遣 ９０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１６０人，占６０３８％。
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１１人，占
４１５％。２０１２年是该支行成立五周年，
也是加快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型、经营管理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一年。该支行把握

“进中求稳”的总基调，围绕“加快发展步

伐、加大能力建设、加强队伍培训、加快开

拓创新、加深沟通理解”的工作要求，采

取缩小差距式、追赶式、跨越式的发展方

式，至年末，支行储蓄余额４４２３亿元，占
宝山邮政储蓄总余额 １１６７７亿元的
３７８８％，较上年增长６４个百分点。公
司存款日均余额８２２亿元，净增０４６亿
元，信贷余额 １１１７亿元，净增 ０１２亿

元，票据贴现规模３６２亿元，净增２３６４
亿元，代收保费７２１６万元；发卡３４３万
张。实现业务收入１６５亿元，比上年增
长３７３％，人均创收６２４５万元，实现利
润 ９３１１万元，增长 ５７３％，人均创利
３５１４万元。新业务收入占比５９２４％，
增长１０６４个百分点，全年无经济案件和
重大责任性事故发生。

为改善整体经营环境，支行年内买

下宝莲城９号楼一层和十五层共１７７０平
方米作为机关和拟新增的双庆路支行的

办公场所；泗塘支行、聚丰园路支行均顺

利迁入新址对外营业，其中聚丰园路支行

更名为锦秋路支行，并开办公司业务；原

长兴支行、凤凰街支行经机构调整并入崇

明县支行。８个自营网点中有６个网点
实现独立经营，环境舒适、功能齐全、设备

先进、服务优质，有效改善邮储银行的形

象，提升客户群的质量。该支行在坚持发

展的同时，注重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

设，组织全行党员、员工开展“为民服务

创先争优”活动。落实机关作风建设集

中学习教育活动，投稿创先争优专刊，参

加“我与邮储共成长”主题征文和“悦达

读书杯”竞赛活动。开展“我为提升队伍

素质显一手”技能竞赛活动，激发员工提

高岗位基本技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组织

青年员工参加分行歌唱比赛、广播操比赛

等。筹备“创富大赛”，拉近与中小企业

客户之间的距离，并通过媒体报道树立支

行的良好形象。支行年内获上海分行

２０１２年先进集体称号。 （王　琳）

小额贷款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该公司在职员工５人，其中大
专以上学历占８０％。至年末，发放贷款
２３４笔，累计发放金额３８５亿元，贷款余
额５４７０万元，主营业务收入２４２８万元，
累计缴纳税收５２６万元。该公司作为上
海市金融服务办第一批核批、第一个开业

的小额贷款公司，承担着全市小额贷款先

行先试任务。公司注重立章建制、经营管

理、市场开发、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等方

面工作。以破解微小企业融资难题为目

标，创新工作流程、降低贷款门槛、严守风

险节点，开发实施多项面向科技创新企业

和进出口贸易企业及“三农”企业的产

品，初步培育形成相对固定的客户群体。

自开业以来，根据先行先试进展情况，适

时总结经验，率先提出小贷公司“三年”

经营管理规划，为小贷公司持续、高效和

稳定发展扎下基础。 （顾建平）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该公司在册员工６人，其中大
专以上学历占１００％，全年累计发放贷
款２７２笔，金额４３亿元，累计收回２２０
笔，贷款余额９２４０万元。该公司主要为
中小企业的融资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同

时结合宝山地区企业状况，研究自身发

展定位，积极探索，促进自身发展，逐步

形成一套运营模式。综合运用信用、抵

押、质押、担保等贷款方式，审批在风险

可控的情况下尽可能简化，一般一笔业

务从接洽—审批—发放等一系列流程，

在一周以内完成，手续简单，操作灵活。

坚持政府规范的“小额、分散”原则，以

服务“三农”和小企业为主，降低企业风

险。年内，参加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的

上海中小企业金融洽谈会，获由上海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２０１２年度上海
市服务业企业监测工作优秀单位”、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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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镇颁发的“２０１２年度优秀企业”称
号。 （蒋寅卿）

■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该公司在职员工６人，其中大
专以上学历占１００％，主要业务是发放贷
款和开展相关的咨询活动。至年末，累计

发放“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贷款１０１笔，
金额１４１亿元，贷款余额１２３亿元，缴
纳所得税１０３３７万元。年内，该公司为
更有效的控制风险，及时调整贷款客户结

构，逐步缩小钢贸行业的贷款额度，向物

流、实业、文化传媒等多元化行业转移，得

到中信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的肯定和

支持，并成功融资续贷。 （杨　洁）

表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域内保险公司

序 名　称 序 名　称

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公司

２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公司

３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公司

４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公司

５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公司

６ 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公司

７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表４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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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２０１２年，该支公司设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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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设罗店

营业部、长兴营业部、水产路营销服务

部、德都路营销服务部、横沙新民镇营销

服务部５个营业网点；从业人数３５６人，
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职职工２４人，
签订劳务派遣合同员工４５人，签订保险
代理协议 ２８７人。全年完成总保费
３９２７６万元，新增客户数９９个。银保渠
道规模和期交指标分公司系统名列第

一，是唯一实现长险新单、首年期缴和标

准保费三项指标同比正增长。年内，该

支公司尝试新销售模式，探索适应新形

势的科学展业模式（指采用资源整合，实

现合作方的互利共赢，续而推动业务的

健康，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商务沙龙形

式与臻景高端医疗机构合作，客户资源

共享，成本共同分摊，携手开拓高端客户

资源；采用职场推荐会方式向客户介绍

美尊十年期、个税递延、小贷保险等产品，

同时采用高频拜访、送服务进园区等方

式积极实施宝山工业园区全覆盖计划，

拓展“员福市场”（针对企业员工的系列

意外医疗住院、住院补贴、工伤、身故等

保险），开发新的优质渠道及业务。策划

开展的十一期“智赢宝山”（用知识智慧

赢得未来）系列活动受到广大员工和客

户欢迎。开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新局

面，查找在职业化精神和复命执行方面

不同程度存在地敷衍了事、作风漂浮、虎

头蛇尾、遇事推诿等问题，提升队伍的整

体执行力，使复命执行、使命必达，复命

管理、令行禁止的文化深入人心。积极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党员干部民主测

评及述职述廉工作，开展老党员和入党

积极分子结对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党

组织活动和团组织工作，提升员工凝聚

力。 （倪琴燕）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２０１２年，该支公司内设
综合部、业务管理部、直销业务一部至四

部、车商部、兼业代理业务部、经纪专业代

理业务部，在编员工６２人。全年保费收

入２７９００余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３５％，保
费实收率 ９９７３％，支付各类赔款约
１５３００余万元，手续费率１０７５％，考核利
润率９８％。年内，支公司开展销售体制
和销售队伍人力资源改革，实施业务渠道

清分，明晰直销、中介业务分类，致力直销

主导，优化业务来源和人力资源结构。实

行差异化销售策略和科学的管控措施，推

进业务稳定健康发展。在考核方式上采

取增量激励、目标考核举措，有效引导多

做增量业务，实现计划目标达成。按照市

场监管和上级要求，支公司加强依法合规

教育和管理，严格执行佣金支付流程，强

化应收保费管控，进一步提升风险防范意

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举办第九届企业

文化节，营造和谐企业、学习型企业建设

氛围；继续开展业务、合规、服务等各类培

训，致力于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业

务可持续发展，宣导“做人民满意的保险

公司”的共同愿景，积极推广中国人保服

务品牌。年内，该支公司被总公司评为系

统年度标杆区县支公司和先进集体。

（李晓平）

证券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证券分支机构
１４家，其中年内新增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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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行政管理
■编辑　刘　娴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宝山区２０１２年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摄影／浦志根

综合经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３０９９４亿元，比上年减少１５７％。其
中，第二产业投资３７１８亿元，比上年增
加０６％；第三产业投资２７２７６亿元，减
少１７４％。全年安排政府投资项目资金
总额９７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５％。其中基
本建设类项目投资资金２７亿元，重大专
项类项目投资资金７０亿元。年内完善全
区经济交流平台的运作，加强对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进行调研，加强和改进对全区经

济运行情况跟踪、监测、分析。牵头完成

《２０１３年宝山主要经济指标初步安排及
重点工作措施的建议》《２０１３年宝山产业
转型与发展的重点工作及建议》《关于大

型居住区建设和管理的实践与思考》３个
区委、区政府重点调研课题调研工作。

■协调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全年共
集中启动１１６个重大项目，至年末，共开
工建设６９个项目，实现投资量２６９亿
元，完成年度计划３０９９４亿元的９％。其
中现代服务业项目２９个，先进制造业１６
个，为宝山持续稳定发展注入新动力。年

内推进双庆路综合体、淞南交运地块综合

体、杨行商业地块综合体、庙行共和新路

商业地块综合体、顾村综合体５大城市综
合体规划建设，梳理形成综合体基本情

况、功能定位，制定推进工作表，开展吴淞

工业区功能定位、政策梳理等工作，开展

滨江带功能定位及产业布局研究，探索形

成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转型深度融合的

滨江带开发格局。２月，“宝山区邮轮产
业发展试点区”申报成为市首批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区域。起草完成《一号线

上海智力产业园实施方案》《三号线复旦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加快

推动轨道交通沿线服务业项目建设，培育

新兴产业。

■推进政府投资项目建设　年内，政府投
资计划编制与财政预算同步，做到早谋

划、早启动、早下发。全年政府投资项目

共１７７个，涉及总投资９７亿元，其中市级
财力投资３０亿元，为全区道路建设、大居
外围配套建设奠定良好基础；推进吴淞医

院外科大楼代建工作，在工期、质量、安全

等方面达到预期目标，年内顺利竣工并投

入使用；协调张庙地区低压电网改造，配

合电力公司完成呼玛一村至五村共

１６８３９户家庭电网改造任务，营造安全用
电良好环境；修订完成《政府投资项目管

理办法》。

■推进改革创新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的改革创新，提出涉及９个方面共７０项
具体改革任务。推进罗店小城镇综合试点

改革。参与宝山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

作，跟踪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过

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并及时上报。

推进网上行政审批系统二期建设，编制完

成《宝山区产业项目行政审批流程优化

方案（送审稿）》，以压缩法定审批期限三

分之一为目标，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

■落实支持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政策　
全年共组织召开１０次区专项资金管理
联席会议，对２００４个项目进行扶持，涉
及区级资金２２２７３亿元，会审项目数是
２０１１年的３倍。受理申报项目２１１８个，
金额 ３１４９１亿元；通过会审项目 ２００４
个，金额２２２７３亿元；实际拨付项目２００４
个，金额２２２７３亿元。补充完善各项管
理办法，涉及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科技、

金融、节能减排、人才６个方面共５５个
条款。组织网上申报平台操作培训，实

现区级资金扶持网上平台的审批工作。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全年单位增加值
能耗下降８７７％，位列上海市各区县第
一位。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被评为“十

一五”全国节能先进集体（上海仅 ６
家）。起草《宝山区２０１２年节能减排重
点工作安排》，细化分解考核目标和具体

实施项目。成立区节能管理服务中心，

加强节能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启动建立

区级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

能耗监测平台的建设，对上大附中、区文

广局、区疾控中心办公楼等１４幢公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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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进行能源审计；完成城市工业园区和

区房地局居民建筑遮阳项目共７０００平
方米；完成政府机关大楼等８幢建筑分
项计量动态监控装置项目及北翼宾馆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 （张弘吉）

２０１２年３月，工商宝山分局开展维权系列活动 工商宝山分局／提供

价格管理
■概况　 年内，区加强市场价格的检查
和巡查，开展节日市场价格检查及节后

“打折促销活动”；开展清理整顿大型零

售企业向供应商违规收费专项检查。３
月１日，“１２３５８”价格投诉热线试运行，
全年共接听各类投诉电话４５０余个。开
展“３１５”期间市场价格监管，会同区工
商、质监、消保委等部门开展价格政策咨

询和受理价格举报活动；组织区内３个
街道１００余名义务价格志愿者开展价格
法律法规知识问答活动。１１月，召开区
价格信用联席会议，推进宝山价格信用

建设。加强市场价格管理，完成全区

１８５家行政事业单位收费许可证年审工
作，商品房住宅小区的前期物业管理服

务费的审核工作，全区３７家社会力量办
学单位和民办幼儿收费备案工作。制定

出台顾村公园、宝罗瞑园等停车场收费

标准；完成７家停车场（库）备案和２３家
经营性医疗机构备案。９月，出台《宝山
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和

《宝山区民办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办

法》。加强市场价格监测，建立市场价格

信息公开发布平台，通过网络、电视台等

媒体向社会发布每日市场价格信息；开

展社区价格公共服务工作，定期更新街

镇价格公示牌及公示栏，年内新增公示

栏１０个。３月１５日，组织“宝山区价格

知识问答活动”。开展各农贸市场和价

格监测点调研工作，了解市场价格趋势，

及时掌握市场上价格热点问题，做好副

食品价格监测情况分析及有关价格监测

情况简报。

■做好涉案财产价格鉴定工作　全年共
受理各类公安财物鉴定案件７５０件，案
值１２００万元。参与公安部门打击侵犯
知识产权等案件，参与检察机关委托的

集体贪污２４套房产及某镇、村领导部分
受贿名表等财物鉴定工作。完成慈善基

金会慈善捐赠物资的义务评估８次，评
估各类捐赠物资８００余件。 （张弘吉）

工商行政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７８４２０户，注册资本２７１２５７亿元，其
中企业合计５４１４２户，注册资本２７０１９９
亿元；个体工商户 ２４２０１户，注册资本
９２２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７７户，注册
资本１３６亿元。年内，全区新增市场主
体１２１９４户，比上年增长８４０％。其中：
新增企业８３３６户，比上年增长４４％；新
增企业注册资本 ５３１０８亿元，增长
３９７％。年内，全区共迁入企业７２２户，
比上年减少 １０２０％；迁入注册资本
３１７９亿元，减少８６０％。年内，工商宝
山分局获“全国工商系统２０１１年度诚信
市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上海市依法

行政示范单位”“食品安全百日整治立

功竞赛先进集体”称号；７０余个（次）单
位、个人分别获“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宝山区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宝

山区五四青年奖章”“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立功竞赛活动先进集体”“全国工商

行政管理系统整治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专项行动先进个人”

等称号。

■服务转型发展　出台助推区域经济
转型发展 １５条措施，加大对重大重点
项目、新兴产业企业的扶持力度，支持

和推动宝山经济转型升级和平稳较快

发展。推动宝山服务产业能级提升，将

区内具有代表性的复旦软件科技园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大场动漫衍生产业

园、庙行智力产业园、钢领钢铁服务中

心、邮轮产业园５个园区列为工商服务
平台首批服务对象，扶持宝山区现代服

务业企业的发展。主动协调解决并联

审批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将“工

商—质监—税务”三部门审批时限压

缩至５个工作日。全年共完成对４０６１
户企业的网上并联审批，占新设内资

企业户数的９３％。全年共走访战略性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企业、文化创意

产业企业、各类功能园区等 ８大类共
２７９户企业，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７１个。

■促进商标、广告业健康发展　运用商
标监管系统，全年共认领注册商标 ８００
余件。全面掌握商标信息，至年末，全区

有效注册商标 ８４６３件，比上年增长
５１％。建立著名商标培育梯队，形成广
泛推荐、挖掘培育、重点申报的商标培育

新机制。走访、约谈重点广告企业，规范

广告发布行为。全年完成１０５家广告经
营单位年度统计工作。参与区户外广告

设施设置方案的制定，为恢复户外广告

登记和长效管理打好基础。

■服务新农村建设　组织开展“春季打
假百日行动”“农药打假专项检查”“肥

料打假专项行动”，检查农资经营户２０１
户次，进一步净化农村市场环境。深入

北宗村、塘湾村等全区６个合同帮农指
导站开展调研，指导合同帮农指导站开

展法律宣传，推广使用农村土地流转等

涉农合同示范文本，提高合同监管影响

力。加强对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等重

点行业企业的教育指导，加强农村经纪

人培育等工作，实现监管关口前移。

■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　年内开展
“问题明胶”“红盾飞鹰”等２０项专项整
治行动，取缔无证照食品经营户５１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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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工商宝山分局开展“红盾飞鹰”食品安全系列行动 工商宝山分局／提供

查获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６２吨。
开展食品安全抽样检测１３４６组，合格率
８８２％；快 速 检 测 ４４３７组，合 格 率
９９８％。全年共查处食品安全类案件
２４５件，比上年增长 １４０２０％，罚没款
２４０万元，增长 １５３７０％，处置 ２０余起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有力维护辖区食品

市场消费安全。制定并推行食品安全

“两套制度”（工商部门对食品经营者的

１４项日常监管制度和食品经营者１３项
诚信自律制度），落实食品经营主体“三

自律”（《临近保质期食品预警制度》《保

质期到期食品销毁细则》和《散装食品

销售规范》）、“四项工作标准”（食品自

行快速监测、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管理、熟

食经营公示、现场制售公示承诺等四方

面工作标准），强化食品经营者诚信自律

建设；探索政校合作，推动构建食品安全

社会监督网络，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无证无照整治　牵头制定《宝山区关
于开展２０１２年度无证无照经营整治和
规范工作的实施意见》，继续把无证无照

经营整治规范工作纳入街镇“平安宝

山”年度考核。开展“红盾迅雷”等专项

整治行动２０余次，整治规范各类无证照
经营１８６７户，查办案件 ２９８件，罚没款
１７８７８万元。高危、重热点无证照总量
比上年底下降２３５％，一般无证照经营
总量２４１３户，下降２１％。

■“平安市场”创建　年内，在全市率先
提出并在全区农贸市场、食品市场推行

“诚信经营四项统一标准”（统一市场内

公示栏、亮证亮照、台账登记和散装食品

标识），制定并全面完成商品交易市场诚

信经营１２项制度的推广使用，加强商品
交易市场诚信自律建设，提高市场管理

规范化水平。至年底，全区９５家农贸市
场、食品市场全部完成“四统一”推行工

作。该标准被纳入上海市深入开展“平

安市场”创建标准并在全市范围推行。

■查办经济违法案件　全年共查办各类
经济违法案件 １３４１件，比上年增长
２２７％，罚没款２３０５万元。开展整治利
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专

项行动，查办合同违法案件４６件，位列
全市系统第三；罚没款１２９３万元，位列
全市系统第一。加强网络监管，查办网

络违法案件１７４件，位列全市系统第二；
罚没款３５６８万元，位列全市系统第三。

开展“双打”（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工作，查办商标案件１２１
件，罚没款１８３２万元，位列全市系统第
三；移送涉嫌商标犯罪案件９件，位列全
市系统第二。开展虚假违法广告专项整

治，查处广告案件２１１件，位列全市系统
前三；罚没款４８１８５万元，位列全市系
统第二。

■消费者权益保护　开展“放心消费”
创建试点工作，将大型超市卖场、百货商

场、家居建材市场等６个行业６１家企业
作为“放心消费”第一批创建单位，引导

其建立完善３６项诚信自律制度，提高企
业规范化管理水平。建立两级复核督查

制度，狠抓分工协作、即时办结、跟踪回

访和复核督办等４项制度，规范热线办
理的时限和流程。建立企业约谈制度，

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切实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年内共处理申诉、举报

２４９５件，帮助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１３１
万余元；共受理 １２３４５热线工单 ６０件，
办结率１００％。开展先进联络点评选活
动，有５０个联络点获评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
年度宝山区先进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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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持平；国有企业资产
总额８１５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５０％；负
债总额４４９４亿元，增加１２６４％；所有者
权益３６６２亿元，增长１０１３％，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率１０５３７％。全区城镇集体企

业６５户，比上年净增加１户；城镇集体企
业资产总额２５９７亿元，增长７９６％；负
债总额１４６３亿元，增长１１５３％；所有者
权益为 １１３４亿元，增长 ３６８％。２０１２
年度 完 成 集 体 资 产 保 值 增 值 率

１０３２０％。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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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归口企业签订年度《目标责

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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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立健全国资监管工作规范，

协调推进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出资人

调整，理顺行政事业单位所属企业出资人

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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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户企业产权界定、１
户企业理顺企业产权关系、４家园区类企
业章程修改及股权变更等工作。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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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提高经济和社会两个效益。

■国有、集体资产监管　实施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管理、收益收缴管理，加强预算

执行跟踪，夯实监管基础，防范财务风

险，全年共有１３户出资监管企业和园区
类委托监管企业纳入经营预算试编范

围。完成各企业２０１２年度国资预算支
出安排工作，收益收缴７６４万元。做好
２０１１年度国有（集体）资产的年报统计，
做好年报、季报、月报的动态监测分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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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２０１１年度国有、城镇集体企业经营（使
用）情况分析和归口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分析报告。推行中介机构选聘机制建设，

根据市国资委有关制度规定，严格规范经

营性国有、集体资产与国有、集体企业审

计与评估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与产权

转让的公平公正。落实《关于在区国资

委、集资委监管企业实行审计与资产评估

中介服务机构选聘工作的办法》，选取１４
家会计事务所和１２家评估事务所（镇、村
集体资产审计与资产评估工作也列入中

介服务机构选聘工作范围）。

■国有、集体资产结构调整　将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与企业提高行业竞争力相结

合，坚持以主业拓展为出发点，聚焦在现

代服务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全年推进主要项目 ２４个，总投资约
１０７８亿元，包括启动水产路竹韵路社
区商业中心、美罗湾３号地块时尚商业
圈及团结路菜场改建等项目，推进顾村

大居配套商业、区体育中心配套商业、三

水国际广场等项目的招商开业工作。按

照“做实平台类”“做强产业类”“做优集

体类”总体思路，通过收缩企业管理层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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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久

安公司“久安”牌水处理剂、粮油购销公

司“宝宇”牌大米、宝隆集团“宝隆居家”

连锁酒店、长江口公司“绿叶菜市场”及

“一德大药房”等项目，进一步加强国有

企业品牌建设。以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的运营管理为核心，积极参与“上海国际

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和“中

国邮轮旅游发展试验区”两区创建工作。

按计划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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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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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宗，
成交总资产 ２２６６９１１万元，净资产
４５６９９９万元。其中，通过上市挂牌方
式，完成转让项目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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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宗；接受受让方委托，完成交易项目
５宗。 （王剑青）

审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审计局实施审计和
审计调查项目４２项。其中：财政审计１
项；经济责任审计１８项；专项资金审计

和调查６项；基建审计１７项（含跟踪审
计１０项）。延伸审计１３５个所属单位和
部门。审计查出违规和管理不规范资金

６３１８３０８万元，其中，应收缴财政资金
２６６９０５万元，应纠正账户处理４８３８８３
万元，审计核减建设成本 １２１２５７３万
元；向被审计单位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

１０８条，采纳落实８１条，推动被审计单位
建立规章制度 ４１项，制定整改措施 ８９
项。向区委、区政府提供审计专题和综

合报告４２篇，编发审计信息３１篇，其中
３０篇次信息被市政府办公厅、市审计
局、区委、区政府等部门采用。年内，区

审计局获２０１２年度全国审计宣传工作
先进单位、上海市审计机关信息宣传工

作先进单位、上海市审计系统审计公开

工作通报表扬、上海市审计系统优秀审

计项目区县组“三等奖”、宝山区学习型

机关创建先进等称号。１１月，作为绩效
审计先行先试单位之一，区审计局在全

市审计机关绩效审计推进大会上作交流

发言，有５篇审计调查报告被市审计局
收录于《绩效审计报告选编》。

■构建财政审计大格局　顺应公共财政
的发展趋势，构建以财政政策为总揽、以

财政管理为龙头、以预算执行为核心、以

资金流向为主线、以财政支出结构和资

金使用效益为重点、以促进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为目标，各专业审计为基础的财

政审计大格局，坚持“揭示问题、规范管

理、促进改革、提高绩效”的审计思路，提

升财政审计的层次和水平。通过对区本

级财政和９个部门２０１１年预算执行情
况审计，区财政局落实审计整改意见，草

拟《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单位财政

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管理的办法》，明确

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年终结余不再提取职

工福利基金；以２０１２年启动公用经费综
合定额改革为契机，督促相关主管部门

科学合理编制专项资金预算，促进提高

预算编制质量和执行效力，并建立公共

文化发展等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针

对审计揭示的宝山区公务卡使用推行中

存在的问题，区财政局制定《宝山区区级

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以提高

国库集中支付效果。围绕区政府调结

构、促转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１＋
９”引导激励政策，对现代服务业发展引
导资金使用管理和效果情况开展专项审

计，促使区商务委修订《宝山区服务业发

展引导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并制定实施

细则，强化管理措施，相关部门同时进一

步梳理修订完善“１＋９”政策体系。结
合民生领域改革和发展情况，对教育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及其效果情况、廉租房

和公共租赁房资金筹措使用管理情况、

标准化菜市场建设运行管理绩效情况开

展审计调查，促进政府各项安民、惠民、

利民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促进相关部

门建立和完善１７项管理制度。

■推进经济责任审计　年内完成１８个单
位、３２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
任审计，突出对重大经济决策、重大建设

项目、大额资金使用、债权债务、资源利

用、财政管理等相关“权力”和“责任”的

审计监督，从经济监督向经济监督与权力

制衡兼顾转变，促进健全权力运行机制。

通过审计，揭示部分单位在重大经济决

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财政财务收支、内

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纠正或

改进建议，促进领导干部依法履职。完善

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审计整

改部门联动机制；通报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
经济责任审计综合情况，分析问题原因，

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邀请２０１１年度被
审计的１５家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列席联
席会议，杨行、高境、月浦、淞南４个镇就
审计整改工作进行交流发言。

■加强政府投资审计　年内加大政府投
资项目审计监督力度，完成吴淞河口科

技馆、潘泾路河道整治一期、规模化优质

粮食生产基地等７个建设项目竣工（财
务）决算及部分重大项目阶段性竣工决

算审计，核减工程高估冒算，节约建设成

本５０７０９万元；对华山医院北院、潘泾
路三期拓宽工程、大场医院、宝山中心医

院等１１项重大项目继续实施跟踪审计，
针对部分项目投资超计划、建设程序不

规范、质量管理措施不力、监理履职不到

位、招投标不规范以及合同管理不善等

方面的问题，提出审计整改要求；理清区

镇两级结算范围，剔除超区结算范围支

出７７１１万元，通过审计督促建设单位建
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８项。探索同步介
入南大地区整治项目和罗店大型居住区

建设项目的审计组织方式和方法，立足

监督，强化服务。强化投资审计监督机

制，年内拟定《宝山区政府投资审计联席

会议办法》，明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工

作职责，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就审计发现

的建设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共同探讨

和研究，提出完善制度措施的意见和建

议，实现职能部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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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发挥政府投资项目监管机制的整体

效能。建立新一轮参与政府投资项目审

计的社会中介机构备选库，优化政府投

资审计分类管理方式，通过政府投资审

计联席会议办公室平台，集中委托审计

项目１４４项、投资额１１８１亿元，清理完
成历史遗留的财务决算审计项目 １３５
项、投资额７６４亿元；探索比较规范的
社会中介机构协审机制，建立委托审计

质量控制和廉政监督体系，实行需求与

委托分离制；委托复审机构对上海宝信

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上海

分行造价咨询中心、上海城济工程造价

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容基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４家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质量
进行复查评估，防范审计质量风险。

■推进审计公开　通过区政府政务网站
向社会公开２０１２年度重点审计项目计
划；２０１１年财政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计整
改报告；标准化菜市场建设运营管理情

况审计调查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使用管理及其效果情况审计调查２项专
项审计调查；区红十字会、中共宝山区委

党校、区社会主义学院、宝山报社、区统

计局５个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等单项审计
结果及整改情况，推动各单位落实整改

的自觉性，促进提高政府管理效能。

■举办“宝山审计讲坛”干部教育培训
　年内共举办“宝山审计讲坛”２０次，涉
及土地资源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操作规

范、《上海市审计条例》解读、审计信息

撰写、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优秀审计项目

交流等专题，全局共有６０８人次参加学
习，进一步提升审计干部的业务技能和

工作水平。 （张海雁）

统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统计局推进
“两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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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经济形势研判、统计“四

大工程”和统计规范化四大重点工作，落

实统计年定报，有效提升统计信息化、法

制化、规范化水平，发挥服务政府决策的

职能作用，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的

统计信息咨询服务。

■推进统计“四大工程”　年内完成工
业、能源、科技、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

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服务业、劳动工

资等２１个条线９３８４家单位的２０１１年

年报和２０１２年定报工作；落实统计人员
进万家企业督导“一套表”工作，在提高

企业统计工作质量的同时，积极宣传，扩

大影响，为推行企业“一套表”制度奠定

基础；梳理１３２家未能完成“一套表”上
报任务的企业情况，有效解决企业代录

现象，确保达到市统计局提出的质量标

准；加快统计信息化建设步伐，规范基本

单位名录库管理，有序推进网上直报数

据平台转换，开展１７场对２３００余家“全
覆盖”式的业务培训，加快综合业务处理

系统功能开发，为进一步提升统计工作

的质量打下基础。

■深化统计规范化建设　年内，区统计
局组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明确责任分

工；加强制度管理，修订行政制度１１项，
建立调查、质量管理、数据评估、技术培

训等业务制度１１项；梳理统计机构、职
能、指标体系、业务范围、工作方式等内

容，形成涵盖行政、业务、统计知识、指标

体系等方面的统计规范化建设系列手册

３套；规范资料管理，整理历年资料，健
全６大类４８小类的档案信息，成功创建
档案管理市级先进单位。

■构建“两区”指标体系　年内围绕政府
决策，整合历年数据，研究和论证构建

“两区”体系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形成以

科学评价宝山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和城市功能转型为主要目标的指标

体系框架。体系以“示范区”“实践区”建

设发展为两大准则，由“规模、结构、效

益、创新、活力、调整、管理、功能、生态、文

化、民生、转型”等１２个要素和４８项指标
构成。体系得到市专家的肯定，并顺利通

过评审，为客观反映宝山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进程和成果提供系统性的理论依据。

■提升监测预警经济职能　改版统计快
讯，增加文字简析，充实完善统计月报，

增加招商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性

住房、就业保障、“三线三园”（“三线”即

轨道交通一号线、轨道交通三号线、轨道

交通七号线；“三园”即智力产业园、动

漫衍生园、复旦科级软件园）服务业等内

容，全年编制快讯、月报、经情预报３０余
册，提供能源、商业等信息资料２０余册。
采取时间与任务同步值比较、区县间横

向比较、街镇级指标分解等方式，监控预

测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深度分

析和研判经济形势，撰写统计分析、内

参、专报５１篇。 （夏　燕）

质量技术监督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简
称“区质监局”）按照“抓质量、保安全、强

素质、求突破”工作方针，统一全局思想，

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机制体系，转变监管

方式，为服务区域转型发展履职尽责。全

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４４００余人次，立案处
理行政案件 ７９起，涉案金额 ４４３０３万
元，罚没款入库２６１万余元，其中罚没款５
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１１起，取缔违法生
产加工窝点１５３个，停产及吊、注销许可
证１４家；共培育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单位
２２家，其中医院１０家，眼镜店１２家。代
码窗口总办结代码登记３０７５３户，比上年
增加３８％，其中新申报一门式代码证制
证制卡办结数７８０３户，换证１３０６７户，换
卡７３５６户，验证 ８４８１户，注销 ８４９户。
“１２３６５”投诉受理分中心接听各种咨询
电话 ８７２件；共受理申诉举报案件 ２７０
件，其中申诉案件５５件（转办３５件，自办
２０件），举报案件２１５件（转办１２９件，自
办８６件）；涉及商品货值金额１２５２９万
元，其中成功调解一起异地质量申诉案

件，涉案货值金额４７０万元；为企业和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４７３９７万元。。至年
末，宝山区共有食品生产企业１７５家、食
品相关企业１８家、化妆品企业１９家、食
品添加剂生产企业１１家。２０１２年全区
共获上海名牌３１个，其中新申报７个、续
保２４个。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全区共有４１
家企业的４７个产品、服务获上海名牌称
号，其中产品类名牌４４个，服务类名牌３
个。培育上海宝钢化工有限公司成为全

区第一家获评“苏浙皖赣沪４省１市质量
工作先进单位”企业。新增标准化示范

试点项目４个，全区共有标准化示范试点
项目２０个，其中工业领域８个、农业领域
７个、服务领域５个。共有生产许可证企
业１１２家，其中递交停产报告５家，注册
在外区４家，新取证１家。有管理体系及
自愿性产品认证获证证书２４２７张，其中，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１４６５张，比上年
增长５５％；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４０７
张，增长１３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２８５张，增长１０５％；产品认证
证书５９张，增长１７％；其他各类认证证
书１２３张，增长３７３％。

全年共办理特种设备开工告知９６０
份，使用登记１７４０份；审核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３０２７７人次，管理人员１１５８人次；共
巡查特种设备 ６６９８２台（套）次、企业
９９５５家次，检查使用单位３７１家，发现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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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７４处，开具监察指令书７４份，发生特
种设备事故２起。全区共有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６７００家、生产单位１７１家；在用特
种设 备 ４７３３５台 （套），压 力 管 道
３９１１ｋｍ、气瓶５６万余只；有特种设备从
业人员４９０００人。特种设备总数居全市
各区县特种设备数量第２位，仅次于浦东
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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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区
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行政事业性收入

７２２３万元，上缴财政７２２３万元（财政
预算收入７２０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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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７台，外部检验３４５台
次，安装改造大修监督检验５０台，水质检
验５６３台次。压力容器定期检验 １５１５
台，监督检验３９４０台，压力管道安装监督
检验２４１千米，接受商业委托检验９７７
千米。电梯定期检验９８４８台，起重机械
定期检验３７９９台，制造监督检验６６６台，
安装检验２６０台，厂内车辆定期检验４１３７
台，安全阀校验５０９２台，限速器调试４４９９
台，培训２８期２４３７人次。

２０１２年６月，区质监局开展家电产品能效标识专项检查 区质监局／提供

全区共有有效计量器具许可证企业

１７家，其中制造１３家，修理４家，有效计
量检定员证１２１９张，有效中小企业计量
合格证６１张。集贸市场共９７家（正常
经营８７家），电子秤７７７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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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８０只、绝缘电阻表７４只。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行政许可单位共１６

家，有效计量检定员证１２１９张。万吨以
上标煤能耗单位８家、５０００吨标煤能耗
单位１４家。年内，区计量质量检测所共
建立社会计量标准 ３０套，涉及长、热、
力、电、化等方面，全年共检定／检测／校
准计量器具共计３５２２７台（件），比上年
增加４４％；完成业务收入共计４３０万余
元，减少０９％。全年共强制检定１２项
２８种计量器具，共计 ２４８７２台（件），其
中，贸易结算 １１８６５台（件）、安全防护
８６０６台（件）、医疗卫生４３３０台（件）、环
境监测７１台（件）。年内，Ｆ２等级大砝
码标准装置完成计量标准考核，并获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在全市各区县中

率先实现Ｆ２等级大砝码的检定能力从
３０ｋｇ提升到１０００ｋｇ；申报眼镜（瞳距仪、
验光镜片箱、验光机）和商品量检测２个
新项目，并获通过。

■开展“三个导向”课题研究　区质监局
以“问题导向、项目导向、需求导向”为指

导，结合工作实际，年内开展１８项课题研
究。其中，《宝山区食品生产质量安全状

况分析报告》和《宝山区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现状分析报告》２篇调研报告，分获市
质监局２０１２年调研报告一等奖和三等
奖；《关于防止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内卷化

的几点思考》获评市质监局纪律检查委

员会组织的反腐倡廉理论征文一等奖。

■开展风险管理大排查活动　年内，区质
监局修定《风险管理工作手册》，补充１０
个风险管理工作典型案例，全员、全方位、

全过程地进行内部风险大排查，重点关注

在工作中出现过的风险因素和已暴露的

风险源，按产品风险、队伍风险、工作风险

分类，梳理出１５个风险源，并按一风险一
方案的原则，新制定５７条有针对性的防
范措施。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要求企业

主动排查风险隐患，共收到６４家许可证
企业和１３６家食品生产企业的风险自查
报告，共梳理７７２个风险源，制定１１６２条
防范措施。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开展实

地调研，核实检查风险排查情况，为企业

的风险管理提出合理性建议，鼓励企业引

入国际通用的、预防性的ＨＡＣＣＰ（危害分
析和关键点控制）食品安全控制体系，有

效遏制区域质量风险。区质监局撰写的

《大排查带来大转变》文章被《中国质量

报》于１０月１７日专版刊登。

■装备食品动态执法系统　９月，区质监
局作为市质监局食品监管动态执法系统

的试点单位，装备食品动态执法系统。动

态执法系统采用电子记录、电子查阅、卫

星定位、移动技术等科技化和信息化手

段，实现集现场核查、日常巡查、专项整

治、产品抽检、质量档案、证据采集、执法

打假于一体的信息化指挥与控制，确保每

个动作都留有痕迹，每个环节都有链接，

每项操作都按标准，每条预警都有响应。

试用过程中共提出３７个改进建议，完成
《数字化执法系统是质监监管力的倍增

器》课题研究，实现监管过程的智能化、

规范化，通过与应急处置、风险管理、绩效

评价相结合，促进案源发现力、执法稽查

力、要素整合力、指挥控制力的倍增。

■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区质监局对
易引发风险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企业

和重点产品实施重点监控，大规模采取

“错时检查”“飞行检查”“开门检查”

“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等执法检查方式，

对企业落实７６项主体责任存在的问题
以及最有可能弄虚作假的地方进行抽

查，对全区２４大类食品企业制定科学监
管流程，实施关键控制点监管，并加强对

企业生活区域和周边非加工区域的执法

检查。全年共对４５家企业开展４次开
门检查、５次飞行检查、１０次错时检查。
以区春季专项整治及大场地区打违除患

专项整治为契机，围绕企业违法、环境卫

生、无证加工和出租房等问题，全面开展

“乳制品专项”“私屠滥宰肉制品原料专

项”“两节专项”“瘦肉精专项”“鲜肉制

品专项”“食品原料专项”“牛肉原料专

项”“废弃油脂”“明胶”“蜜饯”等２９个
专项整治工作，共计出动执法人员２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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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次，检查食品企业７００余户次，有效
打击食品生产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企业内部环境卫生、主体责任落实

等情况得到较大改观。

■建立食品安全舆情发布平台　５月，
区质监局利用腾讯 ＱＱ和手机短信通
道，建立食品安全舆情发布平台，定期发

布舆情、风险提示、政策信息、法规标准

解读等内容，受到企业积极响应。至年

末，全区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均加入短信

平台，近１００家企业加入 ＱＱ群，累计发
布食品安全舆情２３次，涉及食品安全信
息１２０篇，总下载数超过１０００次。

■成立宝山区食品生产企业联合会　１１
月２１日，在区质监局的推动和指导下，宝
山区食品生产企业联合会（简称“联合

会”）正式成立，共有会员企业１６４家，标
志宝山区食品生产企业由分散经营走向

抱团发展。１２月７日，区质监局通过购
买服务的方式，指导联合会举办“食品标

签标识培训班”，增强企业对标签的重视

度，提升标签管理水平，２５０余名企业负
责人和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培训后，联合

会要求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开展标签大排

查，共收到６３份自查报告。年内，区质监
局引导联合会调研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探

索参与国际游轮食品补给工作的可行性，

带动区内食品生产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和

管理创新，推动ＨＡＣＣＰ／ＩＳＯ２２０００质量安
全管理体系的运用，提升产品质量和风险

管理水平。区质监局以联合会为主体，推

进仓库“三分四定”制度［原辅料、添加

剂、成品分开存放，仓库实现定人、定责、

定向（来源、去向）、定量（数量、重量、质

量）管理］，指导制定相关设计方案，并在

全区推广统一的制作样板。

■完善产品质量档案　通过建立产品质
量档案，为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有利于

及时处置突发事件，加强风险防控。全年

新建产品质量档案 ５６１７家，累计建档
８６８０家，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质量
信息库；完成全区１９２家食品生产企业质
量诚信档案。

■开展计量专项检查　年内，区质监局有
针对性地扩大计量专项检查范围、增加检

查频次，强化计量基础工作，共开展“打

违除患保两节”市场计量专项检查、大型

批发市场计量专项检查、“３１５”计量专
项检查、“５２０”眼镜店计量专项监督检

查、中秋、国庆双节前集贸市场专项整治

５次大规模集中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检定人员３９２余人次，检查各类企业１２８
家，抽查计量器具１０９４台件，合格１０６３
台，超周期２７台、作弊电子秤４台，合格
率９７２％；抽查定量包装和自包装商品
４４１件，合格３５８件，合格率８１２％。

■推进医疗卫生单位计量管理工作　６
月，区质监局和区卫生局联合召开“宝山

区医疗法制计量管理工作会议”，区内

３３家医院医疗设备管理部门负责人和
医疗设备计量管理人员共５８人参加会
议。会议对医疗计量法律法规进行宣传

贯彻和培训，并就如何加强医疗法制计

量管理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区质监局重

新梳理和健全各医疗单位计量管理网

络，全面掌握在用医疗计量器具基本情

况，会同区卫生局成立联合检查组，抽查

区内１３家医院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１６１２台，合格１５８４台，超周期１１台，合
格率达到９９％。

■免费安装自助式公平秤　年内，区质
监局在各街镇支持下，自筹资金为区内

２０家菜市场免费安装自助式公平秤４０
台，安装地点重点选取水产、活禽摊位，

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电子秤

计量欺诈违法行为，确保计量公正、公

平，为创建宝山“平安市场”提供保障。

■推进能源计量工作　年内，区质监局指
导区内上海殷泰纸业有限公司、上海新格

有色金属有限公司２家重点用能单位获
上海市首批“能源计量示范单位”称号。

举办“重点能耗单位能源计量管理岗位

培训班”，区内１６家单位负责人和具体管
理人员共计２３人参加为期２天的培训，
培训结束后，对学员进行能源计量管理知

识考试，并对考试合格者颁发能源计量管

理上岗证。召开“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重点能
耗单位能源计量工作会议，区内２２家企
业负责人和具体管理人员参加会议，会上

通报计量监督检查情况，部署各单位执行

ＧＢ１７１６７自查工作。在企业自查的基础
上，对区内１８家年耗能为５０００吨以上标
准煤的重点用能单位进行能源计量专项

检查，重点检查能源计量管理制度、能源

计量管理职责落实情况、能源计量器具检

定（校准）情况。

■推进居民住宅区老旧电梯改造工作
　１月～３月，区质监局对居民住宅区老

旧电梯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经查，全区

９０年代初安装的电梯共１６１台，其中涉
及居民住宅小区电梯６９台。针对发现
问题，区质监局与物业及电梯维保单位

一起开展调研，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制

定对应措施，主要是加大电梯安全的宣

传力度，加强对维保单位工作质量的监

督检查，按照《关于加强物业定期维修、

紧急维修及维修资金管理若干问题的通

知》规定，要求相关物业公司加紧完成对

问题电梯的改造。至年末，共完成６５台
电梯大修改造工作，维保单位对剩余 ４
台电梯进行重点定期保养和运行跟踪，

并列入２０１３年电梯改造项目。其中，黄
金广场完成８台电梯更新工作，上海沪
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６台电梯大修改
造工作列入２０１３年更新计划。

■开展特种设备系列专项检查　年内，
区质监局在各类节假日前开展系列专项

检查，重点检查大卖场、酒店、公园、轨交

站等人流密集区域以及危化企业等重点

单位。上海樱花节举办前，对顾村公园

及衡山北郊宾馆的设备档案、安全管理

状况及特种设备人员资料进行检查，并

对公园及宾馆内的游乐设施、场内车辆、

电梯以及锅炉进行实地抽查，共抽查设

备８台（套）。“吴淞口邮轮嘉年华”活
动举办前，对吴淞口邮轮码头内的特种

设备进行监督抽查，共检查自动扶梯 ４
台、客梯２台。２月 ～６月，区质监局于
开展自动扶梯安全专项检查，除地铁１、
３、７号线的自动扶梯外，共排查出剪刀
口１２２个，对与楼板有交叉或交叉设置
的自动扶梯，督促使用单位确认是否按

规定要求设置警示标志和垂直防碰挡

板，并严格要求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

７月，全部完成整改工作。

■开展校园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及宣传
活动　５月，区质监局会同区教育局对
宝山区内行知中学、吴淞中学２家学校
的特种设备进行抽查。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以书面形式要求学校相关负责

人限期整改，并要求学校明确专人负责

特种设备日常管理，加强对校内师生特

种设备安全教育力度，将特种设备安全

工作纳入学校综合考核内容。９月，“质
量月”活动期间，联合区教育局开展特种

设备安全“进校区”活动，以发放宣传资

料片、开展安全教育讲堂的形式向广大

中小学及学生宣传特种设备安全知识，

提高校园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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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使用特种设备的安全意识，共发放

宣传资料１００份。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２日，宝山区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 区安监局／提供

■加强特大型企业特种设备行业监管
　５月，区质监局召开宝钢集团特种设备
安全监管工作会议，宝钢集团下属１５家
子公司的设备管理负责人到场出席。会

上明确各级职责，确定宝钢集团特种设备

监管体系框架；明确今后宝钢集团所属各

公司办理特种设备告知、使用登记、变更

登记及检验等各项事宜，确保交接过渡期

内宝钢集团特种设备的平稳运行。区质

监局通过对上港集团、中冶集团以及华谊

集团走访调研，探索出一套特大型集团企

业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方法，即：依托行业

内部制约，形成主要监管机制；推行分级

分类管理，提高监察有效性；落实专人负

责制度，做好日常工作；建立健全网格化

建设，形成联动机制。该模式被《中国质

量报》于６月７日专题报道。

■做好市级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　全年
新培育月浦镇养老（居家养老标准化示

范试点）、中国弹簧厂（企业标准体系）、

区农业水产技术推广中心（长春鳊养殖

循环经济标准化示范试点）、东方假日田

园（田园文化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４个
标准化示范试点项目。年内，宝山区农

业良种繁育场推进示范区的标准化生

产，组织科技人员培训，完善示范区的技

术、农资服务体系和管理体系，全程实施

标准化生产、管理，“宝农３４”大米年产
量比上年增长１５％，连续４年被评为上
海市优质米金奖。宝山区种畜场承担的

奶业标准化生态养殖循环经济标准化课

题进入第二个整年，在标准化示范试点

工作推动下，奶牛产量和价格双双提升。

全年奶产量平均达到８４６９公斤，比实施
项目前递增３１％。

■配合国家级旅游标准化示范试点创建
工作　年内配合宝山区国家级旅游标准
化试点创建工作，共承担６项牵头任务
和２０项配合任务。至年末，完成牵头任
务中《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１部
分：通用符号》培训，《标志用公共信息

图形符号第 ２部分：旅游休闲符号》培
训，生态、环境、食品卫生等相关国家标

准培训以及质监部门公布实施的地方标

准培训４项涉及的宣传培训任务，培训
相关委、办、局、旅游业企业约２００人次；
其余２项牵头任务完成标准检索部分的
工作；配合项目共完成７项。 （陈　臖）

安全生产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共发生生产安
全死亡事故１５起、死亡１６人，死亡人数
占市政府下达控制指标的 ７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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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追究行政责任１２人，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４人，对负有事
故责任单位罚款人民币１６５万元。全年
共出动执法人员８７７组次、２１４０人次，检
查单位 ２３７７家次，开具法律文书 ９２４
份，立案１３１起，罚款３０９１５万元，比上
年增长１６０６２％。其中，处罚非法生产
储存经营危险化学品行为２６起、罚款７８
万元；配合公安部门行政拘留１１人。查
处各类举报３２起，结案率１００％。年初，
宝山区政府与 １４个街镇园区、２０个委

办局签订《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管理目标责
任书》，签约率 １００％；各街镇园区与村
公司居委签约５５６家，签约率１００％；各
村（居）、公司与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签

约１５７７３家，签约率９５５０％。

■明确监管责任　年内，对区安委会成
员单位进行补充调整，从原来的２５家增
加到３４家，进一步明确各成员单位安全
生产监管职责。制订和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村（居）委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

意见》，明确规定村（居）委的安全生产

监管工作。对６９６名新聘村（居）委安全
生产协管员进行统一培训。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年内，开展全
面排查的同时共开展２轮安全生产大检
查，共排查生产安全隐患２５５７３条，落实
整改２５４４６条，整改率９９５％。对３家
区级、２０３家街镇园区级重点隐患进行
挂牌督办，全部完成整改。

■开展分类分级监管　年内将２３５家高
危企业、近年发生事故的单位列为区级

重点监管，５７０家易发生事故领域单位
列为街镇园区级重点监管，同时促进对

一般企业的监管。加强监管中小企业，

年内制定《宝山区小企业安全生产分级

分类监管办法》和《分类评估细则》，并

在顾村、庙行２个镇开展试点工作。推
进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完

成全部４７家危化企业达标工作。推进
危化产业结构调整，至年末，宝山区共有

２１家企业列入２０１２年产业布局调整；７
家企业因特殊原因，经同意延期及暂缓

调整；其余１４家企业完成调整。

■开展安全宣传教育　组织开展农民工、
企业法人、安全生产协管员等安全生产培

训。全年共培训农民工８６期１０１８０人，
完成区政府下达的１万名培训实事项目；
开展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安全管理人

员、特种作业人员、危化品从业人员培训

３６４期，共培训１４１４６人。以“安全生产
月”为契机，组织开展《上海市安全生产

条例》知识竞赛、“安康杯”知识竞赛等系

列活动；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宣

传安全生产法律，在区广播电台举办２期
《百姓连线》栏目，宣传和推广安全生产

理念；梳理宝山区发生的３５起生产安全
典型事故案例，编印《血的教训，生命的

代价》警示录２万册，下发各街镇园区、重
点企业，开展事故警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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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宝山规划和土地工作
重点通过优化城乡规划体系，发挥规划

引领作用，聚焦重点地区，提升地区功

能，优化土地使用结构，促进资源综合利

用，加强基础管理，提高服务效能，加强

队伍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优化地

区用地布局和结构，集约节约使用土地，

提升城乡整体功能的核心载体，发挥规

划在转型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促进土地

供应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推进产业转

型。加大保障房规划建设，均衡配置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完善公共

资源支撑体系，推进宝山现代化滨江新

区建设。８月 ３日，在区委中心组学习
扩大会议上，专题介绍南大地区、罗店大

型居住社区、滨江地区以及上港十四区

规划。开展“４·２５地球日”“６·２２土
地日”“８·２９测绘法宣传日”等主题宣
传活动。１１月９日，举办“２０１２年上海
大都市规划战略研究国际专家咨询会议

宝山分论坛”。

　　在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中，坚持规
划引领，发挥保障发展、保护资源和优化

空间的复合作用。突出地区阶段性发展

过程中的结构布局优化、系统配置升级

和重点地区专题研究，形成宝山空间结

构再优化，优化城市功能定位深化以及

空间布局，推进北部新市镇总体规划编

制。形成系统性的中心城拓展区、都市

功能优化区专项规划成果，优化道路交

通、教育等专项规划。形成重点地区产

城融合发展的研究成果，实现以规划促

进产业转型能级提升。完善控制性详细

规划（以下简称“控详规划”）编制管理

机制，在确保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高规

划审批效率。编制社区和重点地区类控

详规划，滨江地区确保上港十四区、零点

广场以及圈围地块等重点项目外，加强

道路交通梳理、城市景观等系统设计，同

时研究上海滨水地区发展趋势和?藻浜

的功能定位。推进五大重点地区规划土

地统筹，实现用地布局、路网结构、建筑

风貌、土地征收、综合验收等方面的全面

对接到位。全面研究并初步形成滨江地

区新一轮发展规划功能，完成吴淞工业

区概念性规划成果，启动编制结构规划，

调整南大地区铁路沿线的原产业用地、

土地利用布局，调整罗店大型居住社区

区属配套商品房规划，完善市政、公建风

貌等专项规划，将规划成果纳入具体项

目的审批管理。注重规划与项目的衔

接、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到建设项目综

合验收流程的衔接。提升规土管理服务

水平，搭建“四个到位”“五个同步”运行

平台，即“规划编制到位、行政许可到位、

用地审核到位、监督管理到位”“规划选

址和土地预审同步开展，建设用地许可

证、用地审批和征地包干同步开展，用地

批准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步开

展，档案验收和规划竣工验收、土地验收

同步开展，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处罚同

步开展”，建立同步征询平台。提升项目

审批效能，区规划土地局窗口获区“审改

示范窗口”称号。提高项目管理效能，整

合完善审批平台，包括实行建设项目全

面网上在线申报并增加“三线”（建设用

地控制线、工业用地控制线、基本农田控

制线）比对功能，建管项目、市政项目及

联合验收项目纳入规划土地管理部门阳

光工程网等，实现规划、土地审批系统之

间的数据共享。加快“五大综合体”（友

谊路街道双庆路综合体、杨行杨鑫路地

块综合体、顾村陆翔路地块综合体、淞南

镇原交运地块综合体、庙行共和新路商

业商务综合体）规划编制和土地储备。

　　统筹土地管理，高效使用土地资源。
按照“控制总量、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提

高质量”的原则，把握经营性用地收储出

让节奏，优化工业用地招拍挂流程，跟踪

进展情况，使用市统筹新增建设用地计

划１０３１公顷，主要用于罗店大居项目、
南大地区报部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规范开展土地基础管理，按照实施

“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的精神，落实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整合资源，全面启动征收集体土地房屋

补偿工作。全面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调

查，健全组织机构，成立成果办，增挂《宝

山区土地登记事务中心》。土地登记窗

口正式挂牌区房地产交易中心。完善制

度保障，执行土地评估、核定建筑面积口

径、规划编制委托、土地审批权限报批、

规划及项目管理和土地储备、出让机制

等一系列规范性制度，同时结合行政审

批管理制度改革要求，建立完善集体土

地房屋征收补偿、农转用征收、工业用地

招拍挂以及工业园区和远郊新市镇控详

规划编报的操作办法，落实《区规划委员

会、区土地管理领导小组及五大重点转

型地区工作责任机制》，确保规土管理常

态化。

　　加强各类业务培训，开展征地房屋
补偿培训三批５８人次（含街镇）、土地登
记培训三批３２人次，土地调查质量检查
组培训１８人次，建设项目实施系统培训
１３人次，以及行政处罚、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管控口径、规划编制等各类培训约

２００人次。全年来信来访和网上来信登
记 ９１２件，比上年增长 ５％，办结率
９０９％，其中１５件突出信访矛盾件，不
定期召开信访矛盾化解方案协调会，妥

善解决６件，正在解决３件，协调处理６
件。受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３８件，信
访复查７件，行政复议３件。完成承办
的两会书面意见提案共３７件，其中区人
大代表意见１６件，区政协提案１８件，市
人大书面意见２件，市政协提案１件，以
及５件党代表提案的办理和复查，办理
结果、态度获双满意。完善窗口服务接

待制度，做到“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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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向社会公开规划办事项目、办理程

序、办理时限、公开承诺等，接受建设单

位监督。拓展“网络问政”，改版网上咨

询平台，加强政务微博建设，切实为群众

提供信息全面、更新及时、查询方便、投

诉畅通的沟通渠道。参与“百姓连线”

节目，及时回答“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听
众提出的问题。

■规划编制和管理　有序扩大全区控规
覆盖范围，全区共有４６个编制社区，全
年获控详规划批复的社区３１个，覆盖率
６８％，包括何家湾产业区（南区）单元控
详规划、泰和结构绿地单元控详规划、淞

宝Ａ单元控详规划、杨行 Ａ单元控详规
划、罗店新镇东片控规局部调整、罗泾镇

区控详规划修编、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

区控详规划、罗泾港配套产业园等单元

控详规划编制。由市或区批复详细规划

１１项、专项规划１项，正在推进２４项，启
动１４项，按程序办理新建项目规划选址
７５件，选址延期４６件，回复规划各类征
询１７１件，办理各类规划项目业务会签
２１１件。协调重大市政项目方案，包括
Ｓ６、Ｓ７公路，Ｇ１５０１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
程，嘉定原水支线工程，泰和水厂扩建及

输水管线新建工程等方案。开展全区道

路交通系统规划研究。

■举行２０１２·上海·大都市规划战略
研究国际专家咨询会议　１１月９日，由
区政府、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组

织承办的２０１２？上海？大都市规划战略
研究国际专家咨询会议—宝山分论坛举

行，区长汪泓出席并致欢迎词，副区长连

正华主持分论坛。宝山分论坛“聚焦上

海宝山、城市更新地区规划创新、转型与

发展”等主题，内容主要包括：聚焦“吴

淞工业区”转型，关注借鉴世界城市在城

市发展转型时期的规划策略和推进方

法。聚焦“南大地区”更新，探讨世界城

市在城市更新方面的规划导向、策略和

相关政策等。聚焦实施管理，学习借鉴

世界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和实施机制。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年内改革行政审
批制度，将规划土地系统内部流程通过

规范窗口进行再造建设。土地使用权取

得、核定规划设计条件以及设计方案审

核两项环节进行并联审批，通过网络方

式向区内１３家相关部门征询出让条件。
设计方案审核环节并联审批。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针对设计方案审核环节在征

询部门意见时限较长情况，通过并联征

询、集中会审机制，提高审批效率。全年

完成并联审批项目共计７７个，其中大部
分为区内推进的重点产业类项目，以及

保障性住房基地项目。

■土地管理　合理编制用地计划，确保
重点项目落地。（１）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安排和使用。全年市下达宝山区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１２０公顷，其中农转用计划
１１０公顷，未利用地计划１０公顷。经梳
理全年新增建设项目用地需求量约３２３
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约２０５公顷，实
际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１９８７公顷，
其中使用区计划 ９５６公顷（产业用地
８９公顷、市政公益用地４９５公顷、经营
性用地１３９公顷、保障房用地 ２３３公
顷），市统筹新增建设用地计划１０３１公
顷（产业用地２１７公顷、市政公益用地
１７９公顷、经营性用地５４３公顷、保障
房用地９３公顷），主要用于罗店大居项
目、南大地区项目和６个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２）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安排和
使用。缓解区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供给压

力，全年分两次向市购买耕地占补平衡

指标９６６６公顷（１４５０亩），加上上一年
度两批购买指标剩余量及自行复垦量，

可用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１０５０９公顷。
按照“急用急配、统筹安排、确保重点”

的原则，优先安排重点基础设施和社会

事业、改善民生和经营性三大类用地，涉

及耕地占补平衡指标７０７３公顷，项目
数量共计２４个。实际使用耕地占补平
衡１５０４６公顷，其中使用区指标６３５９
公顷（产业用地６２公顷、市政公益用地
２４７９公顷、经营性用地１３１公顷、保障
房用地 １９５公顷），使用市统筹指标
８６８７公顷（战略性新兴产业用地２０８１
公顷、市政公益用地１８１６公顷、报部项
目４７９公顷）。（３）农转用征收批次上
报及审批。自年初起，受市规土局委托

办理农转用征收审批手续，受理委托农

转用征收批次４８个，涉及４８幅地块，土
地面积２９４６公顷。另涉及跨区、调整
及上报国土资源部等，全年共办理５４个
批次，总面积５１２９公顷。经批准农转
用征收批次共 ５４个，涉及土地面积
５１２９公顷。全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
量３９５７７公顷，涉及供地项目 １３１个。
按供地方式分类，其中划拨项目５５个，
面积约１１１１公顷，招拍挂出让项目４７
个，面积约 １９５９公顷，协议出让 ２１个
（包括１６个存量补地价、１个金罗店妇

幼保健院、４个顾村公园督察整改项目
等），面积约７７５７公顷，使用集体土地
项目４个，面积为３７公顷，临时用地１
个，面积０８公顷，租赁项目３个，面积
约６７公顷。供地总量按用途分类，其
中涉及工业项目８３７公顷，占供地总量
的２１２％，市政公益及社区事业类（包
括大居内市政配套工程及道路交通项

目）１０５６公顷，占供应总量的２７％，保
障房（区动迁安置房、市属经适房）项目

供地项目２６公顷，占供应总量的６６％，
经营性用地 ９８８公顷，占供应总量的
２４９％，存量房地产补地价、使用、租赁
项目８１６７公顷，占供应总量的２０５％。
（４）加强建设用地预审。为节约集约用
地，对基础设施类、社会事业类、工业类

项目进行土地审批系统的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核查，做到 “批项目、核土地”，全年

受理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用地预审项目

５７个、工业用地预审项目１８个。

■土地收储及出让　按照“控制总量、用
好增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的原则，把

握出让节奏，跟踪进展情况。全年共储

备地块 ４８幅，涉及土地面积 ４８９５公
顷，其中工业地块 ２２幅，面积 ５７７公
顷，经营性地块２１幅，面积１８３６公顷，
南大综合整治一、二期涉及储备地块 ５
幅，面积２４８２公顷。完成土地出让地
块６３幅，出让面积１８７６７公顷，其中经
营性用地８幅，土地面积４３２２公顷，配
套商品房用地９幅，土地面积２５１５公
顷，产业地块 ２５幅，土地面积 ７１６公
顷，存量补地价地块 ２０幅，土地面积
４４３公顷，协议出让地块１幅，土地面积
３４公顷。另外签订补充合同３２个，其
中涉及补交出让金的项目１０个。

■地籍管理　 加强地籍管理规范化建
设，重点为地籍基础业务，完善土地变更

调查与动态巡查工作机制，推进地籍管

理规范化建设，梳理并制定各类土地核

查工作流程，完成土地核查项目５０个，
其中撤制村队 ３５个、历史遗留项目 １５
个。建立土地测绘项目的成果管理体

制，受理和审核各类项目土地测绘（包括

土地勘测定界和地籍变更），做好基础数

据下载工作。全年共受理和审核测绘项

目２６２件（其中土地勘测定界２０４件，地
籍变更５８件）。同时承担用地项目“三
线”管控的协调和会签工作，完成２３个
涉“三线”项目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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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用地　 全年建设项目用地
征前告知涉及４８个，张贴《拟征地告知
书》７５份，涉及拟征地面积 ３４５７６公
顷，确保程序到位，公示公开。全年共承

办征地费包干项目１８６件，涉及征地面
积为１８４３８４公顷，其中上年度结转１１６
件，征地面积１３２９６４公顷，本年度承办
７０件，征地面积５１４２公顷，张贴《征收
土地方案公告》６７份，张贴《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公告》８９份，张贴《征地房屋补偿
方案公告》１份。完成征地结案审核项
目１１３件。结案归档项目为１１２件。提
升土地使用费征管水平，及时正确办理

核定土地费征收和复征的手续，开展外

商投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费征收，全区外

商投资企业使用集体土地企业户共 ９８
户，根据有关政策，免征１户、核销４户，
应征收８３户，全年应征收土地使用费实
征６７户，征收率为８５％。增挂“宝山区
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事务中心”牌子，

配置相应人员，规范操作，提供政策

保障。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宝山区举行工业用地招拍挂 摄影／张明是

■工业用地招拍挂　全年出让工业地块
共２０幅，用地面积 ５２９７公顷。其中，
宝山工业园区北区块 ７幅，土地面积
１７３０公顷，宝山工业园区南区块５幅，
土地面积５７８公顷，罗店镇解放工业点
１幅，土地面积１１９公顷，宝山工业园区
罗店园２幅，土地面积２４３公顷，杨行
工业园区２幅，土地面积３６９公顷，罗
泾港配套产业园 ２幅，土地面积 １４７８
公顷，吴淞工业园区１幅，土地面积７８１
公顷。工业用地招拍挂方式实施改革，

除标准厂房外，其余项目均可以带产业

项目挂牌出让，原先由市规划土地局承

担的部分招拍挂工作环节由各区县执

行。规范工业用地交易行为，推进全区

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完成工业

用地招拍挂优化流程编制，突出对各类

拟报出让项目的基准价核定，指标费管

理以及出让方式三方面内容，促进园区

土地出让规范操作、精细管理，建立从土

地需求、土地储备、招拍挂、土地出让四

个主要阶段全过程管理制度。

■设立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　按照“统
一设计、统一规格、统一内容、统一编号、

统一材质”的要求，设立并验收基本农田

保护标志牌，６月～９月，在罗店镇、罗泾
镇、月浦镇、顾村镇、杨行镇５个镇基本
农田保护区显要位置共设立基本农田标

志牌４４块，制订《宝山区基本农田保护
标志牌管护措施》，落实标志牌的日常管

护责任。在安装过程中，本着不影响农

民耕作和方便巡查、管理的原则，确定标

志牌的具体位置。做好标志牌管理与维

护，同步采集全市基本农田标志牌坐标

点、影像资料等基础数据，并且建立数据

库，整理汇总信息，统一录入，形成牌帐

对应，实现数字化管理。

■启动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　在全区
范围内启动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从

组织机构建立、补偿标准制定、操作流程

明确、征收事务所成立备案、业务培训等

方面开展工作，履行管理、监督职能和实

施征地房屋补偿职能。同时明确按照６
个阶段１２个环节的流程开展具体工作。
启动南大综合整治一期和城市工业园区

动迁安置房地块房屋补偿，首批启动的

南大地区丰收村地块完成前期资料准

备、评估公司报名、补偿方案制订、张贴

征地房屋补偿安置公告，城市工业园区

基地进入实施补偿安置阶段。

■土地登记　５月２日，贯彻执行《关于
完善本市房地产登记工作实施意见的通

知》精神，完善和理顺上海市房地产登记

管理工作，土地登记和房屋登记职能划

分办理，在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设立符合

房地产交易规范的土地登记窗口，开展

土地登记业务。全年共办理土地登记

１５４件，其中初始登记７６件，房产流转项
目变更１１件，查封７件，退件１件，注销
登记５件，更正登记 １件，限制登记 １

件，转移登记１件。土地登记坚持“统一
的接待窗口、统一的登记标准、统一的权

利证书、统一的信息系统”的房地产登记

制度。

■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　农村
集体土地所有权调查是集体土地所有权

发证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基础，是今

后进行集体土地农转用征收、土地整治

和土地流转的重要依据，对符合“权属无

争议、界址清楚、面积准确、调查规范”要

求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总登记。集体

土地所有权总登记按照发布通告、登记

申请、登记受理、权属审核、发布公告和

登记发证６个步骤进行，调查涉及全区３
个街道、９个镇和１个园区，共１１９个行
政村，调查面积 ２３０７平方公里。自
２０１１年７月正式启动调查，按照统一的
调查技术标准，以现有地籍资料为基础，

共张贴登记公告５００余份，完成权调村
数１１９个、撤村１６个、地籍变更１１２个
村、飞地 １０块，涉及集体所有权证 ６８５
件的土地登记；召开集体土地调查协调

会４５次，组织调查培训６０次，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１８０次，投入集体土地界线指
界人４８００人次。调查工作于１１月底前
在全市率先完成。

■调整宝山区农转用审批范围　根据国
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成果》，宝山区中心城
区界限范围有所调整，中心城北部边界

自西向东依次调整为嘉定区界—宝安公

路—富长路—Ｇ１５０１（郊环线）———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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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外环隧道。根据国土资源部对建设

项目用地审批的权限口径，上述中心城

区范围内（即大场镇、庙行镇、高境镇、淞

南镇、城市工业园区、杨行镇及顾村镇宝

安公路以南地区）农转用审批将通过报

国土资源部审批方式进行，一年上报一

次，每年一季度上报，下半年三季度批

转，涉及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和耕地占补

平衡指标原则上由市统筹。

■土地整理复垦　合理编制区土地整治
规划，有效开展土地整理复垦。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加强基本生态网络建设，缓

解占补平衡压力，提高基本农田质量，由

具有土地规划编制资质的上海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承担宝山区土地整治规划

编制。制订土地整理复垦计划，分析全

区土地整治潜力，制订《宝山区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年土地整理复垦工作计划》，全面
统筹安排全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土地

整治任务，完成月浦镇２３２公顷复垦立
项申报并获市规土局批准。组织区农

委、水务局、财政局对罗店镇、月浦镇

４９３公顷已完成复垦项目进行验收，并
完成复垦确认申报准备工作。促进复垦

项目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制

定《宝山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管理

办法》，进一步明确区土地整理复垦的适

用范围、职责分工、工作流程、补贴标准、

资金管理、指标管理以及考核机制。

■建筑工程规划管理　推进滨江地区、
南大地区、吴淞工业区、罗店、顾村大型

居住区、老镇旧区项目等重点地区建设。

确保各类社会事业项目、旧区改造项目、

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序推进，对列为全区

７８个重点项目提前介入，提升管理效
能，全部按程序受理办结。清理历年核

发的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逐一核

发告知通知书。全年共完成规划建管行

政许可审批项目 ３４３件（其中用地 ５１
件、工程１４３件、方案９９件、设计要求５０
件）。其中，核发用地规划许可证５１件，
用地面积约７１６万平方米，核发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９５件，建筑面积约３８７万
平方米，工业仓储面积５７万平方米、住
宅面积２４７万平方米、市政公用面积１６
万平方米、文教体育卫生面积２２万平方
米、其他商业面积５６万平方米、办公面
积２万平方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
时）１件，建筑工程规划设计要求５０件，
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方案９９件，个人建房

规划许可证８件，门面装修（零星）规划
许可证１５件。项目批后管理确保综合
验收的高效到位，按照实施规划土地综

合竣工验收，全年共办结综合验收建设

项目为１４６件，建筑面积约４６２万平方
米，办结率 １００％。查处违法建设案件
共５７件，拆除各类违法建筑１９１５０平方
米。按照功能类型确定审批总体目标和

分类指导原则，规范７８个项目中已办结
或阶段性办结规划土地手续的共７０项，
开工启动６０项。３８个项目中已批复方
案共８项。

■市政建设规划管理　 开展全区道路
交通网络规划和客货运交通组织的深化

研究，协调重大市政工程与区域开发建

设的关系。组织专家论证《Ｓ７公路规划
线型深化方案》，协调沪通铁路、轨道交

通（１０号线、１５号线、１８号线）、Ｇ１５０１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月罗公路区区

对接道路等７项交通工程专项规划，以
及陈行水源地嘉定支线原水工程，泰和

水厂扩建及输水管新建工程、宝安

２２０ＫＶ变电站、南翔污水处理厂工程、
５００ＫＶ虹杨变电站工程建设涉及宝山范
围杨行站扩建用地规划和进出线电缆隧

道工程等７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专项规
划，其中９项取得专项规划批复。做好
市政项目审批网络平台的转换，全年完

成各类市政建设项目的规划行政许可共

计２０４件。其中，核发建设项目用地规
划许可证３６件，面积１１８万平方米。核
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１３０件，其中管
线工程许可９７件，管线工程长度１０６公
里，交通工程许可２９件，建筑工程许可４
件；审批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３８件。
完成红线划示６５２７份。

■规划监督检查　从源头上有效防范和
遏制各类土地违法行为的发生。５月，
推进历史违法用地处置工作，梳理和落

实整改历史违法用地。７月，区规土局
与区监察部门共同制定《关于加强土地

执法监察长效管理的实施办法》，分片组

织镇、村专题会议，动员部署整改和处置

３年历史违法用地处置要求，并下发整
改告知单。从１月１日起，国家正式实
施《行政强制法》，组织进行多次拆违培

训，严格按照执法程序，处置在建违法建

筑。全年涉及在建违法建筑近２０起，实
施拆除新建在建违法建筑１５件，建筑面
积约６０００平方米。实施规划土地综合

竣工验收工作以来，办理开公复验 ９０
件、综合验收建设项目１１９件，建筑面积
约４４６万平方米，办理土地核验 １１７件，
实施处置案件３６件。

■检查宝山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履行情
况　 ８月２５日，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
家统计局组成联合检查组全面检查和指

导宝山区２０１１年度耕地保护目标责任
履行情况。检查组检查宝山耕地保护相

关情况，查阅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

情况的台账资料，到月浦镇实地检查土

地整理复垦项目实施和基本农田标志牌

设立及管护情况，并下到田间查看土壤

质量监测情况。

■土地卫片执法检查　按照《关于贯彻
国土资源部部署开展２０１１年度土地卫
片执法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疑似

违法用地图斑的地籍变更核查、梳理，做

好督查整改。此次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图

纸完成率超过９７％，处置上报市规划国
土局立案８件。通过加大对违法用地、
违法建筑和在建项目的日常动态巡查，

实施不定期巡访检查。继续沿用 ２０１２
年度大范围定期巡查及小范围随机巡查

的方式，适量增加巡查次数，预防各类违

法违规现象滋生，把动态巡查作为加强

执法监察的重要手段，强化动态巡查责

任。８月１日，区规划土地局会同区监
察局召开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工作整改督

察工作会议，通报现场踏勘情况，要求各

镇落实违法用地拆除复垦，落实干部问

责及考核机制，对部分仍未拆除的违法

用地加大督察整改力度，全力做好２０１１
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收尾工作。

■《宝山区加油站专项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获批　 由市规划设计院和宝山
区规划设计院联合编制的《宝山区加油

站专项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获市政府正
式批复。该专项规划对宝山中心城以外

（不含吴淞工业区）范围内现有加油站

的用地规模、土地权属、经营状况等开展

全面翔实的梳理，在定量预测规划年站

点需求规模的基础上，确定加油站系统

的规划布局方案，明确加油站设施布局

和用地等各类控制要素，并作为编制地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项目审批的相关依

据，有效指导郊区加油站建设。

■滨江地区规划建设　 全面启动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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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新一轮发展规划功能研究，形成中

期成果。推进上港十四区道路交通、公

交、供水等７个市政专项规划，完成上港
十四区土地出让，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设

计方案审核提前介入，规划一路滨江绿

地（含防汛墙）、雨水泵站完成选址、用

地程序。零点广场的零点标志网上方案

征集结束，完成工程设计方案优化及

审核。

■祁连敏感区（南大地区）环境综合整
治　 年内，市政府批复《上海市宝山区
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祁连敏感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及重点地区附加图则》，作为市、

区“十二五”规划的一项重点工作，列为

上海市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实施项

目。祁连敏感区（南大地区）位于外环

线以内宝山区的西南角，四至边界为南

陈路、环镇南路、罗港巷路、祁连山路、沪

嘉高速公路、环西二大道以及丰翔路，总

用地面积约６２９８公顷，规划总人口约９
万人。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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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内规划设置公共绿地总面积为

２５２８公顷，规划绿地率达到４１５％，曾
经污染企业云集、“脏、乱、差”现象严重

的南大地区，将成为生态型的城市综合

功能区。住宅建筑面积约 ３０５万平方
米，其中４０％用于保障性住房重点建设
民生工程。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９日，２０１２·上海·大都市规划论坛宝山分论坛召开 摄影／张明是

■南大地区水务专业规划　 配合南大
地区（祁连敏感区）综合整治工作，组织

编制祁连敏感区水系、供水及雨污水等

４个水务专业规划。由上海市水务规划
研究院编制的《宝山区祁连敏感区供水

系统专业规划》通过专家评审，针对基地

现状供水存在的主要矛盾，合理规划供

水量及管网系统。根据规划，基地供水

水源来自泰和水厂，采用分区供水方式，

规划以走马塘－汇丰河、祁连山路、南何
铁路支线（铁路河）为界，划分为西北、

东北、西南以及铁路南四个供水分区，其

中西北分区利用祁连山路泵站泵前余压

直接供水，其余３个分区经由规划祁连
山路泵站加压后供水。

■罗店大型居住区建设管理　列入市民
生实事重点工程的罗店大型居住区，在完

成控规、专项规划审批、集体土地的土地

征收、征地包干和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加

快区属配套商品房规划调整，重点围绕土

地供应和建设管理，完成开工计划和剩余

地块的土地供应及相关规划土地审批。

继续按照规划和风貌导则要求，加快各类

公建、市政配套项目有序办理相关程序。

对于部分通过征转分离方式审批，尚未办

理农转用、办结土地储备的农用地地块，

采取“建设一块，转用一块，储备一块、供

应一块”的方式，先储备、后供地。市政

公建配套项目以区土地储备中心为项目

主体、公建项目以区房管局为项目主体，

完成市政配套一期四条道路（美兰湖路、

美安路、陆翔路、联杨路）以及部分幼托、

小学等规划、土地审批手续。

■《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实施城市风貌规划导则　美罗家
园大型居住社区为上海市大型居住社区

之一，区规土局在全面完成《美罗家园大

型居住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美罗家

园大型居住社区重点地区附加图则》、市

政专项规划以及开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

划编制基础上，组织编制《美罗家园大型

居住社区风貌规划导则》（简称“导

则”），并邀请规划、建筑和景观设计专

家就大型居住社区建筑风貌方案进行专

题研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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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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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上海市优秀城乡规

划设计奖评选活动中获上海市优秀城乡

规划成果一等奖，并推荐报送国家建设

部获优秀城乡规划设计成果三等奖。

■老镇旧区规划建设　 实施“政府主
导、统筹规划、以人为本”的原则，因地制

宜多途径探索新的老镇旧区改造模式和

其它非工程改造模式，针对老镇地区的

不同特点，进行分类处置，加快改造步

伐。罗店老镇作为上海郊区重要的历史

风貌保护区，将进一步明确核心区和引

导区范围，侧重营造门户地区的形象，按

现状保护要求，推进核心区修缮建设，尽

快形成较为集中的老镇建筑风貌，并重

点研究核心景点区综合开发的处置方

案。顾村老镇结合地区公建配套设施布

局的规划调整，挖掘可开发土地资源并

加快组织结构建设和相关政策的设计工

作，尽快启动改造计划。杨行老镇则重

点加快安置用房的落实建设，确保启动

改造的前提条件。大场老镇结合闲置土

地梳理工作，全面加快推进核心区建设。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专项规划》
获批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是宝山区
境内继Ｓ２０外环隧道和长江路隧道后的
第三条跨越黄浦江与浦东地区联系的重

要通道，其建设将分解现经由 Ｓ２０隧道
通行的大量过境货运交通，疏解区域路

网的交通压力。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

项目西起宝山区Ｇ１５０１（上海绕城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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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江杨北路交叉口，东至浦东新

区Ｓ２０（外环高速）高速公路，全长约
１１５公里。规划线路为沿富锦路向东
穿越同济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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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森林公园后，接浦东新

区外环高速公路。隧道控制线宽 ６０
米～７０米，红线宽５０米 ～１１５米。浦西
宝山区牡丹江路以东出入口禁止货运车

辆通行。

■宝山新城淞宝Ａ单元控规初步方案评
审　按照控规编制新规程，５月 ２１日，
专家和市、区相关部门评审宝山新城淞

宝Ａ单元控详规划初步方案。该控详规
划东至淞宝路和规划路、南至双城路和

宝杨路、西至同济路、北至富锦路和漠河

路，面积约４８４２８公顷，均位于友谊路
街道范围内。作为建设成熟的老城厢，

在规划编制中，加强对现状用地的研究

梳理，细化功能定位，并重点规划双庆路

地块、牡丹江路沿线商业地块、存量行政

办公用地等可开发地块。与会专家以及

相关部门对淞宝Ａ单元控详规划成果给
予肯定，并对滨江邮轮产业、道路交通等

方面提出要求。

■《上海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
规划》调整获批　罗泾港配套产业园位
于罗泾新市镇南侧、宝山工业园区东北

角，园区东至北?川路，西至潘泾路，南

至宝钱公路，北至新川沙河、飞跃路，用

地面积为１２７１２公顷。２００９年《上海罗
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完成获区政府批准。随着罗泾港配套产

业园区的建设实施以及周边宝山工业园

区现代服务业功能的不断推进，罗泾港

配套产业园现有的发展模式已不能完全

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解决港区及周边

工业园区、厂区对于商务会展、商业娱乐

等现代服务业项目的需求，带动地区第

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考虑与宝山工业园

区“产城融合”发展要求相适应，罗泾镇

启动规划局部调整，主要优化控规中商

务会展、商业娱乐、办公等现代服务业用

地规划布局，同时完善相应的市政配套

设施等。规划于 ２０１２年底获得市局
批复。

■何家湾产业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研究报告评审　作为黄浦江延伸段
组成部分，３月１２日，专家和相关部门

对该规划研究报告进行评审。规划范

围东至淞行路、南至何家湾路、西至逸

仙路高架，北至军工路，总用地面积约

６７９５公顷，是黄浦江北延伸重要组成
部分以及宝山区滨江转型发展的重要

节点，地区功能可侧重科技研发产业园

区以及现代物流等方面，并可完善用地

布局、强化交通研究、深化城市设计、提

高用地效率等方面作进一步分析和研

究。评审同意研究报告初步方案，正式

启动该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开展

深化完善与新江湾城的交通联系、功能

联动，进一步优化公共交通组织和布局

结构，深化商业金融业布局专题研究。

■测绘管理和测量标志保护　区测量
队因职能配置要求，更名为上海市宝山

区地籍和测绘信息事务中心，从事各类

具体的土地调查和规划竣工测量，承担

全区测绘管理，包括地下管线的数据

库，加强窗口规范管理，主要分为土地

登记窗口、地籍和测绘信息事务中心业

务窗口的规范管理。中心具有房屋和

土地权属调查 Ｂ级资质和丙级测绘资
质，通过整合各类规划、土地、地籍数据

资源，加以再开发分析利用，建立基础

信息平台，为规划和土地管理提供基础

数据技术支撑。年内对全区测量标志

全面普查。全年完成土地勘测定界项

目１９９件（其中储备中心和招拍挂 ８６
件），地籍变更测量１４３件，竣工测量项
目３１件，规划红线测量 ３５件，规划检
测２３件。

■城建档案管理　９月２８日，城建档案
中心搬迁至吴淞北兴路新址。档案中心

库藏档案卷宗６５万卷，编研城建档案
成果１５类、检索工具、目录２６种，保存
信息化数据条目１２７４万余条，系统影像
文件１０８９５万张，影像数据４７４４６Ｇ，电
子化文件数量３４３８万张。年内加强档
案验收及指导，提高档案验收质量，竣工

档案验收比上年同期多接收 ２０％。接
收整体移交各类土地档案 ４５０９盒、
７６９７３卷。结合全市档案管理系统的升
级，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土地档案信息资

源进行整合，提高土地档案的检索利用

效率。加强档案信息化管理，推进数字

档案馆建设，逐年有序做好竣工档案的

数字化，将全部完成已接收进馆的档案

数字化。对完成整理著录的各类业务档

案及竣工档案进行数字化扫描，并进行

数据挂接，保证扫描档案的正确完整。

全年预立登记建设项目２７２个，受理竣
工档案验收申请１５２份，核发工程竣工
档案检查结论单１５２份，核发竣工档案
验收合格证１３７份，指导、验收、接收各
类竣工档案共 １９６项、４８８１卷（总建筑
面积４５６４９万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
类（总建筑面积９６１６万平方米）６４项
９３３卷，民用建筑类（总建筑面积３６０３３
万平方米）８９项３６１１卷，市政类道路及
公用项目３６项（执照数 ３６项）３３０卷。
为建设单位编制档案４７个项目，已完成
编制整理３５６４卷。接收整理著录规划
处罚档案１６卷，规划验收档案１６１个项
目，接收整理市政科用地档案７个，道路
桥梁档案２７个，２７卷，管线档案１１８个
项目，１１８卷、市政配套项目工程２２个，
接收整理建筑执照档案２１０个，用地档
案９４卷，预立整理著录文书档案 ８９９
件，其中永久３９２件，３０年３６８件，１０年
１３９件，接收会计档案报表 ２０卷、帐册
３０卷、凭证８２卷，接收征地事务所档案
１１２件。全年接待利用档案６５０人次，查
阅档案１００８卷。档案中心年内被国家
建设部评为“全国城乡建设档案工作先

进集体”。

■地名管理　发挥区地名委员会成员
单位的网络管理作用，达到信息共享。

加强管理，完成行政许可审批工作。全

年共完成许可与审批地名 ３０个，其中
居住区、建筑物名称２１个，道路名称８
个，公园绿地１个，为“上港十四区”的
开发建设提供地名规划编制、咨询等相

关服务。为全区重大重点项目和现代

产业园名称命名，完成命名难度较大的

“上海机器人产业宝山园”“美兰湖中

华园（扩大）”“大场老镇商业广场”“祁

连公园”“美诗邸”的命名审批。做好

罗店大型居住区道路、建筑物名称的审

批，协调市、区相关部门完成相关道路

名称的申报、审批。同步完成命名审批

１７条道路、５个建筑物的名称，尚有１２
条道路名称未报批。完成控制性详细

规划地名的编制，配合南大地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编制，本着尊重历史、体现

文化与实用相结合，体现地名稳定和地

域历史传承相结合的原则，编制完成

“祁连敏感区控规地名规划方案”，完成

南大等三个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地名规

划编制、调整等。配合《上海市行政区

划图》的编制出版，完成《上海市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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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图宝山部分》区域图的审校。全年共

进行地名名称查询约 １０００个；接受各
类地名咨询２０００余次。

■完成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８月２４
日、１２月２６日，市地名普查办和国家验
收组分别对宝山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试点成果进行检查验收。宝山区第二次

全国地名普查试点共完成７大类、４２４７
条地名数据的采集、整理、加工、建库、利

用等，其中包含行政区划和其他区域类

５９２条、居民点类１７０５个、建筑物类５６１
个、交通运输类９８７个、纪念地旅游景点

类１００个、水系类 １２１个、单位类 １６６
个。宝山区成立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

组，区民政局、水务局、１２个街道、镇相
继成立地名普查领导小组，组建一支

２００余人的普查队伍。制定“进程计划
表”“普查办工作人员岗位职责”等 １４
项规章制度和普查试点流程，使普查有

序、规范、高效运行。强化培训，提高技

能，全区２００余名普查员全部经过培训
后取得地名普查证。全面收集、审定、筛

选各类地名以及相关属性的信息资料

（图、录、典、志），先后召开４次工作例会
和阶段性总结暨成果上图培训会，编写

印发《宝山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试点

工作问答》，做到“查到、走到、看到、记

到、测到、拍到”。经汇总、审校与实地踏

勘，确保实地调查、内业汇总、成果数据

审核、数据入库质量控制，提高地名档案

管理的质量与信息化程度。挖掘地名内

涵，重视文化传承。随着大量动拆迁和

行政区划的调整，普查中在挖掘地名含

义的同时，突出历史地名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注重历史沿革和传说，提高地域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化传承。利用普查成

果，编纂出版中英文《宝山区历史人文地

名图》，向社会各界提供地名信息。

表１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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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重大项目

１ ２０１１．４～２０１２．９ 成果 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概念规划

２ ２０１２．５～ 在编 宝山滨江地区发展战略规划

３ 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１３．１ 成果 宝山区土地储备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４ ２０１２．１２ 完成 ２０１２上海大都市论坛———宝山分论坛会议手册及成果汇编

５ ２０１２．１１ 启动 宝山区土地整治规划

控详（调整）规划

１ ２０１０．４～２０１２．１２ 已批 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２ ２０１１．１０～ 在编 宝山新城ＳＢ－Ａ－１、ＳＢ－Ａ－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３ ２０１１．１０～ 成果 宝山新城杨行东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４ ２０１１．８～ 在编 宝山区罗泾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５ ２０１２．９～ 已批 宝山区淞南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Ｌ５／Ｎ２／Ｎ３街坊实施深化

６ ２０１２．６～ 在编 宝山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

７ ２０１２．４～２０１２．１２ 已批 宝山新城ＧＣ－Ａ社区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０４号街坊增补图则

８ ２０１１．４～２０１２．１２ 已批 泰和结构绿地控制性详细规划

９ ２０１１．１０～ 成果 何家湾产业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０ ２０１２．１１～ 在编 月杨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１ ２０１２．２ 成果 上大社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Ｅ１街坊实施深化图则

专项规划

１ ２０１２．７～２０１２．１２ 成果 宝山工业园区发展战略研究

２ ２０１２．５～ 在编 全区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３ ２０１２．９ 完成 全区防空音响警报器规划

４ ２０１２．２～２０１２．１２ 成果 外环生态绿线梳理与局部调整方案

５ ２０１２．６～２０１２．８ 成果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转型发展研究

６ ２０１２．９～２０１２．１０ 成果 宝山区轨道交通系统规划前期研究

７ ２０１０．８～２０１２．５ 已批 宝山区加油站专项规划

８ ２０１２．２～２０１２．３ 成果 宝山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计划

９ ２０１２．８ 在编 南大地区产城融合定位研究

１０ ２０１２．９ 在编 宝山区五大综合体规划梳理研究

１１ ２０１２．９ 在编 宝山区设施农用地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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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类型 编号 编制时间 项目阶段 项目名称

其他

１ ２０１２．５～２０１２．６ 完成 宝山区央属企业梳理

２ ２０１２．３ 完成 宝山区规划和土地发展情况介绍

３ 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１２．１１ 成果 宝山区城市更新基本情况梳理

４ ２０１２．９ 成果 七号线沿线产业园布局

５ ２０１２．２ 成果 宝山区高技术服务产业分布规划

６ ２０１２．３ 成果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工作方案

７ ２０１２．５ 成果 吴淞工业区现状梳理研究

８ ２０１２．９～ 成果 宝山区轨道交通７号线沿线旅游资源规划

９ ２０１２ 完成 顾村大居、顾村四高基地、南大地区、泰和结构绿地控规红线上图

合作协调审核

１ ２０１１．１１～ 研究报告 罗泾镇区控详规划修编

２ ２０１２．３～２０１２．４ 完成 新江湾社区（老干部安置基地）－宝山用地方案

３ ２０１２．６～２０１２．７ 成果 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含公共运动场）规划实施后评估

４ ２０１２．８～ 完成 上海吴淞口国际游轮港规划模型制作协助

５ ２０１２．８～ 完成 吴淞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成果展示馆协助

合计总数 ４１

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编制单位 概　况

１
关于同意《上海宝山区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

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重点地区附加图则》的

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２号
２０１２年
１月９日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德国ＳＢＡ公司
规划范围东至沪太路，南至美兰湖路，西至陆翔

路，北至年喜路

２
关于同意《上海市宝山区 Ｗ１２１３０１单元（祁连
敏感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重点地区附加图则》

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３８号
２０１２年
２月３日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规划范围东至南陈路、南秀路，南至规划环镇南

路—罗巷港路—祁连山路—Ｓ５沪嘉高速，西至
Ｓ２０外环高速，北至丰翔路、环镇北路

３
关于同意《高境社区 Ｎ１２０３０２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Ｑ１－０９地块局部调整（实施深化）》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４３号
２０１２年
２月２３日

上海见智规划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司

规划调整范围主要涉及院规划 Ｎ１２０３０２编制单
元的Ｑ１街坊

４
关于 同 意 《宝 山 区 上 大 社 区 （Ｗ１２１４０１、
Ｗ１２１４０２、Ｗ１２１４０３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Ｅ１街坊实施深化》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４８号
２０１２年
３月２日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六维建筑师事务所

规划范围南至上大路、北至锦秋路、西至南陈

路、东至沪太路

５
关于同意《宝山区淞南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Ｂ１
－０４地块局部调整》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１０８号
２０１２年
６月１５日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上海大秩域城市规划设

计咨询有限公司

规划调整范围主要涉及原规划中Ｎ１２０４０１编制
单元的Ｂ１街坊

６
关于同意《吴淞工业区Ｎ１２０５０１编制单元Ａ１街
坊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实施深化）》的

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１１７号
２０１２年
６月２７日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规划范围为东至逸仙路、南至长江路、西至鹤岗

路、北至北方物流公司

７
关于同意《宝山区罗店中心镇新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Ｅ４－１、Ｆ１－１、Ｆ１－３地块局部调整（实
施深化）》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２１８号
２０１２年
９月２４日

上海开艺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规划范围为罗店中心镇新镇区抚远路两侧地块

８
关于同意《宝山区泗塘社区Ｎ１２０６０２单元Ｅ６街
坊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深化）》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１６７号
２０１２年
９月２６日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规划范围主要涉及泗塘社区 Ｎ１２０６０２编制单元
Ｅ６街坊

９
关于同意《宝山区５００ＫＶ杨杨线（宝杨路 ～海
江路）局部调整专项规划》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２２０号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２７日

市规划院
规划范围为东至双庆路、南至海江路、西至同济

路、北至宝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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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编制单位 概　况

１０
关于同意《宝山区淞南社区 Ｎ１２０４０１、Ｎ１２０４０２
单元Ｌ５、Ｎ２、Ｎ３街坊实施深化控制性详细规划
局部调整（实施深化）》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２３６号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２４日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范围为淞南社区 Ｌ５－０３、Ｎ２－０４、Ｎ３－０３
等三幅地块

１１
关于同意《宝山区新城杨行杨鑫社区（原杨行 Ｃ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沪府规［２０１２］２３７号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２４日

宝山区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划范围为东至江杨北路、南至外环线、西至?

川路、北至宝杨路

表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工业用地招拍挂

序号 园区 地块名称 四至范围
面积
（公顷）

单价
（万元／亩）

成交价
（万元）

产业类型 摘牌单位 摘牌日期

１ 南区块 宝南２０１１０２号 农田以西、城银路以南、园康路

以东、农田以北
１．０８８５６ ６１．７７ １００９

地质勘查专用

设 备 制 造

（３６９２）

上海广联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１．１９

２ 南区块 宝南２０１１０４号 大锐科技以东、丰翔路以南、绿

地以西、真陈路以北
１．２４６３ ６２．７２ １１７３ 农产品加工配

送（１３９）

上海高校后勤

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２．０１

３ 宝山工业园区

北区块
宝北２０１１２１号 南至罗北路、西至高歌路 ４．４４９５８ ４７．１８ ３１４９ 新型包装材料

（２２３）

上海新通联包

装 材 料 有 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１３

４ 杨行园 宝杨２０１１０３号
上海标五公司以东、杨南路以

南、锦乐路以西、上海标五公司

以北

０．８２０４１ ５４．２９ ６６８ 高强度紧固件

制造（３５８２）

上海标五高强

度紧固件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１３

５ 杨行园 宝杨２０１１０２号
东至上海标五公司、南至欣苏实

业公司、西至杨行助剂厂、北至

杨南路

２．８６８７３ ５３．９９ ２３２３
液压和气压动

力机械及元件

制造（３５４４）

上海液压油缸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１３

６ 南区块 宝南２００９１４Ｂ号 复星医药以东、城银路以南、园

康路以西、华德公司以北
０．８４４７４ ６１．６４ ９２６ 高端数控机床

制造（３５２１）
上海丰禾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１５

７ 南区块 宝南２０１１０１号 农田以东、城银路以南、园庆路

以西、农田以北
１．６１３０６ ６２．３４ １４４７

环境污染防治

专用设备制造

（３６９１）

上海奥格利环

保 工 程 有 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０６

８ 罗泾港配套产

业园
宝储２０１１０６号 东至泾勋路、南至宝钱公路、西

至罗东路、北至泾灿路
１０．７８７４２ ４５．３５ ７３３８ 其他金属制品

制造（３４９）
五矿物流（上

海）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０６

９ 罗店园 宝罗储２０１００３号 东至农田、南至白溏河、西至农

田、北至罗新路
１．３０２５７ ４８．６７ ９５１ 发动机试验平

台设备（４１１）
上海政鸣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３．１４

１０ 宝山工业园区

北区块
宝北２０１１１８号 东至规划路、西至潘泾、北至张

家塘
３．６９１８６ ４７．１０ ２６０８ 高性能结构陶

瓷制品（３１５）
上海利尔新材

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５．０９

１１
上海市宝山区

罗店镇解放工

业点

宝储２０１０１１号
东至沪太路、南至工业点规划道

路、西至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

公司老厂房、北至菜园浜河

１．１９１８８ ３１．５４ ５６４
耐火陶瓷制品

及其他耐火材

料制造（３１６９）

上海柯瑞冶金

炉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１２ 宝山工业园区

北区块
宝北２０１０１２号 东至罗东路、南至金石路、北至

规划路
３．２７９２３ ４７．２０ ２３２２ 智能型成套设

备制造（３９２）
上海铭宜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１３ 宝山工业园区

北区块
宝北２０１０１５号 东至长虹路、南至俞家潮塘、西

至荻泾
２．００６０５ ４７．６３ １４３３ 通用零部件制

造（３５８）

上海歌华机电

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１４ 宝山工业园区

北区块
宝北２００９０４号 东至北?川路、西至银石路、南

至南毛家塘
１．４８４４２ ４７．２３ １０５２ 专用冶金溶剂

材料（３４９）
上海宝鹿冶金

溶剂厂
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１５ 宝山工业园区

北区块
宝北２００９０５号 东至北?川路、南至南毛家塘 １．８６６６７ ４７．１８ １３２１ 自行车制造

（３７４）
上海大陆自行

车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１６ 罗泾港配套产

业园
宝储２０１１０５号 东至泾缇路、南至张家生产队、

西至潘泾路、北至飞跃路
３．９９２４９ ６６．０６ ３９５６

酒类加工包

装、 配 送

（１５２）

上海中商兴晟

酒类发展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８．０６

１７ 宝山工业园区

北区块
宝北２００９２４号 西至沪太路、北至飞云路 ０．５２６４９ ４８．２６ ３８１ 电梯零部件制

造（３５８）
上海志峰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１０．１８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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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园区 地块名称 四至范围
面积
（公顷）

单价
（万元／亩）

成交价
（万元）

产业类型 摘牌单位 摘牌日期

１８ 吴淞工业区 宝储２０１２０１号

东至宝钢上海第一钢铁有限公

司、南至宝钢上海第一钢铁有限

公司、西至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

程公司材料仓库、北至?藻南路

７．８０５９４ １４７．００ １７２１２
精品钢、冶金

产品储运、配

送（５９）

上海市装卸储

运总公司
２０１２．１１．０１

１９ 罗店园 宝罗储２００８０６号

集贤路以东、上海罗光标准件制

造有限公司以南、上海宝钢包装

有限公司以西、上海易通电器有

限公司以北

１．１２７６３ ６０．５３ １０２４ 金属结构制造

（３４１１）
上海北泰实业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１１．０７

２０ 南区块 宝南２００９１５Ｂ号 马拉松以东、德宝以南、泰柯以

西、宝祁路以北
０．９７５２３ ６２．２９４６３ ９１１

铁路机车车辆

配 件 制 造

（３７１３）

上海方德自动

化 设 备 有 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１１．０８

总计 ５２．９６９２６ ５１７６８

表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地名命名

序 号 标 准 名 称 行政审批号 行政许可号 所在地 相 对 位 置 及 范 围 申报单位 批文日期

１ 宝翔苑 沪宝名（２０１２）第０１号 顾村镇
菊盛路东、宝安公路南、菊泉学校北、菊泉

新村西
上海宝辉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２．１３

２ 金色宝邸 沪宝名（２０１２）第０２号 罗泾镇
罗宁路东、陈功路南、潘沪路北、小川沙

河西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２７

３ 恒高家园 沪名（２０１２）第０１１号 高境镇
江杨南路以东、殷高西路以北、高境路以

西、恒高路以南
上海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４ 恒盛豪庭 沪名（２０１２）第０１２号 高境镇
江杨南路以东、殷高西路以北、高境路以

西、恒高路以南
上海胜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５ 亿博大厦 沪宝名（２０１２）第０３号 杨行镇
?川路东、友谊路南、钱瞡货运北、杨盛
河西

上海亿博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３．１２

６ 罗南商务楼 沪宝名（２０１２）第０４号 罗店镇 沪太路东、东太路北、长浜南 上海罗南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４．９

７ 牡丹华庭 沪宝名（２０１２）第０６号 友谊路

街道
牡丹江路西、永乐路南 上海吴淞住宅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５．７

８ 祁连公园 沪宝名（２０１２）第０５号 大场镇
鹅蛋浦东，老?藻浜南，祁连山路西，塘祁
路北

上海市宝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２０１２．６．８

９ 同瓴佳苑 沪宝名（２０１２）第０７号 大场镇
文海路西、场中路北（规划段）、环镇北

路南
上海同瓴置业有限公司 —

１０ 罗店新村 沪宝地（２０１２）７号 罗店镇
东临沪公太路、南靠郊环线（１５０１）、西至
联杨路（Ｓ７）、北至月罗公路 罗店镇政府 ２０１２．７．９

１１ 塘 祁 路 （延

伸）
沪宝地（２０１２）８号 大场镇 东起祁连山路，西迄瑞丰路（规划延伸段） 大场镇政府 ２０１２．７．３１

１２ 罗店新村宝

欣苑
沪宝名（２１１２）９号 罗店镇 南周村路东、美安路北、罗和路西、慈沟南 上海中冶联杨置业有限公司 —

１３ 大祁路 沪宝地（２０１２）９号 大场镇 东起南陈路，西迄祁连山路 大场镇政府 —

１４ 美兰湖中华园

（扩大范围）
沪宝地（２０１２）１０号 罗店镇

罗迎路东，美丰路北，规划河道南（近月罗

公路）
上海顺驰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８

１５ 汇枫景苑 沪宝地（２０１２）１１号 大场镇
丰宝路（规划段）东，塘祁路（规划段）南，

瑞丰路（规划段）西，祁华路（规划段）北
上海申能汇枫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８

１６ 美 丹 路 （延

伸）
沪宝地（２０１２）１２号 罗店镇 东起沪太路，西迄罗和路 罗店镇政府 —

１７ 联合村路 沪宝地（２０１２）１２号 罗店镇 东起远景村路（暂名），西迄陆翔路 罗店镇政府 —

１８ 年吉路 沪宝地（２０１２）１２号 罗店镇 东起沪太路，西迄Ｓ７（规划） 罗店镇政府 —

１９ 张墅村路 沪宝地（２０１２）１２号 罗店镇 南起美健路（暂名），北迄年吉路（暂名） 罗店镇政府 —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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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标 准 名 称 行政审批号 行政许可号 所在地 相 对 位 置 及 范 围 申报单位 批文日期

２０ 宝 山．杨 南 路
（延伸）

沪宝地（２０１２）１２号 罗店镇 东起沪太路，西迄Ｓ７（规划） 罗店镇政府 —

２１ 罗店新村宝欣苑

（扩大范围）
沪宝名（２０１２）１０号 罗店镇

南周村路东、美安路南、罗南路西、宝山．杨
南路北

上海中冶联杨置业有限公司 —

２２ 大场老镇商业

广场
沪宝名（２０１２）１２号 大场镇

沪太公路东、场中路南、界华路西、少年村

路北（沪太支路北）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

２３ 罗店新村佳欣苑 沪宝名（２０１２）１３号 罗店镇
罗和路东、美丹路北、罗南路西、美康路

（暂名）南
上海江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２４ 罗店新村佳翔苑 沪宝名（２０１２）１４号 罗店镇
罗南河东、月罗公路南、陆翔路西、年吉路

（暂名）北
上海九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２５ 罗店新村佳境苑 沪宝名（２０１２）１５号 罗店镇
罗和路东、美丹路（暂名）南、罗南路西、美

健路（暂名）北
上海江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２６ 美诗邸 沪宝名（２０１２）１６号 大场镇 规划路西、环镇北路南 上海同祁置业有限公司 —

２７ 旭辉澜悦苑 沪宝名（２０１２）１７号 罗泾镇 金石路北，潘泾路东 上海旭通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２８ 鄂尔多斯路 沪地办［２０１３］２号 大场镇

南起环镇南路（规划延伸段），北迄环镇北

路，道路全长约１５２０米，环镇南路至南大
路段宽为２０米，南大路至环镇北路段宽为
２４米。

上海宝山区大场镇政府 —

（张明是）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吴淞大桥抢修加固工程提前完工 区建交委／提供

城乡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建设和交通委员
会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大居外配套设

施建设、吴淞大桥加固抢修工程建设、

区区对接道路建设，构建建设工程“四

位一体”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制定新

一轮“公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落实

公交线路新辟调整计划。加强建设工

程施工现场监督管理，加强道路桥梁

设施养护管理。加强基建工程项目建

设，１０月２２日法院新建工程建成交付
使用，１２月１８日华山医院北院、１２月
３１日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二期；大场
医院、检察院工程进入内装阶段；零点

广场、月浦文化馆、罗店医院、一钢医

院工程全面启动建设。按时完成区政

府实事项目。年内，区春运办被市春

运工作办公室评为春运工作先进集

体。区建交委被市拥军优属领导小组

评为“上海市拥军优属先进集体”，被

市交通港口局评为“２０１２年度交通港
航工作优秀单位”。

■重大市政工程建设　长江西路越江
隧道工程共动迁企业 １２家，年内完成
动迁８家；动迁居民 ２１户，完成动迁
１８户。Ｓ６公路动迁企业 ２８家，年内
全部完成动迁；动迁居民 １９３户，年内
完成动迁１９０户。确定 Ｇ１５０１越江隧

道工程主线方案。

■区区对接道路建设　 宝安公路全线
除个别受动迁影响段外基本建成，康宁

路开工建设，宝嘉公路完成动迁，嘉盛

公路完成动迁腾地、工可批复。殷高

路、场中路完成施工招投标，年内开工

建设。

■大居外围配套市政工程建设　镜泊湖
路建成通车。宝安公路嘉定区界至沪太

路段除个别受动迁影响段外基本完成，

沪太路至富长路段全部完工，富长路至

?川路段１２月开工建设。顾村公交临
时枢纽建成并投入使用。月罗公路完成

全部动迁，年内开工建设。陆翔路工可

调整审定，杨南路完成工可批复、启动施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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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招投标，潘广路完成工可批复，启动

ＥＰＣ（工程一体化总承包）招标。月罗路
排水工程完成初步设计评审，启动施工

招投标。

■大居内配套全面启动建设　２０１１版
计划项目“４路（陆翔路、美兰湖路、联杨
路、美安路）１河（慈沟）１泵站（陆翔路
泵站）”市政项目中有 ４条道路开工建
设，慈沟部分桥梁工程完成下部结构，泵

站排水工程完成过半。１５个公建项目
中有３个项目（０３１３～０７初中、０３１３～０６
小学和０３０２～０５幼儿园）年内完成施工
招标。２０１２版计划项目 １２条道路（美
平路、郁家宅路、天家路、罗智路、罗贤

路、杨南路、美丹路、美文路、罗南路、年

吉路、刷布宅路和吉贝路）完成工可

评审。

■公共交通和交通环境治理　年内制
定新一轮“公交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落实公交线路新辟调整计划，全年新

辟公交线路 ５条（５８路、７６２路、宝山
２２路、８３路、８６路），调整公交线路 ９
条（８４８路、８１２路、７６６路、５２路、淞
罗专线、宝山 １０路、祁宝线、宝山 ３
路、宝山２２路），票价改制为单一票价
２条（宝山１６路、宝山 ２１路），方便张
庙、大华和北部地区市民换乘轨道交

通，为市民出行华山医院、顾村公园、

顾村大居等地区提供交通配套。推进

公交信息化系统建设，完成“智能公

交”“危险品货运监控平台”的评审，

建成友谊路段公交电子站牌，加强公

交客运、汽车维修和静态交通管理。

春运４０天共接送客运 ２９７万人次，
区春运办被评为市春运工作先进集

体。新建 ３处出租车候客区，制定非
法客运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意见，加大

固守巡查力度，与公安等部门联勤、联

动执法，开展“宝安一号”等系列专项

整治 行 动，全 年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１５７５０人次，执法车辆 ４５５８辆次，检
查车辆９０７６辆，检查企业２１４户，立案
２６６４件（其中四轮机动车非法客运４３８
件），立案数列各区县第一位。深化港口

经营企业户籍管理，开展港航安全专项

检查，规范水运市场正常秩序。

■道路桥梁养护管理　实施区交通要
道吴淞大桥抢修加固工程，自 ２０１１年
年底开工，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提前完工。

全年实施市政道路１４项，大中修项目７
项，工程年内竣工。实施区管公路 １６
项，大中修项目 １５项，工程年内竣工。
实施镇管公路１２项，大中修项目８项，
工程年内竣工。完成 ６条公路绿化养
护示范道路建设。加强掘路路政管理，

对区域桥梁全面开展自查和抽查。加

强道路设施巡查和及时处置，全年道路

网格化管理收到市政道路、公路信息

１７５６９条，应处置 １３１７８条，及时处置
１３１２４条，处 置 率 分 别 为 ９９６９％
和１００％。

■燃气管理　全年对２０万户管道燃气
用户实施安全监测，全年入户安检

１７９６万户，督促整改 １９４０９户。推进
大场地区 ３４０户未安装管道整合改造
和大居燃气配套。与区公安分局开展

联合执法 ９２次，查处取缔违法经营窝
点９８处，确保燃气市场安全稳定。

■建设工程监管　发挥建设工程综合
管理信息平台和街镇专管员队伍的作

用，联合各街镇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管

理，对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进行整治，至

年底，街镇园区专管员共派出监管人员

７３８３人次，对区域３１８个在建工地组织
开展监理制度执行情况、“打非治违”等

专项整治行动，对１１８个在建项目实施
检查。全年共派出区镇监管人员１１７８１
人次，检查工地４５３７个，发现问题５０７４
个，其中安全隐患 １２７４个，整改 １０９９
个，整改率 ８６２６％。共处罚 ４１个项
目，开具整改通知书９６份，开具局部暂
缓指令书或停工通知单 ２１份，处罚金
额２４７７７９８万元。加大对大居保障房
工程监管力度，在“质量月”系列活动

中，组织住宅工程、基坑围护质量现场

观摩和住宅工程检查讲评培训会，推进

建设工程创优活动。

■建设项目招投标　全年完成勘察发
包数４９个，发包价１３６１４亿元。设计
发包数４７个，发包价１４６３７亿元。施
工发包数 ２１１个，发包价 ４４９９亿元。
监理发包数 ２１个，发包价 ０７８亿元。
对财政投资的３５个小型项目全部采用
公开招投标，招标率和公开招标率达到

１００％。完成大型居住社区及其配套工
程报建７个，勘察、设计招标各 １０个，
施工、监理招标各１１个，发放施工许可
证１４张。

■开展“质量月”系列活动　９月，开展
住宅工程质量安全大检查、两次“观

摩”：杨行Ｆ地块（春江美庐）住宅工程
质量观摩和宝杨码头综合交通枢纽基

坑围护质量观摩以及“住宅工程检查讲

评会”系列活动。在９月１７日 ～２４日
的大检查中，共出动 ７２人次，检查 ５３
个工地，发出质量安全整改指令单 １２
份，局部暂缓施工指令单 ２份，发现质
量隐患３８条，安全隐患２９条。

■区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查管理中心
成立　３月，宝山区建设工程设计文件
审查管理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全年完成

总体设计文件审查 ６４个，出具意见征
询项目 ５１个，抽取密码 ７７个，审图合
同备案登记建设项目６１个。跟踪服务
区１１６个集中启动重大项目，帮助建设
单位快速规范办理前期手续，确保按时

合法开工。

■整顿建筑市场　全年进行施工许可
前现场勘察１２４起，开展日常检查 １４５
次，出动执法人员２９０人次。开展各类
专项检查８次，开具整改通知单１９份，
开具责令停工通知单１８份。规范执法
查处，立案处罚案件４２起，结案４２起，
涉及处罚项目 ３０个，涉及单位（个人）
４２家，共计处罚金额 ２２１６５９５万元。
全年接待上访民工１０３批次，涉及民工
人数 ３９５０人，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５９００万元。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海江四路（牡
丹江路—海江二路）、班溪路（淞滨路—

淞浦路）、淞浦路（同济路—淞桥东路）

３条道路安装太阳能路灯工程，于５月
底提前完成。高境地区 １７４４３户居民
燃气内管改造，于１２月中旬全面完成。
新辟公交线路 ２条（宝山 ８３路、８６
路），全部开通。年内完成在友谊路东

段和宝山 ２路、宝山 ７路、淞罗线公交
站点安装电子站牌。 （张晓华）

水务（海洋）建设与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水务（海洋）局以
“完善、巩固、提高”（完善制度，巩固水

环境取得的成果，提高水务建设管理水

平）工作思路，以提升水环境建管并举

为中心，以水务设施运行安全为重点，

按节点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河道水环境质量连续４年排名全市前

６９１

城乡建设与管理



列，排水管道养护成绩连续３年名列全
市前茅，城镇污水纳管率实现８７％、区
域骨干河道整治率实现７２％的目标，形
成一批河道生态点、一批景观河道、一

批水景观片。理顺水务建设机制，规范

项目建设主体（由区水利管理署为建设

主体），实现建设项目集中管理要求。

根据区域规划修编区域雨污水、排水和

农田水利等专业规划，完成罗南社区水

系、排水、供水规划，完成美罗大型居住

区等水系规划。协调完成上港十四区

防汛墙外移方案、泵站选址设计方案及

该区域相关雨、污水专业规划编制。完

成９５项行政许可审批，配合上海市水
务局完成 １１项，行政许可实行“一门
式”审批，做到服务好、流程快、效率高。

对全区实施７７条段、５０公里中小河道
轮疏，提高河道调蓄能力。年内举办职

工技能、水务建管、水务执法、行业法律

法规及水务规划等各类培训班５场次，
培训人员５００余人次，提高水务职工队
伍综合素质。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河道保洁员在南泗塘河清扫河道 摄影／尹晓信

■骨干河道整治及小城镇水系生态治
理　年内完成潘泾二期、界泾、杨泾等
河道整治与北泗塘水系沟通等工程，

加快推进潘泾三期、潘泾四期和长浜

界河整治工程，实现区域骨干河道整

治率７２％目标。结合老镇改造，实施
罗店老镇市河水系治理，美化罗店老

镇形象，塑造罗店江南水乡老镇景点。

实施罗泾镇４条河道的生态治理与大
场南大水系治理一期工程，逐步形成

区域水生态点，打造符合周边环境需

求的水景观。深化河道长效管理机

制，继续推行“抓一类、促二类、带三

类”（一类：中心城区及主要交通要道

口；二类：镇区区域主要河道；三类：农

村河道）河道管理方法，河道保洁长效

管理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全市考核中

连续４年获前三名。

■污水管网建设　推进北部五镇二级
管网实施，累计完成６２３８公里二级管
网敷设。启动塔源路污水管工程，完成

盛桥地区４５公里污水管网建设，完善
北部地区污水管网。完成青石路雨水

泵站截流改建，启动环镇北路、殷高路

雨水泵站截流工程和盛桥污水泵站扩

容达标改造。配合大居市政外配套建

设，启动月罗路污水管复线与长山泵站

扩容工程。完成江杨路农贸市场、宝安

公路延伸段及罗店五期污水纳管，加大

对具备纳管条件而未纳管的点污染源

进行分流改造，区域污水纳管率持续提

升，实现污水纳管率８７％目标。

■排水管道疏通养护　提倡宝山管道
养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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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４９６８公里地
下排水管道维修养护，其中疏通雨水管

３１５７公里、污水管 １２０７公里、连管
６０４公里、清捞检查井 ３５７５６座、清捞
进水口 ６４５９６座、清捞淤泥 ９３０３７立
方米，调换检查井、雨水井盖 １７７５座，
确保汛期管道排水通畅。完成宝林路、

牡丹江路、淞宝路、德都路积水点路段

管道翻排，启动海江二路、四路、虎林路

等路段积水点改造，完成淞宝、张庙、高

境等地区１２１处积水点改造，提升区域
管网的排水能力。

■防汛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吴淞口国
际邮轮码头配套服务区滩涂圈围工程，

完成荻泾、杨盛河、北泗塘等 ６座水闸
的避雷设施工程改造，完成荻泾、小沙

背、黄泥塘等 ７座水闸修缮工程，完成
海塘岁修工程 １１６９米、防汛墙专项维
修１１３３米。

■防汛防台　完善《应急避险人员撤离
专项预案》《重点保障区域专项防汛预

案》，全面扎实做好防汛物资的储备、抢

险队伍应急演练，开展防汛常识宣传进

学校、进社区活动，开展防汛干部培训，

提高干部防汛抗灾指挥能力。根据

２０１２年汛期可能出现的汛情，模拟人员
转移、行道树倒伏、茄莉井堵塞、居民房

屋漏水、道路积水强排、水闸闸门受损、

防汛墙倒塌等内容，出动７支抢险专业
队伍１４５人进行演练，优化防汛指挥系
统，提高防汛应急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

力。汛前深入防汛墙、海塘、泵站、水闸

等防汛设施一线，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发现３３项隐患，及时落实整改。汛期
全区遭受５次强暴雨袭击，局部地区降
雨强度大，主要集中在大场、顾村等地，

累计雨量达到 ７２６毫米。主汛期有 ９
次天文大潮汛，其中２次出现超警戒高
潮位；台风影响多，汛情较往年偏重，灾

情基本可控，汛期全区遭受自 ２００５年
“麦莎”台风以来影响强度最大的“海

葵”台风袭击，遭受“苏拉”“达维”和

“天秤”“布拉万”２次双台风外围影响。
在抗击“海葵”强台风中，区领导亲临一

线，全区各相关单位协同配合、共同努

力，采取多种积极有效应对措施，抵御

“海葵”台风的暴雨袭击与台风外围影

响，实现全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

全，全区安全度汛。

■供水设施建设　年内完成 ８００万平
方米小区供水设施改造，完成顾村、月

浦等地３７公里农村小口径管网改造，
提升区域供水设施安全与供水质量。

协调推进罗泾水厂、原水输水管等重大

供水设施建设，协调罗店大居供水配套

方案落实和施工临时供水办理，有效保

障大居的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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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区水务局开展水务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摄影／尹晓信

■农田水利建设及农桥维修翻建　实
施罗泾千亩粮田高标准建设和罗店等

镇农田水利项目建设，逐步提升区域农

田水利保障水平，基本实现农田水利达

标率９０％。实施东朱河等河道水系沟
通，通过拆坝建桥等手段，沟通农田外

围水系，为农业生产提供安全保障。完

成６座区管农桥与 １３座镇管农桥翻
建，消除地区出行安全隐患。

■水务执法　 与市水务执法总队、区
城管、环保、海事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重点对“雨污水混接、擅自填堵河道、破

坏水务设施安全”等涉水３项违法案件
开展专项查处，年内共查处违法案件４５
起。对３５项行政许可开展事后监督检
查，启动排水水质超标案件查处，有效

遏制水务违法案件的发生。

■水文测报　实施水利控制片及?藻
浜、走马塘等２３条骨干河道３４个点进
行水质监测，对练祁河、新川沙、新石洞

等３座沿江水闸咸潮监测及站点水位
雨量监测，为区有关部门提供可靠的水

文监测资料。

■水务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管　规范项
目受监审核，完善质量安全信息系统，加

大检查督促整改。开展水务安全生产领

域“打非治违”、消防安保等专项行动，开

展“安全月、质量月”活动，开展水务建设

工程大检查，对工程施工中的安全隐患、

重大危险源实行专项治理，全年安全质量

检查４２次、专项检查１０次。

■网格化管理与海洋工作　完成网格化
管理事件、部件４５３件，结案率和及时率
均达到１００％。完成区域海洋经济年度
调查，配合上海市海洋局完成海洋项目

建设储备相关工作，建立海洋管理沟通

协调机制。

■开展水利普查　 ２０１１年３月 ～２０１２
年底，按上海市水务局工作部署要求，历

时２１个月，基本完成水利、供水、排水、经
济社会用水与河湖开发治理保护等项目

的普查工作，形成反映区域水务实际情况

的水利普查工作报告与成果分析报告。

■开展水务（海洋）法律法规宣传　３月
２２日，在区文化馆广场、牡丹江路农工
商超市广场开展纪念第二十届“世界水

日”宣传活动。３月２２日 ～２８日，在区
有关街镇开展第二十五届“中国水周”

宣传活动。６月 ８日，在区水务局系统
开展纪念“世界海洋日”活动，同时以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世界海洋日”３
个活动为契机，在有关街镇开展水务（海

洋）建设成果展示及水务、海洋法律法规

宣传，提高广大市民保护水环境、爱护海

洋意识。 （尹晓信）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境内共有市政道路
２９９条，比上年增加７条；总长度２７４６３
公里，增加１６９公里；桥梁１４６座，增加
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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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７２３公里，面积５２４８５万平方米，区

市政道路综合完好率９２２４％；镇管道路
８４条，长度３１６４公里。至年末，共完成
总投资５３２亿余元，其中市政道路养护
维修 ２５２５万元，交通信息维护 １３０万
元，桥梁检测２００万元，年度掘路、代办
１０３０万元，市政设施大中修、政府实事
项目１１６亿元，区重大工程３４０亿元，
乡镇委托工程２４１０万元，区房地局代甲
方项目１１４０万元，技术储备 ２００万元。
按评审文明施工的要求，建安费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施工期在１个月以上的工程
纳入申报范围，其中在建工程申报区级

文明施工申报率为 １００％、创建率
１００％，全部工程被评为区级文明工地。
完成区政府实事项目 ２项，５月底完成
海江四路等３条道路安装２１座太阳能
路灯工程，年内完成招标确定１２座公交
候车亭具体位置。

■吴淞大桥加固抢修工程竣工　吴淞大
桥加固抢修工程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底开始
外围工程，２０１１年底实施桥梁抢修加固，
整个工程历时１０个月，至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
日完成，比原计划提前１０天竣工。在工
程推进中，市、区部门联动形成合力推进

工程，由专家小组化解工程中产生的技术

问题、难点问题，现场小组优化设计方案

和交通组织方案，建立质保体系、安保体

系，强化现场施工质量安全管理、计划管

理，均衡施工力量抓工程推进，坚持每周

例会和专题会议制度，提前介入抓好宣传

确保稳定。工程竣工后，落实长效管理措

施，采取调整路口交通设置、安装称重仪、

运用视频设施对大桥及箱梁内各部位实

时监控等措施，随时掌握大桥运行等状

况。该工程被评为市路政局文明工地、市

行业协会上海市文明工地。

■重点道路和市政大中修项目　殷高路
办妥建设工程临时施工许可证，铁道口、

桥梁做好开工准备并于１１月底开工；宝
杨路大修工程完成方案设计和优化；宝

杨支路道路改建工程办理临时许可证。

市政大中修项目共１３项，其中永清路道
路中修、共和新路辅道整治、一二八纪念

路大修、岭南路中修、友谊路辅道、铁力

路大修、长江西路大修及西门街道路整

治等８项工程竣工。江波路新建工程、
虎林路大修工程及友谊路街道宝林七村

通道整治等３项工程施工建设。下半年
调整计划的共江路道路大修及威华路道

路新建工程等２项办理招标手续。

８９１

城乡建设与管理



表５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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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７．２３ ５４２．１２ １３１

其中：主干道１３条 ４３．４１ １４６．５８ ３７

次干１３条 ２０．５７ ４４．６５ ６

支路１５５条 １６３．２５ ３５０．８８ ８８

街道市政道路３２条 ６．３３ ４．９２ —

镇管市政道路８４条 ３１．６４ ２９．１０ １５

合计：２９２条 ２７４．６３ ５９６．８５ １４６

（徐根福）

■开展道路环境专项整治　根据区市政
市容联席办的要求，制订《迎“十八大”

市政市容整治方案》，成立工作小组，分

解目标任务，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在整

治期间，与各街镇联系沟通、衔接配合，

完成整治杨行镇明月路盘古路口长年乱

倒渣土形成的一座垃圾山，整修被损人

行道１５２平方米，安装隔离护栏近 １００
米。至９月底，共整治护栏 １７００米、车
行道 ８２１０平方米，投入资金 ４００万余
元。全年完成淞南镇、庙行镇、杨行镇淞

良路等１０条道路（路段）和６座桥梁的
接管工作，总计新增道路长度 ５２７公
里，新增道路面积１７２６万平方米，新增
桥梁面积１７８万平方米。

■桥梁普查与管理　６月底，完成 １２３
座自管桥梁、１５座镇管市政桥梁普查。
其中，１２３座自管桥梁检查显示（吴淞大
桥抢修未列入检查）：Ａ类桥８７座、Ｂ类
桥２７座、Ｃ类桥７座、Ｄ类桥１座，２座
人行地道均处于完好状态；１５座镇管市
政桥梁检测显示：Ａ类桥１０座、Ｂ类桥２
座、Ｃ类桥１座、Ｄ类桥梁２座，无 Ｅ类
桥。经普查确定为Ｄ类桥的牡丹江路市
河桥（填浜）上报２０１３年维修计划，淞发
路桥、塘西街练祁河桥２座镇管 Ｄ类桥
梁完成立项批复。根据 ６年 ～１０年完
成全部桥梁检测的规定，区政府加大对

桥梁检测投入，从２０１２年起桥梁检测经
费由每年１００万元增加到２００万元，并
按计划投入２００万元对１６座桥梁进行
结构检测，并计划将病害桥梁立项整治

列入下一年整治计划。全年共组织检查

桥孔安全１８次，出具整改单４２份，并跟
踪完成整改。

■市政道路掘路管理　年内共办理公用
事业管线大型掘路２６项，小型掘路１４０
项，抢修掘路３８８项，办理道路施工掘路
１６项，合计审批掘路项目５７０项。办理
夜间备案８件，办理临时占路１５件，占
路总面积１０７２４平方米。组织掘路与
修复文明施工督查 ３６７次，责令整改 ５
处。长江西路道路改建工程实现自来水

管、天燃气和雨水管同步施工，避免重复

掘路的发生。

■网格化管理和道路交通信息设施管理
　年内共发现市政病害１４５０６件，属于
区市政署所辖范围的有９８４８件，署内结
案９７９７件，处置率９９４８％。共接收区
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派发的案件 ３８７
件，结案３８６件，结案率９９７４％，在全区
终端单位案件处置率排名居于前列。年

内制定《巡查工作标准》，根据实际工作

需要，重新划分每名巡查员的工作范围，

巡查网格由原来的２５个划分为１４个，
重点突出东城区和道路密集区域，以便

更及时发现市政病害，更好地做好重要

病害、应急病害的处置。全年共完成５３
个路口３１３个线圈的损坏修复。

（徐根福）

公路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境内有公路 ２２４
条，比上年增加 ５条；长度 ３８２６４３公
里，减少７２６８公里。全年投入建设经
费 ２４２３８万元，比上年减少 １３４万元，
其中，公路养护及管理１００６４万元 ，大
中修、抢修等工程 １０４５５万元，农村公
路养护、大中修、抢修等工程 ３７１９万
元。全部工程合格率 １００％，优良率
８０％，全年实现安全无事故。区公路署

被交通运输部评为全国交通运输依法

行政先进集体，在上海市路政局组织的

全市路政系统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中获

第一名。署长褚莉莉被评为全国公路

系统优秀政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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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征地企业协议签

订，完成施工项目部搭建、电力管线搬

迁，军用管线搬迁进场施工。严格按大

中修项目前期手续规范要求，做好 １５
项大中修工程管理，江杨北路（月罗

路—富锦路）、富锦路（潘泾路—沪太

路）、泰和西路（?川路—顾太路）等 ３
项大修工程，锦秋路（沪太路—祁连山

路）、金石路（潘泾路—沪太路）、金石

路（?川路—潘泾路）、陆翔路（宝安公

路—菊联路）、上大路（沪太路—电台

路）、顾北路（沪太路—电台路）、丰翔

路（祁连山路—跨线桥）、环镇南路（真

大路—桃浦河）、宝菊路（宝安公路—菊

太路）等９项中修工程，吴淞大桥综合
配套江杨北路（外环线—?藻浜）、江杨

北路（水产路—宝杨路）、丰翔路（跨线

桥—区界）等 ３项整治工程年内全部
竣工。

■公路设施管养　围绕“更好为社会公
众服务”目标，以保公路畅通安全、保公

路环境整洁为目标，通过抓设施巡查的

质量和病害处置的及时率，提高路况水

平。全年网格化巡视共收到信息 ５９６８
条，其中通报信息 １条，署外信息 ３９０
条，应处置 ５５７７条，及时处置 ５５１４条，
处置率１００％。汛期前做好预演、防汛物
资、器材检查、雨水管疏通、２１处积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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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等相关的工作，为防台、安全度汛做

好准备。制订工作方案，做好“迎国庆、

迎十八大”“迎全国卫生城镇复查”等环

境整治各项工作。

■农村公路建设与管理　全年农村公路
养护资金３７１９万元，比上年减少７６７万
元。ＭＱＩ质量指数（指公路平整、设施完
好指标）９０３１分，比上年提高 ０２分，
高于市路政局下达的指标，养护总体水

平达到全市中上水平。制订《宝山区农

村公路管理养护年活动实施方案》，开展

农村公路“管养年”活动。通过活动建

立健全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规章制度、

技术规范与标准体系，逐步提高全区农

村公路管理养护水平。全区投入资金

２３２９万元，对宝山工业园区长建路、罗
泾镇陈川路、罗店镇苗圃路、罗盛路、淞

南镇长逸路、庙行镇南?藻路等６条农
村公路９４７公里进行大中修，其中长建
路、陈川路工程年内完成，其余４条跨年
完成。２０１１年跨年的陈新路、抚远路、
杨宗路、锦乐路、练祁路５项大中修工程
于６月底竣工。对海星村、业绩路２条
农村公路进行抢修。全年共审批农村公

路掘路许可３７起。

■桥梁管理　根据桥梁实际运行状况，
排定桥梁检查、检测计划，组织紧急抢修

川雄路随塘河桥。桥孔安全检查做到每

周全覆盖，并记录在案，确保全区２９４座
桥梁和大型桥孔的管理处于安全受控状

态。对农村公路桥梁进行排摸检查，并

与区水务局协商解决农村公路桥梁归属

问题，明确养护责任主体。针对桥梁安

保，区公路署对张家塘桥、新许桥等６座
桥梁桥接坡进行加罩接顺，对五斗泾桥、

徐家桥、无名桥等３座桥梁损坏的桥栏

杆进行更新，对毛家桥、申家楼桥、颜家

桥等５座桥梁的高路堤增设防护栏杆，
并对特殊路段河道边防护设施进行增

设，解决设施运行安全隐患。年内改造

完成４座农桥。

■路政治超和路政许可　根据市路政
总队的工作要求，路政各中队３次参与
华东六省一市 ２４小时联合治超行动，
与市路政总队联合开展 ２次外环线夜
间治超行动。配合吴淞大桥抢修工程，

减少江杨北路大桥重车影响，开展为期

１个月的违法超限专项集中整治行动，
确保大桥维修期间的车辆安全畅通。

全年开展治超行动 ４３次，共出动路政
执法人员 ４２０人次，检查车辆 ２１６台
次，其中超限车辆 １３９辆，卸载货物
２８２５吨，一般程序案件９１件，处罚金额
３６１万元。严格控制掘路审批计划数，
全年共许可受理审批２０３起（含农村公
路），其中，掘路许可受理审批６２起，埋
设各类管线许可受理审批１１５起，增设
平交道口许可受理审批 ２５起，占路许
可受理审批 １起，使乱开挖、乱掘路施
工现象得到控制。

■文明样板路创建　年初将金石路列入
市级文明示范路、罗北路列入区级文明

样板路创建计划，根据计划开展创建工

作。金石路经市建委、市路政局等组成

的验收组评定，达到文明示范路标准，授

予“金石路市级文明示范路”称号。罗

北路文明样板路创建完成整治工程，创

建验收到 ２０１３年完成。针对宝山区绿
化养护管理上的薄弱点，提出上大路、真

北路、共富枢纽站、江杨北路、潘泾路、金

石路６条道路创建绿化养护示范道路，
以优带次，全面提升道路绿化养护水平。

区公路署同时开展农村公路样板路的创

建工作，通过重点整治，罗泾罗宁路、宝

山城市工业园区园辉路成功创建区级文

明样板路。落实上年创建成功的成功

路、月川路的长效管理机制，使其更好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

■解决噪声扰民及交通拥堵问题　年内
实施?川路（罗泾镇段）噪声治理工程，

以解决北?川路噪声扰民问题。工程北

起洋桥收费站，南至新川沙河大桥，长约

６公里，涉及１１个噪声治理点，设置生
态墙约 １２００米、声屏障约 １５５０米。工
程于２月１５日开工建设，年内完成７个
噪声治理点以及 ４个治理点的局部工
程，建设生态墙约 １２００米，声屏障约
１１００米。顾村电台路、顾太路十字路口
处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区公路署综合考

虑在电台路西姚河桥西侧规划红线范围

内拓建人、非通道桥一座，作为由北往南

非机动车、行人专用道，部分缓解该路段

的交通拥堵和机非混流等安全隐患问

题。工程于 １１月 ２０日一次性通过
验收。

■规费退费及征收职工安置　根据市政
府工作要求，１月 １日起通行费停征。
依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本市取消

贷款道路建设车辆通行费涉及人员安置

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宝山养

路费、通行费征稽人员的实际情况，制订

《宝山区公路规费征稽服务站关于取消

本市贷款道路通行费后有关人员安置实

施方案》，并经８月２１日区政府第２１次
常务会议同意通过。宝山区公路规费征

稽服务站因主营业务变更，整建制转入

宝山区公共交通综合服务公司。

（李　冰）

表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公路

公路类型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公路２２４条 ３８２．６４ ５９３．８８ ２９４

县道７２条 １７１．６３ ３９２．３９ １３１

乡道１２７条 １９０．８６ １８７．６５ １５４

村道２５条 ２０．１６ １３．８４ ９

（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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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　境
■编辑　吴思敏

环境保护
■概况　２０１２年是宝山区实施第五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环境保护和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的关键年。全年全区环境保护总投

入５３６４亿元，其中市级财政投入２３９
亿元，区级财政投入８６１亿元，其他方
面投入４２６亿元。通过环境保护三年
行动计划平台，对八大领域共１５０个项
目实施推进。加大环境监管力度，出动

执法人员６２４０人次，检查各类单位２８０２
户次，立案处理 １６６家单位，行政处罚
１３２家。完成各类污染源环境监测 ８７５
户，对１７户严重超标企业实施限期治
理。全年共关停并转企业 ６４户。区控
废水减排项目 １４个，主要污染物 ＣＯＤ
减排４９９７吨，ＮＨ３－Ｎ减排５３８吨；废
气减排项目１２个，主要污染物ＳＯ２减排
６３２２９吨，ＮＯｘ减排 ２５３１吨。新建绿
地面积 １３４公顷，其中公共绿地 ８０公

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４２３％，人均公
共绿地面积 ２２４平方米。全年建设项
目行政许可审批１４１６个，其中，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１１７２个（报告书１２个，报告
表３０４个，登记表８５６个），试生产（试运
行）８７个，竣工验收 １５７个。加强辐射
源的管理，共出动执法人员９５０人次，检
查各类辐射源单位３７０户次，发出责令
整改意见８３份，新发放辐射安全许可证
５０家，延续发放辐射安全许可证１６家，
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２家，保障区域环
境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年内受理人大

代表书面意见３件，政协委员提案８件。

■环境空气质量　 宝山区全年环境空
气质量较好，与上年相比，友谊、吴淞地

区的优良率均有所上升，杨行地区略有

下降。宝山友谊地区优良天数为３０６天
（有效天数 ３１９天），占全年的 ９５９％
（２０１１年为９４２％）；吴淞地区优良天数

为２８７天（有效天数为３１２天），占全年
的９２０％（２０１１年为 ８６２％）；杨行地
区优良天数为 ２８５天（有效天数为 ３１６
天），占 全 年 的 ９０２％ （２０１１年 为
９０６％）。全区年均降尘量为８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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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降
尘量下降４３％。吴淞工业区区域平均
降尘量为９７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
上升７８％。吴淞工业区道路平均扬尘
量为５６２吨／平方公里·月，道路扬尘
量有较明显上升，４月份到１２月份均高
于上年同期。除泰和路铁力路、同济

路—上钢五厂冷轧厂、宝杨路—长兴毛

纺厂３个点位外，其余４个点位的道路
扬尘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水产路—

北泗塘西近北部物流的道路扬尘量上升

幅度最大，上升 ４５０％；江杨路 －益昌
薄板段高达９８６吨／平方公里·月，明
显高于其他点位。

表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类污染物统计

项　目 单位 ２０１２年 项　目 单位 ２０１２年

汇总工业企业数 个 １５１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７６８．４２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５７４５．４９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１５４９．９３

氨氮排放量 吨 ７８．５１

石油类排放量 吨 ３４．９８

挥发酚排放量 千克 ４９０．７４

氰化物排放量 千克 ７７５．１６

砷排放量 千克 ５３．５８

铅排放量 千克 ０．８４

汞排放量 千克 ０

镉排放量 千克 ０．１２

六价铬排放量 千克 １６１．６２

煤炭消耗量 万吨 ２４８６．２８

　其中：燃料煤消耗量 万吨 １３２７．７１

工业废气排放量 亿立方米 ７３６０．６２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５５０７７．６２

烟粉尘排放量 吨 ２８９０６．４８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１４８９．１３

危险废物产生量 万吨 １３．９６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１４７２．６２

　其中：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 万吨 １．５４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万吨 １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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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１０２



表２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环境空气质量各级别分布

友　谊 杨　行 吴　淞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Ⅰ １９６ １７５ ９１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９

Ⅱ １４７ １３１ ２３８ １８０ ２０９ １７８

Ⅲ １９ １３ ３０ ３１ ４８ ３５

ＩＶ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Ｖ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优良率％ ９４．２ ９５．９ ９２．３ ９０．２ ８６．２ ９２

宝山少年宫内的古银杏树 区绿化管理署／提供

■污染物浓度　友谊地区、杨行地区、吴
淞地区的二氧化硫年均值分别为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００２０毫克／立方米，年均值均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与上年相比，二氧化硫

年均浓度分别下降 ００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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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５、
００４３、００５４毫克／立方米，年均值均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友谊地区、杨行地区、

吴淞地区的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分别为

００５４、００７７、００７１毫克／立方米，年均
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与上年相比，分别

下降 ０００８、０００９、００１０毫克／立方。
宝山区的酸雨频率达６２８％，比上年上
升１０３个百分点。

■水环境指标　全年共对４６条河流９８
个断面进行监测，其中２３条河流为骨干
河流，共涉及断面７０个，２２条河流为补
充河流，涉及断面为２６个，２条河流为
综合整治河道，涉及断面２个。以相应
功能区评价，在４６条河流中，共有１１条
河流达标，达标率为 ２３９％，超标河流
为３５条，超标率为７６１％；在９８个监测
断面中，达标断面为 ２７个，达标率为
２７６％，超标断面为 ７１个，超标率为
７２４％。与上年同期相比，沙浦、走马
塘、练祁河、西弥浦和湄浦５条河流的水
质基本持平，?藻浜、潘泾、东茭泾和桃

浦４条河流的水质略有改善，杨泾和界
泾２条河流水质轻微改善，小吉浦、沈师

浜和荻泾３条河流的水质显著改善，鹅
蛋浦和马路河２条河流水质略有恶化，
西泗塘、杨盛河、北泗塘、新搓浦、南泗

塘、顾泾６条河流的水质轻微恶化，新川
沙河河流的水质显著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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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７％，再 次 为 溶 解 氧，超 标 率
为４７８％。

■环境噪声　宝山区的区域环境噪声昼
间等效声级为５５５ｄＢ（Ａ），夜间等效声
级为 ５０２ｄＢ（Ａ），昼夜均值为 ５７７ｄＢ
（Ａ）。昼间等效声级达到２类功能区噪
声标准限值，夜间略微超标，与上年同期

持平。

■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宝山区纳
入上海市第五轮（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环保三年
行动计划专项任务共３３项，其中重点建
设类４项全部启动，潘泾二期综合整治
基本完成，毛家塘２２公里河道生态整
治年内完成，外环生态建设、大场公园一

期（１０公顷）建设全面开工建设。管理
类２９项全部启动，除宝山海滨泵站和民
主泵站污水截流设施改造由市城投公司

为主体，宝山区协助外，其他２８项责任
单位均为宝山区。２１台２０吨以上工业
锅炉达标排放目标任务实现，４１台燃煤
锅炉清洁能源替代如期完成，完成２８家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南大地区关闭２０家
高污染企业，其中已拆除 ９家。７个工
业区块内已开发区域部分污水纳管率基

本达到１００％。建成１个蔬菜基地蔬菜
废弃物综合利用设备，配套村庄改造

１５７０户，郊区生态公益林建设３８５３公
顷，完成１２个生态村的创建。市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３３个项目，有２０个项目在
２０１２年基本完成，完成率６０６％。宝山
区第五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２年计
划任务１５０项，涵盖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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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噪声污染控制和

固体废物利用与处置、工业污染防治与

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

设、辐射与土壤污染控制、分片区环境管

理、能力建设与社会参与８个领域。年
内，１５０个项目按计划节点完成１４５项，
完成率 ９６７％。其中未完成年度计划
的５项全部结转至 ２０１３年项目继续
实施。

■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年内继续深化污
水管网建设，完成罗泾镇飞云路沿线、高

境工业园区的截污纳管建设，共计１９家
企业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并实现污水纳管

排放。罗店镇解放工业园区、现代服务

园区完成一级、二级管网建设，年底完成

沿线企业的截污纳管工作。杨泾地区、

江杨北路市场污水管网基本完成。盛桥

社区污水管网建设正式启动，总体工程

将于２０１３年全面完成。完成潘泾二期、
界泾、杨泾等河道整治与北泗塘水系沟

通等工程，加快推进潘泾三期、潘泾四期

和长浜界河整治工程，实现区域骨干河

道整治率７２％的目标。结合老镇改造，
全面推进罗店小城镇水系治理，完成主

体工程９０％，加快推进罗泾镇４条河道
的生态治理与南大水系治理一期工程，

逐步形成区域水生态点，打造符合周边

环境需求的水景观。聚焦重点总量减排

企业的稳定达标，推进石洞口污水处理

厂的废水深度治理，加强监管，确保企业

污染治理设施稳定运行并达标排放。聚

焦重金属污染的防控，推进区域内上海

申和热磁等重金属污染企业的清洁生

产，做到源头控制，同时组织富国皮革、

上海渊辉金属等２２家一类污染物排放
重点企业开展专项检查行动，对废水超

标企业处罚４家。聚焦饮用水源保护区
的环境安全，加强与罗泾镇条块协同，对

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污染企业建立环境风

险源监管长效机制，关停 １３家污染
企业。

■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　推进脱硝、除
尘改造工程，推进吴淞煤气制气、殷泰纸

业等废气重点排放源的环境治理。吴淞

煤气制气４台 ３５吨燃煤锅炉改造为 ２
台１０吨燃气锅炉。７月，殷泰纸业关停
３台５０吨重油锅炉，采用集中供热。由
区环保局牵头组织区建交委、市容局、房

地局、绿化局等１１个职能部门，条块联
动，共同开展全区扬尘污染控制区的长

效管理。

■噪声污染控制和固体废物利用与处置
　年内完成罗泾镇?川北路噪声敏感点
治理，共完成生态墙建设约１２公里、声
屏障建设约１５公里。确定区域内１０２
家危险废物以及６２户医疗废物重点企
业的环保管理目标。多次组织开展企业

专业培训，交流固体废物管理经验、辅导

固体废物管理记录编写及归档。年内对

３６户危险废物产生重点单位实施为期２
个月的专项行动，并对检查中发现的存

在违法行为企业开展环保后督查工作；

同时对区域内１２家使用Ⅲ类射线装置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执法检查。针对检查

发现的环保违法行为立案查处累计 ５
起、责令整改累计１５起，确保固体废物
１００％规范处理处置。

海江路围墙绿化 区绿化管理署／提供

■工业污染防治与产业结构调整　深化
企业污染指数（ＥＰＩ）的企业分类管理模
式，确定２０１２年度红黑企业综合整治重
点，强化企业监管，促使企业废水、废气

稳定达标排放，实现污染指数变色目标。

３３０家主要污染企业的污染指数为３６９７
点，比上年下降５２５％。２４户红黑企业
中的８户企业实现消红黑，优耐德引发
剂（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丰翔厨饰有限

公司、上海申联不锈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等３户企业实行关闭，上海崇芝烘漆厂
整体搬迁，另有６户企业实现污染指数
下降。聚焦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环境综

合整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南方水泥

有限公司（海豹水泥）８月初拆除熟料生
产线，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单位上海天立

助剂厂全面关停，上海华联月浦制药有

限公司全面拆除，上海罗南漂白厂１１月
中旬关停；上海粤海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作为国家环保部２０１２年重点减排项目，
于年底关停。全区年内计划完成３０台
锅炉清洁能源替代，实际完成４１台。

■清洁生产审核　重点推进钢铁、电镀、
化工、火电、建材、酿造、食品、印染、有

色、造纸、制药等１２个重点行业的企业
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１４户企业列入年
度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全部签约开

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完成２０１１年度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名录中６户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的预评估、３户企业的预
评估与评估、２户企业的验收。

■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　年内共投
入约５０００万元，对罗店镇、月浦镇、顾村
镇、罗泾镇４个镇７个村进行农村村庄
改造。完成顾村镇和庙行镇１２个村区
级生态村验收。全面启动庙行镇和顾村

镇全国优美镇更名工作，庙行镇年底前

完成更名工作资料的上报，２０１３年初迎
接环保部验收。创建的上大路（沪太

路—南陈路）、漠河路（同济路—东林

路）、密山路（友谊支路—友谊路）３条道
路被命名为上海市林荫道。年内共完成

立体绿化建设１万余平方米，大场公园
一期１０公顷完成设计交底，庙行楔形绿
地项目完成方案审批。

■网格色标环境管理　通过产业结构调
整、环境综合整治、工业污染治理、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建设等系列措施，重点对

淞南镇 ＳＮ－３网格区域规划调整，全面
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庙行镇 ＭＨ－１－１
网格原以仓储为主的区域打造成智力产

业园及智力公园，以“腾笼换鸟”、“赶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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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笼”的方式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从源头

治理污染。顾村镇胡庄村 ＧＣ－６－３网
格（盛宅浜—?藻浜—共和新路—联谊

路）投入２５４４万余元，对上海联谊石粉
厂、上海南富工贸有限公司、上海宝昌铸

造有限公司等６家企业关停，彻底化解
环境信访矛盾。完成４２个网格综合整
治，占计划数８６３％。７３７平方公里的
网格 色 标 得 到 提 升，占 整 治 面 积

的７３３％。

２０１２年７月，宝山市容信息大楼投入使用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供

■开展环境宣传教育　开展各项绿色创
建工作，全年创建绿色小区２２个，环境
友好型机关３家，绿色学校１家。在绿
色小区创建过程中，深化居委会、物业、

业委会的关系协调和创建配合工作，确

保创建小区在硬件环境建设和居民环境

理念得到明显改善。年内，上海大学环

化学院、生命科学学院与宝山区环境保

护教育培训中心共同建立环境宣传实践

基地，发挥大学生进社区宣讲环境保护

知识的作用，提高居民环境意识。发挥

永清路宣传长廊效用，通过长廊宣传环

境保护相关知识。通过“送货上门”式

的环境宣传服务，让公众及时了解宝山

环境改善和变化趋势，全年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约１万份。推进中小学生环境科
技活动和环境素养提高，开展第五届上

海市“宝山杯”环境与生物小论文比赛

活动，参与学生超过千人。在全区中小

学中开展“实小杯”争做环保小达人活

动，数百名学生分获各类不同奖项。

■推进南大路地区环境综合整治　按照

“一年全面启动、三年深入推进，五年基

本完成”的总体要求，宝山区将南大路地

区综合整治作为“落实农民进城、提升地

区环境、加快产业集聚”的民生工程。２
月７日，市政府正式批复《祁连敏感区
（南大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重点地

区附加图则》。开展专项规划的研究和

编制工作，按照《控详规划》确定的容积

率、限高等参数以及道路红线、河道蓝线

等，环境影响、道路交通、公交系统、供水

系统、雨水排水系统、污水排水系统、水

系等１２个专项规划全部完成编制工作。
开展“产城融合”规划研究编制工作，按

照“近期、中期、远期”形成３套初步规划
方案。年内主要做好五方面工作：（１）
抓好情况摸底。完成土地征收前期摸底

调查，针对央市属企业、集体企业和居农

民，分别建立“一企一档”“一村一册”

“一户一表”基础资料。（２）开展综合治
理。区环保、拆违等部门开展各类专项

治理，结合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关停高污

染、高风险企业 ２６家，拆除违法建筑
１０２万平方米，实现违法建筑零增长。
加强对已腾地土地管控，采取封闭式管

理，严防渣土偷倒和“黄、赌、毒”事件发

生。（３）启动征收补偿。按照新的征收
补偿程序，明确征收、评估机构，有３０户
国有企业进场评估及实物量登记，占总

量的 ４４１％。一期集体企业签约率
８５２１％，腾地 ９９８公顷。制定一期居
农民征收补偿方案，１１２５名农民基本落
实社会保障，征地包干协议全部签订，并

同步启动二期地面资产核定等征地包干

前期工作。丰收村动迁安置房８８万平

方米开工；丰明村、联西村安置房１６万
平方米实现土地供给。（４）落实资金平
衡。完成资金收支平衡测算和计划安排

编制，落实市、区配套建设资金２９０４亿
元（其中市级资金１２６６亿元，区级配套
资金１６３８亿元）。对应已有工作量，共
发生资金量２４亿元，实际支出１６２７亿
元，资金执行率 ８２８％。（５）实施市政
公建项目。基本建成一期１６公顷绿地，
启动二期３９公顷绿化前期工作。完成
工学路一期等４条道路前期准备，大场
医院基本竣工、联西社区活动中心结构

封顶，其它项目按节点推进。至年末，南

大一期 Ａ块 ３０公顷绿地完成地形
１００％，挖湖１００％，乔木种植９０％，灌木
种植４０％，土建３０％。南大综合整治一
期范围内共有新建道路１０条，其中工学
路一期、文海路一期、大祁路一期、汇丰

路一期４条市政道路办理扩初评审。南
大综合整治一期范围内共有１５个配套
设施项目，包括 １所医院（新建大场医
院）、１所敬老院、１所社会福利院、３所
活动中心、２所学校、４所幼儿园、２所菜
场及１所社区卫生中心。其中，文海敬
老院项目办理施工图评审，大场医院进

行内部装修，社区学校项目开展方案评

审，联西社区活动中心完成结构封顶，其

余配套项目处于项建书编制阶段。

■上海殷泰纸业有限公司完成余热改造
项目　年内，上海殷泰纸业有限公司 ３
台５０吨燃重油锅炉拆除，改用电厂蒸汽
集中供热，总投资 ３２７７２４万元。项目
运行后，完全消除锅炉燃烧重油而产生

的废气污染物，消除因锅炉开停机而产

生烟囱冒黑烟的情况，减少重油消耗量

１９００５吨／年，减排二氧化硫３５９８４吨／
年，氮氧化物 ６７６９吨／年，烟尘 ６２３４
吨／年，同时减少消耗新鲜水 １６５６万
吨／年。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完成天然
气锅炉改造项目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
限公司是上海城市煤气生产企业之一，

原锅炉房设置４台额定蒸发量为３５Ｔ／Ｈ
的ＵＧ－３５／３８２－Ｍ７型燃煤锅炉。自
２０００年起，该公司天然气改制炉开始建
设投运，锅炉房蒸汽有富余。公司被选

定为吴淞工业区集中供热的热源点，由

市经委牵头，吴淞工业区整治办协调，兴

建吴淞工业区集中供热（Ｂ网）工程项
目。Ｂ网工程投运以来，承受经济成本、
环保、社会责任等各方压力，确保Ｂ网用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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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正常用汽生产，基本达到 Ｂ网工程
实施的预期目的。随着该公司人工煤气

制气方式的转变，燃气主业萎缩和 Ｂ网
用户用汽量减少，燃煤锅炉和 Ｂ网的运
行中存在着设备老化、烟尘超标、能源利

用低、运行费用高和 Ｂ网亏损经营等众
多问题，并日趋严重，特别是锅炉低负荷

运行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为消除燃

煤锅炉安全隐患和弊端，确保公司煤气

安全清洁高效生产供应，该公司决定立

项建设燃气锅炉，替代原有燃煤锅炉，项

目于１１月竣工完成，并投入正常使用。
改造后，原煤能源利用率由７９２６３７％提
高到９４３３％ ，减排主要污染物二氧化
硫４０８５６吨／年、氮氧化物 １１２５７吨／
年、烟尘９６１３吨／年。 （赵晓怀）

市容环卫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绿化市容局机关设
６个科室，下辖７个事业单位，为绿化管
理署、绿化市容管理一所、绿化市容管理

二所、绿化市容管理三所、废弃物管理所

（征费中心）、绿化市容质量监督管理中

心、市容景观管理所，有事业编制 １３７
人。管理１０个国有环卫公司，为宝谊公
司、海淞公司、淞南公司、张庙公司、大场

公司、月罗公司、东晨公司、立及公司、高

境公司、玖资公司，有职工３０４１人，其中
劳务工２３９６人。

■清理规范事业单位　４月，区机构编
制委员会批准宝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关于事业单位清理规范的方案。区绿化

市容局下属４个事业单位撤销：退休职
工管理服务所、公园管理所、海滨新村街

道环境卫生管理所、通河新村街道环境

卫生管理所；６个事业单位更名，环卫作
业质量监督中心（投诉处理中心）更名

为绿化市容质量监督管理中心，灯光广

告管理所更名为市容景观管理所，泗塘

新村街道环境卫生管理所更名为绿化市

容管理一所，吴淞镇街道环境卫生管理

所更名为绿化市容管理二所，友谊路街

道环境卫生管理所更名为绿化市容管理

三所，绿化管理局更名为绿化管理署。

■成立上海玖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
月１１日，上海玖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注册资本８千万元，注册地淞青路１８
号，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资产管理、物

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为国内企业提供

劳务派遣。玖资公司由９家公司共同出
资成立，分别为：上海宝谊环境卫生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张庙环境卫生服务有限

公司，上海海淞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月罗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上海

大场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淞南

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高境环境

卫生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东晨市容清洁

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立及废弃物处置服

务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由９个股东组
成。年内，玖资公司经营项目主要有宝

山市容信息大楼和金山新思致广场

二期。

泰和路环卫码头菜场垃圾处置设备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供

■宝山市容信息大楼投入运营　７月
初，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机关由泰和路

２４５号吴淞机关大院搬迁至淞青路１８号
宝山市容信息大楼，办公条件整体改善。

■提供上海樱花节绿化市容保障　（１）提
升区域市容环境面貌。以“平面整洁、立

面规范、空间有序”为目标，重点围绕沪

太路（联牧路—宝安公路）沿线，顾村公

园２号门和地铁７号线顾村公园站周边
道路（陆翔路、镜泊湖路、联杨路、菊太路

等）等区域，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２）实施道路超常规保洁。配备１９辆应
急保障车辆，对沪太路、外环线、逸仙路

高架、共和新路高架等交通主干道加强

机械化保洁。顾村公园周边道路全部采

用机扫、水冲洗、飞行保洁、人工巡回保

洁的组团式保洁方式。（３）加强公园垃
圾清运和公厕服务。配备生活垃圾清运

车辆３辆、粪车５辆、流动公厕１２座，全
部常驻在顾村公园内不间断作业，高峰

日平均每天清运垃圾１６吨、粪便２５吨，

平常日平均每天清运垃圾 ６吨、粪便
１５吨。

■开展第三方巡查评价活动　１２月，区
市政市容联席会议办公室会同区文明

办，邀请市民寻访团对区１２个街镇开展
第三方巡查评价活动。活动以暗查为

主，涉及１２个项目，其中“河道”“工地
环境”和“公共绿地”３个项目评价较
好；“集市（菜场）”“老小区”和“交通集

散地”３个项目评价较差。在２次半年
度市容环境市民满意度测评中宝山区均

排名全市第七，位列郊区县组的第一。

■完善废弃食用油脂监管机制　年内将
废弃食用油脂申报作为食药监、工商、质

监部门证照年检、延续审核的刚性条件，

在食药监、工商申报窗口放置宣传材料，

以街镇为单位开展集中申报现场办理，

全年完成申报签约餐饮企业２４５２家、超
市卖场２１家、食品生产厂家１９家，实现
产生单位的全覆盖。通过比选确定中明

公司和三益公司为宝山区废油收运单

位，其中三益公司负责?藻浜以南地区

作业，中明公司负责?藻浜以北地区作

业。中明公司新建粗加工场地，更新收

运车辆，安装 ＧＰＳ监控系统。２家公司
全年送往中器和绿铭处置厂废油 ４７３
吨，送往浙江杰生废油１０２吨。

■引入菜场垃圾处理设备　上海立及废
弃物处置服务有限公司在泰和路环卫码

头引入菜场垃圾处置设备，１０月２４日完
成设备安装和调试，２５日投入生产。经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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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樱花节期间，沪太路实行超常规保洁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供

过试运行和功效革新，该套设备每小时

处理能力达到 ５吨。全年投入运行 ７３
天，共运转３８１小时，处置菜场垃圾３６１
吨，平均脱水率５３６６％，菜场垃圾总减
量达１９４吨。全区生活垃圾日均外运量
为１４８１吨，粪便转运量为３７４吨／天，泰
和路环卫码头建筑垃圾转运量为 ５３２
吨／天。张庙公司和海淞公司业务用房
建成并投入使用。

■环卫行业改革　２００４年环卫“事转
企”改革以来，全区环卫行业服务水平和

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政府采购任务量经

费由５９４９万元增加到２５亿元，市场创
收由５０８９万元增加到１４亿元，固定资
产由８千余万元增加到２４亿元。建立
环卫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设立企业

年金制度，正式职工收入超过全市平均

水平。

■夜景灯光和绿化小品　至年末，利用
绿化花卉景点，在牡丹江路双城路口、白

玉兰广场、文化馆广场等地布置景观宣

传小品１２处、同济路宝杨路口“时代音
符”主题灯光小品１处，安装 ＬＥＤ节能
灯具３８０余套。滨江沿岸一期７幢楼宇
景观灯光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牡丹江

路和宝杨路共２公里的行道树彩灯进行
全面维护更新，已建成的１０５幢楼宇灯
光和１２８万平方米绿地灯光运行良好。

（杨　佳）

城管监察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城管大队从抓党

建、促队建，抓学习、提素质，抓执法、求

规范，抓管理、重监督，抓廉政、转队风

“五个抓”入手，在注重执法理念转变，

注重勤务执法机制优化，注重城管执法

方式创新，注重基层基础建设，注重执法

环境改善等“五个注重”上下功夫，全面

推进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改善城乡环境

面貌。大队下设１４个执法中队、２个大
型居住区分队，内设办公室、政工科、案

件审理科（法制科）、勤务指挥科、督察

科，年末共有在编队员４０８人。大队结
合阶段性城管执法工作实际，投入创建

绿化模范城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和“迎十

八大优化市容环境”等全区性的环境整

治行动之中，相继开展绿化创模、渣土污

染、食品安全、轨交站点畅通、夏令瓜果、

护考治噪、“打黄扫非”、违规广告设施、

占道洗车、“三乱”（乱张贴、乱刻画、乱

涂写）污染、平安实事、“双迎”及“迎十

八大优化环境”等专项整治活动。共取

缔各类乱设摊８６２万起，纠正跨门营业
４３５万处，查处乱堆物１３５万处，清除
破损横幅、灯箱、牌匾及各类违法户外广

告７６４１条（块），查处违规夜间施工及噪
音污染２１９起，占绿毁绿１８６处，取缔盗
版音像制品摊１８９处，查处工地违章、渣
土违规案件２９７起，累计查办一般程序
案件２９００起。完成区“两会”、元旦春
节、邮轮靠港、樱花节等各类重大活动、

重要检查、应急处置等执法保障９７起，
共取缔各类乱设摊８６２４万起，教育整
改跨门营业、占道堆物等６８万起，清除
“三乱”、破损横幅灯箱等各类违法户外

广告８９万条（块）。查处绿化、环保等

方面案件３１５起，其中处罚２９７起，处罚
金额４６９５５万元。全年新增执法取证
录音笔１８０只。未发生行政诉讼、行政
复议案件。

■城管执法队伍建设　大队以《行政强
制法》颁布实施为契机，强化队伍建设，

加大城管执法力度，加强督察考核，提升

城管执法实效。大队建设以富有感召

力、凝聚力和执行力的中队领导班子为

着力点，配齐配强中队（科室）领导班

子，发挥领导班子在推进各项工作中的

引领、组织和示范带头作用。围绕激发

队伍活力和强化工作责任，相继落实科

级干部、班组长和执法队员逐级聘任，２９
名队员跨部门岗位交流。落实中队（科

室）领导岗位聘任制和１３个科级领导岗
位竞聘上岗制，建立干部任用和退出机

制，体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让品德

好、能力强、干劲足、作风优的年轻队员

走上领导岗位。强化三级督察，严格规

范队员日常仪容仪表和行为举止。从全

年执行情况看，城管队员不规范、不文

明、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明显减少，协

管队伍中无以暴制暴和媒体曝光事件

发生。

■城管法制建设　大队结合城管拆违实
际，在贯彻《行政强制法》要求的基础

上，对有关拆违执法流程重新设计，在全

市率先推出拆违一般代履行和拆违立即

代履行制度，拆违案件审核处理进行流

程化操作。至１２月２０日，大队共对一
般程序案件立案３３５４件，比上年同期减
少７９％；办理一般程序处罚案件 ３１０９
件，减少４３％；一般程序案件处罚金额
１０９８９４６４元，增加 ２６８％。简易程序
案件处罚３９６件，罚款金额２５０００元；实
施物 品 暂 扣 ２３１９次，比 上 年 减 少
１１２％；实施先行登记保存１４２次，减少
６３２％。案件审查变更通过 ６件，审查
合格率为９９８％，案件定量指标完成率
为１０４８％。全年向区法院申请执行案
件１件，执行金额９００元。

■拆违控违　２０１２年是宝山区实施新一
轮拆违控违工作的开局之年，按照区委、

区政府提出的建立“拆、控、管”三位一体

工作机制的总体要求，完成市拆违联席办

和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年度拆违控违工作

任务。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强制法》以及《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

规定》，规范并加强对在建违法建筑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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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工作，区拆违办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

在建违法建筑查处工作的通知》，明确巡

查发现机制、采取扣押等相关措施、规范

拆违程序、源头长效监管、拆违社会宣传、

严格责任追究等６个方面内容。各街镇
结合单位实际，重点对涉及区域内群众关

心、人口集聚等矛盾较为突出的违法建筑

问题开展综合拆违整治行动。全年全区

共拆除各类存量违法建筑２２５０１４万平方
米，其中拆除新（在）建违法建筑１８０３１万
平方米，超额完成１５万平方米的年度任
务。区拆违办被市拆违联席会议办公室

评为先进单位。

■城市网格化管理　区网格中心系统平
台运行状况稳定，源头信息采集及时，案

件派遣处置良好，坚持“应发现尽发现，

应处置尽处置”工作原则，完善三级巡查

制度，主动靠前指挥协调，强化内部管理，

为持续改善市容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服

务市民群众发挥较好作用。至年末，中心

共立案 ８１６７５件，派遣 ８１６７５件，结案
８１６３６件，结 案 率 ９９９５％，及 时 率
９９２５％，在市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
平台各项运行指标中，位列全市１７个区
县前三位。 （范丽

!

）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６日，全绿办核查宝山区创模工作汇报会召开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供

绿化
■概况　２０１２年，全区新建各类绿地
１３４５公顷，其中公共绿地８０３公顷、居
住区绿地 １６６公顷、单位绿地 ３７６公
顷。至年末，建成区各类绿地总面积

４７１０８公顷，其中公共绿地总面积
１９９３５公顷，单位附属绿地总面积
１４９５８公顷，居住区绿地总面积７９９５公
顷，防护林带２６４７公顷，生产绿地５０公
顷，道路绿地１０７３公顷。人均公共绿地
面积由上年的２２２平方米提高到２２４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４２３％，
增加０１个百分点；绿地率达到４１３％，
增加０１个百分点。区级财政用于绿地
建设资金７７２７万元，比上年减少２５％。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宝山区于
２０１０年７月提出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区”目标。全区各街镇、农委、水务、房

管、绿化、宝钢等各部门，推进公共绿地、

生态公益林、苗圃、河道绿化、单位及部门

绿化建设，在创模 ３年（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
年）行动中，区镇两级财政共投入２９０１
亿元，完成各类绿地３８０５３公顷。开展
争创“全国绿化模范城区”万人签名活

动、绿化知识竞赛、摄影比赛、创模专题大

型演出、十佳绿化单位、十佳绿化小区、百

佳绿化家庭评选等活动，营造全民参与氛

围。通过各级各类媒体宣传报道、户外大

型广告、交通设施公益广告、摄影作品展、

插花艺术展等形式，宣传绿化建设和管理

成果；编制“绿满宝山映和谐”电视纪实

片、“绿·宝山”宣传画册和创模资料汇

编等申报材料。６月４日，通过上海市检
查组的预检。１０月１６日～１９日，完成全
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第二核查组为期四

天的创模核查。

■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　全年生态专项
建设新增３０３６公顷。完成宝山寺周边
环境整治、张庙一条街环境整治、吴淞工

业区绿化综合整治。永清公园改建项目

于１０月１５日开工，计划于２０１３年３月
完成。实施创模迎检线路绿化整治，完成

苗木补种１５万平方米，清理各类垃圾
３００余吨，线路绿化修剪、洒水、保洁、清
理枯枝断枝等养护保障到位。实施绿地

调整改造，完成区内绿地改造１２万平方
米，区界绿地改造４０００平方米，零星绿地
建设８５００平方米及整治绿地死角７９处。
完成林荫道创建任务，漠河路、密山路、上

大路３条道路被命名为上海市林荫道。
开展行道树整治，全年补种、更换、改造、

修剪行道树１０７８株，盖板整修、更新４９５
套。开展迎党的“十八大”绿化环境整治，

完成绿化景点５个、花坛花境３０余处、组
合容器花卉１５９组。对张庙一条街、罗溪
路、共和新路南?藻路上海婚礼中心等绿

地进行全面绿化改造，共计完成绿地提升

改造项目１２项，面积１７２公顷。严把树
木移伐、借用、占用绿地等行政许可关，全

年受理许可项目１３５项。优化花卉街景布
置，完成花卉布置面积４８００平方米。在沿
用世博期间“三大主题景点，一条景观道

路”的基础上，融合“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创建主题，引入夜间灯光元素，提升花卉景

点夜间的景观效果。

■开展群众绿化　年内开展以“发展低
碳经济，促进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植树节

宣传活动，共设 ９个宣传点、１５个植树
点，约有２５万人参加植树活动，共种植
乔灌木５万余株，面积约１５公顷。开展
“六进”（进军营、单位、学校、社区、村

宅、园区）服务，走进武警七支队、国家广

电总局５５３台、上海大学和各大社区，提
供病虫害防治、规范修剪、大树复壮服

务，举办技术指导讲座、插花展示等。吴

淞污水处理厂、东航、小鸽子幼儿园等６
家单位认养绿地５公顷，资金２万余元。
立体绿化建设全年完成１万余平方米，
其中屋顶绿化 ６２５０平方米、墙体绿化
３０００平方米、棚架绿化５６０平方米、沿口
绿化１５０平方米、窗阳台绿化１００平方
米。上海长江原水厂、真华幼儿园、泗塘

中学、区直机关幼儿园、上海环境物流有

限公司三分公司等 ５家单位创建成为
“上海市花园式单位”，吴淞污水处理厂

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单位”通过上海市

验收，并上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开展防台防汛绿化抢救　６月２８日、７
月２６日分别在漠河路东林路口、铁城路
开展防台防汛抢险演练，模拟因遭遇台

风袭击，造成多处行道树倒伏，堵塞交

通，影响道路车辆安全行驶的险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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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台风对宝山绿化影响较大，其中以第

１１号台风“海葵”最为严重。８月８日凌
晨“海葵”登陆后，区内普遍出现８～１０
级大风，长江口最大风力达到１２级。据
统计，“海葵”台风期间，全区灾受树木

约３８９万株，其中倒伏树木约 １２６万
株，倾斜树木约０６３万株，断枝、断裂树
木约２万余株。区绿化系统组建１５支
绿化抢救突击队，出动抢险人员１１８万
余人次，倒伏树木全部扶正。

■启动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程绿地一期
建设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程绿地建设
一期（简称南大绿地一期）位于南大大型

居住社区西北角。南大大型居住社区总

占地面积６２９８公顷，其中规划绿地面积
２５２８公顷。一期绿地面积约３０公顷，于
２月１５日开工建设，其中新建１６公顷。
该地块采用规则式与自然式相结合的设

计手法，因地制宜，通过合理的功能分区，

营造诗意彩林、绿岛折桥、游憩草坪、滨水

广场及可供居民健身活动休憩的景点和

空间。植物种植设计采用园林手法，融入

农林牧副渔内容，达到既经济又实惠的效

果，力争将该地块打造成一处具有现代风

格的城市休憩绿地。

■永清公园改建　永清苑位于双城路
２３４号，占地面积约 ２９８公顷，始建于
１９９５年，是上海市三星级公园。１０月，
对公园进行全园改造，计划于２０１３年３
月底竣工。此次改建将主园路由原来的

１８米加宽至２５米，在园内各级道路及
主要景点安装路灯。针对原有健身器材

散乱、隐蔽等情况，统一规划空地安装健

身器材。推广新优植物品种的应用，新

增再力花、花叶玉簪等１５种地被植物，
水生美人蕉、泽泻等８种水生植物。改
建后主要功能分区有银杏广场区、休闲

绿岛区、栈桥跌水区、杉林漫步区、运动

健身区、儿童游乐区及静怡养生区。

■宝山区生态专项建设　宝山区生态专
项建设全年投入资金６５亿元，完成新

增建绿面积 ３０３６公顷（不含改建面
积）。１０月２２日，启动顾村公园二期建
设。顾村公园是宝山区生态专项工程的

主体工程，公园一期１８０公顷于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建成并开放。２０１２年举办的第二
届“上海樱花节”共吸引１１６万中外游客
踏青赏樱，创下上海公园办节的新纪录。

公园二期年内有 ８０公顷区域施工，土
方、绿化完成过半。

■创建上海市星级公园　年内共有４座
公园参与上海市星级公园创建，共和公

园、友谊公园成功创建上海市四星级公

园，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顾村公园

成功创建上海市五星级公园。通过完善

公园管理制度、游客服务设施，顾村公

园、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

口科技馆分别于９月、１０月获得由全国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颁发的

“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称号，创造宝山
区旅游景区和星级公园级别之最。

表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绿地建设周期

项　　目 面积（公顷） 投资额（万元）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一、２０１１年结转项目

张庙一条街环境整治 ２．５ １１９４ ２０１２．４ ２０１２．１２

２０１１年吴淞工业区绿化综合整治 ３．２ ３４３ ２０１２．５ ２０１３．３

二、２０１２年新建项目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程绿地建设一期 １６ ６９５３ ２０１２．２ ２０１３．１２

宝山寺周边环境整治 １．８ ８４０ ２０１２．４ ２０１２．７

永清公园改建 ２．９ ５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２０１３．３

（杨　佳）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海江路牡丹江路口绿地灯光小品 区绿化管理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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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与邮政
■编辑　吴思敏

交通执法人员开展整治非法客运专项行动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交通运输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域内道路货物
运输企业有３５２７户，比上年增加２１户；
拥有运输车辆 ３１６４２辆，增加 ２６８３辆，
其中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５０户，运输
车辆１６１５辆；集装箱运输企业 ３９１户，
集装箱运输车辆１２８８０辆。汽车维修企
业有３６１户，比上年增加１１户，其中一
类汽车维修企业１５户，二类汽车维修企
业１６１户，综合性能检测站２户，三类汽
车维修业户１６９户，摩托车维修业户１４
户。公交线路１２２条，比上年增加３条；
公交车辆１８４６辆（空调车占１００％），增
加５１辆；线路里程１９１３８７５公里，增加
２３７７５公里。区域出租汽车企业２家，
运营车辆 ６７０辆。公共停车场（库）９２
户，比上年增加 ９户；停车面积 ８０２９３９
平方米，增加１４６７１５平方米；停车泊位
１９８７７个，增加２９４０个。全年共审批行
政许可３７８件，行政备案１１件，行政检
查监管 ６０２次，出动执法人员 １６８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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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行政许可３４２户。年审道路运输业
户２００４户，年审车辆２５７３５辆。完成货
运业态诚信考核企业６９户（其中货运场
站２０户，危运企业４９户），建立车辆技
术档案 ２２９０份。移送车辆超保案件
６６件。

■汽车维修管理　年内共办理机动车维
修经营行政许可 ２８户，发放合格证
２０８８３本。完成辖区内一、二类维修企
业诚信考核１５７户，一、二、三类维修业
户经营许可延续１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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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家汽车维修企业开展以“消费与安

全”为主题的“３·１５”维权活动，共接待
消费者 ７０４５人次，解答各类咨询问题
５０７个，发放宣传资料９７８５份，受理消费
者投诉１１８件；４３０３辆车享受到优惠折
扣工费，并为９６５２辆车提供免费检测、
免费洗车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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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路、７６２路、宝山 ２２路、宝山 ８６
路、宝山８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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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条，
分别为８４８路、５２路、８１２路、７６６路、７４１
路、宝山１９路、宝山１０路、祁宝线、宝山３
路。落实惠民措施，降低市民出行成本，

实施公交多级票价改制为单一票价线路

２条（宝山１６路、宝山２１路），落实宝山
１１７条公交线路和１８３０辆公交车公交换
乘优惠政策。全年共审批公交线路行政

许可８件。８月～１０月，组织开展“迎接
十八大１００天交通环境整治行动”，整治
老式站杆７０根、三角站牌１０９块、站牌信
息２１８张、站牌“黑广告”１６９４张。

■公共停车场管理　年内共受理公共停
车场（库）经营备案登记１１户，新增泊位

３６７７只，新增面积１６４６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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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万余元。完
成５６户公共停车场（库）诚信考核工作，
评出 ＡＡＡ级企业 １户，ＡＡ级企业 ５１
户，Ａ级企业 ４户。换发公共停车场
（库）备案证明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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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

全排查整治”“安全生产年”“安全生产

月”“十八大安全生产大检查”等各项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共出动执法人员

１６８６人次，检查各类企业６０２户次，发出
整改通知书２１份，移送案件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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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行政执法
■概况　 ７月１７日，根据《关于同意上
海市宝山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更名

的批复》文件精神，大队正式更名为上海

市宝山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交通执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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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大队发挥交通行政综合执法职能，

全面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目标和任

务。全年共计出动执法人员 １５７５０人
次，执法车辆４５５８辆次，检查车辆９０７６
辆，企业２１４户，立案２６６４件，累计查扣
非法客运车辆 ４３８辆（其中克隆车 ９
辆），接收公安移交涉嫌非法客运“四类

车”（助动车、二轮摩托车、电动三轮车、

残疾车）９８８辆。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日，交通执法人员稽查普货车辆 区交通执法大队／提供

■打击非法客运　年内重视非法客运整
治工作，继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１）
政府重视，加大投入。区政府多次听取

情况专项汇报，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措

施。全年区财政共拨款５５０万余元，用
于出租车候客区（４２万元）、禁停标志
（４５万元）和交通应急指挥中心（３６８万
元）的建设以及专项整治工作（１００万
元）。（２）部门配合，联勤联动。与区公
安（交警）、工商、质监等部门联勤、联

动、联合执法成为整治工作的常态模式。

各部门按照“同时间、同地点、同整治”

的工作原则，主动开展整治工作，有计

划、有组织、分阶段开展打击非法客运。

联合执法队伍全年共开展１１６次专项整
治行动。（３）主动作为，多管齐下。针
对辖区内吴淞国际邮轮码头、轨交站点、

商业网点等重点区域，组织力量开展固

守巡逻，实现非法客运“零容忍”区域的

长效管理。加强与区相关职能部门联

络，通过现场勘察和排摸，推进出租车候

客区和禁停标志建设，配合完成轨交一

号线富锦路站、宝安公路站和轨交三号

线水产路站等 ３处出租车侯客区及 １７
处１２７套禁停标志的建设。落实整治非
法客运进社区宣传活动，开展非法客运

“四个一”（一封公开信、一份劝告书、一

套宣传海报、一组案例动漫）、“四个进”

（进社区、进枢纽、进车厢、进学校）宣传

活动，向各街镇累计发放公开信１２万
份、劝告书５０００份和宣传海报３０００份。

■行业稽查监管　年内对八大行业保持
全面监管，规范执法。（１）紧抓省际客
运执法检查。开展“宝安一号”和“宝安

七号”省际客运专项整治，共检查车辆

７４辆，立案３９件。（２）开展货物运输车
辆整治。通过开展“宝安二号”重型、集

装箱运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以及“宝安

八号”和“宝安十二号”危险品货物运输

车辆专项整治行动，规范货运行业经营

秩序。（３）加强公交安全监管。通过开
展“宝安四号”和“宝安十号”公交专项

检查行动，共检查区域内１５条公交线路
（４２６辆次），同时对３２条补贴线路进行
考核，对于存在的问题要求企业加强内

部管理并及时反馈，提升服务水平。

（４）全面履行汽修、驾校、停车场等行业
监管职能。大队会同市执法总队对宝山

辖区内停车场、驾校、机动车维修企业开

展专项整治，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维护节假日和重大活动交通运营秩序
　年内重视安全工作，特别是节假日和
重大活动期间的交通运营秩序。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制定执法勤务方案，细化整治

措施，加强各项安保措施落实，完成春运、

清明、五一和中秋、国庆等重要节假日以

及“上海樱花节”“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

“国际邮轮靠泊”“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

赛”“上海旅游节开幕式”和“党的十八

大”等重大活动期间的交通保障工作。

（陈瞡晔）

水陆客运
■上海宝山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至
年末，公司拥有公交营运线路７１条，其
中普通公交线路５９条，专线１条，村村
通线路６条，社区巴士５条；拥有营运车
辆９８４辆，其中路线用车９６３辆，团客车
２１辆。全年运客数约１６４３９万人次，比
上年减少０６％；日均运客数约４５万人
次，减少０９％；全年行驶里程６３１９万公
里，日均行驶里程１７万公里。推进宝山
区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更好地适应和

满足宝山区居民的出行需求，宝山巴士

公司注重线网优化整合工作，全力为市

民打造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１月２０
日，５２路归并８４８路，同时调整５２路至
乍浦路，双向行驶四川北路并停靠原

８４８路站点。５２路中途改走淞肇路、淞
发路、淞南路、长逸路，淞南镇至大柏树，

原８４８路走向和停站由５２路全覆盖。５
月１２日，淞罗专线更名为宝山２１路，实
施无人售票，票价由原来最高６元的多
级制票价调整至单一制票价２元，降低
市民的出行成本。线路原营业时间、起

讫站、走向、停靠站均保持不变。７月７
日，宝山１０路调整部分行驶路段、走向
及停靠站点，满足盛桥地区居民的出行

需求，方便居民换乘轨道交通 ３号线。
１０月５日，祁宝线缩线至水产路，避开交
通堵塞点，保证线路正常营运秩序。１０
月２６日，宝山３路顾北路顾荻路终点站
延伸至宝菊路菊联路，实现顾村地区公

交与轨道交通７号线的衔接，方便居民
到华山医院北院就诊。１１月１０日，新辟
宝山８６路，解决罗泾地区村民的交通出
行问题。１２月８日，５５２路停运，同日新
辟宝山８３路，给罗南、杨北地区居民换
乘轨道交通１号线提供便利。１２月２９
日，罗南线撤销，完成政府部门公示的线

网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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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自２月起全
面取消，省际航线保持每日１班。公司及
时向滨江开发、水上旅游、现代物流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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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业务调整转型，总体经营形势平

稳。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全年到发旅客

１３４８万人次，比上年下降４１２４％。其
中，发送省际航线旅客８８６万人次，到达
旅客４４万人次，三岛车渡１月份仅有７３
辆次；停靠出发长江游船１９艘次，比上年
下降９５２％。春运期间，发送省际旅客
０７５万人次，下降３０５６％；三岛车辆５５
辆次，下降８７７２％。全年电子售票中心
出票４９６１万张，下降３２％。巴士高速吴
淞客运有限公司发车１３万班次，增加
２７４５％；完成客运总量２７０６万人次，增
加１９６％。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全
年接待游客１０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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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国际广

场”项目，总投资约３亿元，建筑面积约
３３万平方米，于１２月竣工。公司参股
的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年内接待国际邮轮航班６０艘次，出入境
游客２８３９万人次。年内，公司获上海市
“四星级诚信企业”、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宝山地区春运工作先进集体、宝山区拥军

优属模范单位、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安康杯”
竞赛（上海赛区宝山分赛区）优胜单位称

号。 （陈怿捷）

表１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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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上海吴淞长途汽车站发车时刻

序号 线路 时间 序号 线路 时间

１ 如东 ５∶４０ １２ 道县 ９∶００

２ 启东 ６∶５０ １３ 启东 １２∶５０

３ 滨海 ５∶４０ １４ 滨海 １１∶４５

４ 泰州 ６∶１０ １５ 江都 １１∶５０

５ 响水 ６∶００ １６ 黄冈 １５∶３０

６ 盐城 ６∶４０ １７ 商丘 １６∶００

７ 溧阳 ７∶００ １８ 汝南 １６∶００

８ 沈丘 ７∶００ １９ 界首 １７∶００

９ 商丘 ７∶００ ２０ 颍上 １７∶００

１０ 颍上 ７∶００ ２１ 霍邱 １６∶３０

１１ 沭阳 ７∶３０ ２２ 泗阳 １８∶００

（陈怿捷）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
公司完成客运量１８９万人次，与上一年
度基本持平；完成车运量４３４万辆次，增
加６５万辆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３６９６５
万元，增加１８８万元。公司运营的５条航
线中，吴淞—长兴、横沙、新河的客运量有

一定幅度下降；石洞口—新河的车、客运

量均有小幅上升，分别增长 ６７％和
５２％；长兴—横沙对江渡的车、客运量有
较大幅度上升，分别增长 ２４％和 １６％。
受长江隧桥自驾出行、公交线路、黑车分

流及恶劣天气停航等影响，全年高速船客

运量持续下跌。公司于年内对高速船航

班进行重新编排，将吴淞—长兴—横沙

的整合航线拆分，增加固定航班数。全年

吴淞—长兴开航７６９０航次；吴淞—横沙
开航７７３５航次；吴淞—新河开航２３１７航
次。石洞口—新河的车客渡开航５４８９航
次，基本与上一年度持平。长横对江渡航

线全年共计开航１９１０３航次，比上一年度
增长１３６％；客运量１２０５万人次，增长
１６％；车运量３６６万辆次，增长２４％；实
现营收１５６３万元，增长 ２０２％。在“国
庆”期间，长横对江渡分别创下单日开航

１０８航次、单日客运量８６５１人次、单日车
运量２４０７辆次的历史新高。

全年公司危险品运输共开航１２３次，
海葬祭扫开航 ４５次，其中车客渡船 ３５
次、高速船１０次；横沙岛夜间急救危重病
人开航３３次。租赁业务方面，吴淞客运
大楼与苏州市永达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租

赁协议，合约租期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至
２０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期１５年。５月，以
餐饮娱乐为主要功能的“瀛定１号”轮停
靠吴淞４号泊位，为期６个月；长横对江
渡码头租借创卓公司所属“沪电１号”靠
泊；高桥码头分别出租给邮汇实业和兴海

水上加油两家公司。管理和服务方面：

（１）加强硬件方面投入，安排“沪航１７”轮
作为替班船于４月份临时复航，有效盘活
运力并提高经济效益；长横对江渡长兴一

侧检票口加装遮雨棚，弥补露天高温和暴

雨天气排队候船的服务问题；借用堡镇港

６２米浮码头调到横沙客运站使用，解决
车客渡船的靠泊安全问题。（２）加强职
工职业技能培训，开展船舶一线人员和服

务岗位人员的重新考核与评聘，完成培训

４７２人次，其中一线职工３８５人次。（３）
优化服务细节，高速船组推出船期“小卡

片”等便民项目。长横对江渡严查“黑车

逃票”“超载少买”等乱象，以严格管理带

动服务和品牌的提升。（４）落实公共场
所环境卫生、环境保护、控制吸烟等各项

制度。为使企业员工结构更趋合理化，公

司于６月开展新一轮的职工协商解除劳
动关系工作，共有５８人自愿办理协解手
续，至年末在册职工人数为 ３４７人。年
内，公司参加全国“安康杯”竞赛活动实

现“四连冠”。 （沈嘉斌）

邮政
■概况　宝山区邮政局是隶属于上海市
邮政公司的一家二级建制单位，服务辖

区为宝山区全境，服务面积３０３４平方
公里，服务人口约２１７万人。２０１２年，区
邮政局内设５个职能部室，下辖１３个支
局、２７个邮政所、３个大宗邮件处理点以
及函件广告、电子商务、发行投递、代理

业务、集邮５个专业公司（局）和大客户
中心，从业人员１１８５人，劳动生产率为
３０９７万元／人·年。共有１３个党支部，
１４个团支部。全局投递邮路４２０条，其
中，信报合投邮路 ４００条，开箱邮路 ９
条，大户邮路 １１条；汽车投递邮路 １６
条，自行车投递邮路４０４条；单日投递邮
路总长度９４４８公里，设有信筒信箱２１４
个。全年完成业务收入３６７亿元，经营
利润２１７０万元，年末储蓄余额７２５４亿
元；发送函件６６４２６４万件，报刊累计订
销数９２６２２９万份。年内，该局获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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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改造一新的庙行邮政支局 摄影／毛晓杰

年全国邮政用户满意企业、２０１１年度全
国“安康杯”竞赛（上海赛区）优胜单位、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邮政公司安全生产先进
单位、２０１１年度上海邮政系统党风廉政
建设“六比”先进单位称号。友谊路支局

获２０１１年度第四届上海市“五一巾帼
奖”称号。

■邮政机构调整　３月 １日，根据上海
市邮政公司关于调整邮政机构设置统一

安排，区邮政局完成机构调整工作。此

次调整共划转２２个网点分别至新成立
的虹口、杨浦和闸北区邮政局，划转人员

包含职工１６１人、劳务工４５７人、离退休
１３２人。从人、财、物三方面保障机构改
革划转工作的平稳过渡，实现邮区与行

政区域的完全对接。

■形成“５＋１”业务经营机制　上半年，
区邮政局增设电子商务局和发行投递局，

与２０１１年筹建的函件广告局、代理业务
局、集邮公司、大客户中心共同形成５个
专业公司和１个中心并立的业务经营机
制。采用“５＋１”模式实行专业化发展
后，各专业公司集中精力发展本专业业

务，市场经营部和大客户中心统筹协调支

撑各专业发展情况，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区邮政局强调“效益为先”的发展理念，

推行各专业自控成本、算好一本效益帐，

并结合“龙腾２０１２”系列竞赛活动，对各
专业业务发展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撑，促使

五大专业发展均实现一定突破。

■开展“夕阳红”俱乐部社区居民活动
　５月２１日起，区邮政局下辖各支局分

别携手属地街道居委、派出所先后联合

成立１５家以社区中老年居民为对象的
“夕阳红”俱乐部，延伸邮政网点服务触

角。通过俱乐部活动，邮政员工对居民

进行反假币、防电信诈骗、健康保健、理

财规划等方面的知识讲授，在拉近双方

距离的同时，进一步宣传邮政业务。

■改善网点硬件设施　年内，区邮政局为
３７个营业网点安装多媒体视频播放系
统，为１１个网点安装排队叫号机，为２９
个储蓄网点新增现金扎把机、储蓄终端、

复印机等设备。实施推进“四进”（建议

进档，管理进级，服务进优，经营进位）网

点工程，按“精品网点”标准对庙行、吴淞

２个支局进行装修改造，按“标准网点”要
求对淞青、淞南、阳曲、大华二路和长浜所

５个网点进行装修改造。通过改善网点
硬件设施，提升对外服务水平。

■邮政服务入驻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
　２月２４日早晨６时，“全球十五大最豪华
邮轮之一”的世界顶级豪华邮轮———百慕

大籍豪华邮轮“钻石公主”号（ＤＩＡＭＯＮＤ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驶抵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码
头。区邮政局支持宝山区邮轮经济发展，

在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设立邮政服务点，

服务点由４人团队组成，其中２人曾进驻
“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园区邮政网点工作，
为出入境游客提供基本邮政服务。

■举行宝山红色之旅集邮展　６月 １９
日 ～２１日，上海市邮政公司“喜迎十八
大，红色文化年”主题巡展———宝山红色

之旅集邮展在区文化馆举行。区政府机

关、街道、集邮协会等各界集邮爱好者

６００余人参观展览。邮展以图片、邮票
形式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共展出

邮品８２框，涵盖建党、建军、解放区、新
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集

邮品，包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１５周年”“从小爱科学”等珍品邮票。区
邮政局结合此次主题开发《宝山红色之

旅》邮折、邮册，内含有宝山区红色景点

“淞沪抗战纪念馆”的个性化邮票、纪念

封、纪念戳，并增设临时邮局和纪念戳加

盖处。巡展向观众每人赠送一枚印有宝

山淞沪抗战纪念馆图案及加盖“吴淞灯

塔”巡展纪念戳的专用纪念封。

■举办“上海邮政就在您身边”巡展活
动　 １０月 ２７日，“上海邮政就在您身
边———２０１２年上海邮政服务平台巡展
（宝山专场）”在宝山文化广场举行。区

邮政局携手区文明办和区妇联，共同为

宝山居民打造一场精彩纷呈的巡展演

出。巡展通过播放《上海邮政四篇章》

和代理金融业务等宣传片，举行“母亲包

裹”现场募捐，开展邮政业务知识有奖问

答以及邮政业务现场设摊宣传咨询，将

现代化邮政的实力、形象和服务理念直

观地展示给广大用户。

■大华支局员工勇救落水群众　２月２４
日傍晚，一名少女不幸落入水中，所幸碰

到大华支局投递班组长张兴跃等人和其

他热心市民，齐心合力将女孩救起。２
月２６日，《新民晚报》报道张兴跃等人见
义勇为的英勇事迹，宝山电视台专程前

往大华支局进行采访并予以报道。

■高境支局成功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　
３月２２日１７时，家住江杨南路的退休职
工汤女士匆匆来到高境邮政支局，要求

提前支取一张未到期的１２万元定期存
单，并提出要拆成两笔６万元分别存入
自己的两个活期账户。支局营业员王海

芸心生疑窦，叮嘱汤女士要防范电信诈

骗。汤女士却径直走向 ＡＴＭ机进行转
账，一边还用手机说着“转账”“徐州公

安局”等敏感字眼。王海芸立刻拨打

１１０求助并拖延汤女士。在警方与高境
支局营业员的共同配合下，成功防范一

起案值１２万元的电信诈骗案。宝山公
安分局对邮政员工的工作责任心和安全

警惕性给予肯定，并专程向上海市邮政

公司送上“邮政职工为人民，火眼金睛识

骗局”的锦旗。 （毛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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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燃气·自来水
■编辑　吴思敏

石洞口第一电厂厂貌 石洞口第一电厂／提供

电力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至年末，
有员工１００３人，其中具有中高级以上技
术职称１２１人，占１２０６％。全年完成发
电量 ７７１００１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０３９％，累计发电量 １７３５２５６１亿千瓦
时；机组年利用小时 ５９３０７８小时。按
照上级公司“控库存、调结构、提效益”

的要求，电厂定期分析、密切关注，主动

应对燃料市场的变化，采购性价比高的

进口燃煤，加大经济煤种燃烧，有效降低

燃料成本，全年累计标煤单价同比下降

１６７０８元／吨，全年累计利润４１８亿元，
年度综合结算电价 ４５７１８元／兆瓦时
（含税），年售电收入 ２８４３亿元（含
税）。全年采购煤炭 ４０１７７０２万吨，全
年耗用原煤 ３９６７９７１万吨。综合供电
煤耗完成 ３３３８６克／千瓦时，比上年下
降０７克／千瓦时；综合厂用电率完成
５６３％，下降００９％。全年脱硫系统投
运率达到 ９９９％以上，脱硫效率达到
９５６％，废气、废水、固废等污染物均实
现合格排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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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安全无事故达到３６６天，累计连续安全
无事故１４２１天。年内进行＃２、＃１机组Ｃ
修及配套干排渣改造工程，＃３、＃４机组
脱硝改造工程开工。公司以创建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引领，提升

各项管理水平，开展燃料管理标杆电厂、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企业以及优秀节约

环保型企业的创建工作，稳步推进高效

机组改建工程的初可研阶段工作。完成

迎峰度夏发电任务，被上海电力公司授

予“２０１２年度迎峰度夏竞赛优胜单位”
称号。年内，第一电厂运行一值被评为

“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卫　东）

燃气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该公司
隶属于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至

年末，有职工９９０人，其中技术人员１４０
人，下设１４个部室、６个车间，固定资产
５亿余元。全年煤气产量为２５７６０万立

方米，达到上海城市人工管道燃气３２％
的供应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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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台蒸发
量各为１０吨／小时、压力为 １０兆帕的
燃气锅炉，９台往复煤气压送机，５台螺
杆式煤气压送机，日煤气生产能力达

１６０万立方米。用于生产调度的１万立
方米、１５万立方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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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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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城市规划总体要求，
加大企业转型力度，由燃气生产企业逐

步向燃气服务企业过渡，将下属６个车
间中的２个车间整建制转型，分别在杨
浦区和闸北区成立燃气安检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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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五零一控”安

全生产指标。 （吴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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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厂貌 摄影／顾鹤忠

长江原水厂实训基地 长江原水厂／提供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公司
系申能集团下属上海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煤气生产

及油品、液化气和化工产品的储存和分

装。至年末，公司有职工３３８人，其中工
程技术人员８８人。全年生产城市煤气
１０９８８０８万 立 方 米，比 上 年 增 加
２７６５０２万立方米；煤气最高日产量为
１１２６６万立方米。由市发改委核准的
《石洞口燃气生产和能源储备项目》为

上海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建

设一座３万吨级危险品专用码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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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年内建设完成。

１１月２７日，项目举行试运行投运仪式，
标志着一期项目正式试生产。公司是区

重要经济目标和消防重点单位，坚持安

全标准化和 ＯＨＳ两个体系建设，围绕
“确保煤气安全供应，确保仓储安全运

行”年度工作重点，保障煤气生产供应，

完善安全长效机制，推进仓储运行，逐步

开展转型转岗，规范实施各项管理，有序

推进企业各项工作。年内，公司被评为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治安安全合
格单位”，项目一期工程储罐安装获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优质安装工程申安杯
奖”，公司工程部获“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重
大工程立功竞赛优秀集体”称号。

（贝　蓉）

自来水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至年末，长江原水厂有职工１６８人，其中
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５０人。由于
青草沙凌闸支线运行冬、夏季模式，冬季

模式水量锐减，长江原水厂供水量有所

下降，全年实现供水量４８３５亿吨，比上

年减少０３８５亿吨，下降７３７％，比计划
水量下降 ５６％；平均日出水量 １３２万
吨，减少１１万吨；最大日供水量１６６４４
万吨，减少６６２万吨。年内成功抵御１
次咸潮，污潮３９次，出厂水氯化物浓度
严格控制在 ２５０ｐｐｍ以下，氨氮值在
０３ｐｐｍ以下。全年共完成１３台机泵大
修任务以及相关串调自控改造。年初，

第一取水泵站完成配电系统及自控系统

等一系列工程技术改造，建立无人值守

泵站；年中，陈行３５ＫＶ变电站加装报警
装置，现场采用视频监控，实行运行人员

及维护组员定时定期巡查相结合的巡检

值班制；年末，生产车间启用五班二运转

运行新模式，上述设备的更新改造和人

员管理的创新为运行科技化、人员集约

化提供可靠的保障。根据上海城投原水

有限公司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

的要求和部署，围绕安全生产进行全面

自查整改，强化风险管理和过程控制，注

重绩效管理和持续改进，并完成安全生

产标准化二级企业达标任务，企业规范

化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１１月，城投
总公司高技能人才工作会议在长江原水

厂召开，原水技能实训基地在长江原水

厂挂牌。长江原水厂实训基地利用公司

现有资源，配备先进的教学装置，成为培

养学员熟悉岗位规范、掌握生产工艺、提

高技能水平、革新创意实践、强化应变处

置能力、提高职业素养的理想场所。长

江原水厂重视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管

理，获宝山区健康单位和先进食堂称号。

凭借较大的绿化率、较为合理的绿化布

置以及独具原水特色的景观绿化，获宝

山区“十佳绿化单位”和上海市“花园单

位”称号。年内获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平
安示范单位”称号。第二取水泵站被共

青团中央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评定为“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全国青年安
全生产示范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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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２４人（中高级职称９
人）。全年完成总供水量４７１４万吨，比
上年增加 ０２３％；日平均出水量 １２８８
万吨，与上年持平；最大日出水量１５３５
万吨。在线仪表完好率、在线通讯设施

完好率、调度指令保证率、调度指令执行

率均达到１００％。年内为确保安全优质
服务供水，在高质量完成制水设备年度

大修的同时，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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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水厂俯瞰图 摄影／陈　勇

表１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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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５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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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０ １．８６ ９８．５ １００

泰和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４６ ３．１８ ３．０８ ９８．５ １００

（吴思敏）

建设，全面发动、全员参与、层层落实、巩

固提高，实现安全标准建设在生产过程

的全覆盖，保障企业财产和职工人身安

全，有效提升企业安全管理工作水平。９
月２４日，上海特麟安全事务所专家到厂
进行安建达标现场评审，按照《冶金等工

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评分

表》１９４条标准打分，最终得分８８１分，
在公司内率先通过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

企业评审。高峰供水期间，恰逢国家自

来水新国标１０６项水质标准正式实施，
吴淞水厂采取有效措施，对制水全过程

实行精细化管理，保证各工序水质处于

受控状态。实验室每天进行耗矾、耗氯

试验，将数据信息及时反馈到当班工人

手中，为合理投药提供依据。把好辅料

进货关，对每批次辅料的浓度进行检测，

杜绝不合格品流入。加强技术培训考

核，对检验人员进行质控考核，对当班工

人进行现场培训，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

型人才。投资１０１万元实施综合滤池排
污阀、聚硫氯化铝提升泵、低压配电柜及

应急电源、水质分析 ＰＨ计及分光光度
计检验仪器等制水生产设备改造项目，

投资２２万元完善厂区安全高清视频网
络监控、办公电脑及泵房操作室空调更

新。２月１５日，上海市职工文学创作基
地２０１２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吴淞水厂
召开，会议授于吴淞水厂“上海市职工文

艺创作中心———吴淞水厂基地”铭牌，成

为全市９家获此称号的单位之一，也是
唯一的一家基层企业。市总工会《主

人》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２期开设“上海吴淞
水厂本土文学作品选”专栏，刊登赵雪勤

《意境中的新江湾城》、奚晴蓉《微笑是

人类最美的语言》、邹绮云《天然氧吧鼎

湖山》３篇职工创作的文学作品。由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朱正国撰写序的《本

土文学精编》一书，由上海市职工文艺创

作中心———吴淞水厂基地编辑出版。年

内，吴淞水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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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单位”称号，吴淞水厂《十年磨一

剑，文化谱新篇》被上海市总工会授予

“第二届上海职工素质工程十佳品牌提

名奖”，吴淞水厂党支部被授予市国资委

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陈永昌）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至年末，有职工９９人，其中各类专业技
术和管理人员 ２５人。全年完成供水量
９８４８万立方米，比上年减少５４０万立方
米；日平均供水 ２７２０万立方米，减少
５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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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初，月浦水厂１０ＫＶ高
压配电站改造工程竣工投运。６月 ２５
日，月浦水厂建厂二十周年。９月２９日，
月浦水厂通过安全标准化建设二级标准

评审。１２月，月浦水厂被评为上海市治
安安全合格单位和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城
投总公司文明单位。 （郭红文）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至年末，泰和水厂有职工 １１９人，其

中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２９人。全
年供水总量２４７３６万立方米，比上年增
加１９７万立方米；平均日供水量 ６７６
万立方米，最大日出水量 ７６１万立方
米。出厂水平均浊度为００４６ＮＴ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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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 ２８日，在消毒工
艺流程中，把原来的氨瓶和氯瓶改为

次氯酸钠和硫酸铵投加，消除安全隐

患。年末再度被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

队评为“治安安全合格单位”，保持上

海市“平安单位”和上海市城市投资开

发总公司“文明单位”称号。

（严　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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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与文化
■编辑　刘　娴

科技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从区域发展战
略和城市转型发展需求出发，围绕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主线，强化产学研合作，推

动科技成果应用和产业化，实施重大科

技项目，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普及科学知识，促进区域科

技创新。年内重点做好对接长三角卫星

导航应用示范工程，开展老人、儿童定位

关爱系统的前期调研工作。加强对国内

外知名机器人企业的招商引资工作，制

定《关于加快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建设的

实施方案》，推动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建设

工作。优化区域创新环境，调整充实区

科技创新领导小组和区知识产权工作联

席会议，制定《宝山区贯彻〈上海知识产

权战略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实施计
划》，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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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９个细化管理办法。依托区域
内三条轨道交通线，制定《关于加快复旦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三号线）的实

施方案》《关于加快国家高技术服务产

业重点培育区—上海智力产业园建设

（一号线）的实施方案》《关于以国家文

化产业基地为引领加快文化科技旅游产

业带（七号线）发展的实施方案》等一系

列推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工作方案，确

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及目标，形成线上贯

通、点上集聚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

推行“节能五色管理法”，扶持节能降耗

资金１５亿元，完成重点企业电能平衡
测试２６户、节能工程改造３５项、企业清
洁生产试点审核３２户，节约标煤１０万
吨，超额完成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

年度目标，居全市前列。扶持创新政策

发挥效应，全年共投入科技经费３７６亿
元，占区级财政支出的３９９％。７８６８户
企业纳入“营改增”试点，减少企业税负

２１亿元。落实“１＋９”政策扶持资金

３１亿元，扶持项目１９９７项。支持企业
技改资金１亿元，带动企业先进装备投
入１５亿元。实行“人才租房、项目资助”
扶持政策。深化与高等院校、大型企业

战略合作，在全市率先发展智能制造装

备产业。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

区生产总值的４５％。新建２亿元中小
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平台，扶持新通

联、宝钢包装、相宜本草等企业上市，支

持和帮助中小企业发展。创新服务体

系，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

同创新机制，从“平台搭建、环境营造、利

益协调、信誉担保、服务提供”五个方面

着手，开展“专家教授企业行”“专业技

术对接会”“产学研合作沙龙”等活动。

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重点实验室、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

平台建设，年内与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

学等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对上海理

工大学等１０余所参与宝山区科技创新
活动的高校、院所、技术转移机构给予

４８万元奖励。至年底，宝山区先后与上
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华东

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１５家高校院
所建立合作关系，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新材料、先进制造、环境与资源综合

利用等技术领域，共开展产、学、研合作

项目近３００项，项目总体技术水平处于
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成为推动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年内扶持产、

学、研合作项目 ４０项，带动企业投入
７９００万元；新建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２
家、区级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家，预
计投入研发经费 ９５０１万元。全区共有
市、区两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１０家，院
士专家企业工作站４家。鼓励区内企业
使用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上的仪器设

备、图书文献等公共资源开展技术创新

活动，年内共有１８家使用市研发公共服
务平台大型仪器设施的企业得到市、区

二级财政补贴 ４９６万元。高新技术产

业加快发展，全区共有高新技术企业

１２５家。其中，年内复审通过高新技术
企业２７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３７家。
３家企业列入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
２１家企业入选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创新
型企业”，４人获第十七届“上海实施发
明创新成果优秀企业家”称号。列入国

家、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５４个，获各
类科技扶持资金１２００万元，其中国家创
新基金项目 １１个、市创新资金项目 １５
个。新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２５
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占１００％，带动
企业投入２８８亿元。２个项目获市科技
进步二等奖，１个项目获市科技进步三
等奖，６个项目入选“上海市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项目百佳”。完成各类技术交易

合同认定登记 １６１项，比上年下降
０７％；合 同 金 额 １７３５亿 元，增 长
６２２％。申请研发费加计扣除企业 １３４
家，加计扣除额３１５９亿元。

■举办产学研合作沙龙　１月 １８日，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产学研合作沙龙在宝山
区科技工作者之家举行，区发改委、区经

委、区财政局等相关单位领导，来自 １１
所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型企业的代表以

及市、区相关单位的代表共 ６０余人参
加。活动回顾２０１１年宝山区产学研合
作取得的成果，阐述２０１２年科技工作主
要目标和任务，对宝山区“ＪＳ－１００便携
式卫星通信系统关键技术”等４个获上
海市科技进步奖的科技项目和２０１１年
度“宝山区产学研合作示范企业”进行

表彰、授牌，并向宝山区首支科技特派员

队伍的代表颁发聘书，共有５１名来自各
高校、科研院所的副教授以上专家成为

宝山区首批科技特派员。

■举办“喜迎龙年闹新春”系列活动　２
月１１日～１５日，宝山区“喜迎龙年闹新
春”系列活动在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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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分设“龙年新春开馆日”“动感新春

电影日”“温故知新图书日”“新新媒体

狂欢日”和“心手相连亲子日”五大主

题，吸引约４０００名市民参与。

■组织开展技术对接活动　 ３月２２日，
宝山区组织医疗器械专场技术对接活

动，１０余家生产医疗器械企业的负责
人、技术人员到上海理工大学参观交流。

企业代表参观“现代微创医疗器械及技

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生物医学工

程、医疗器械工程、医学影像等多个实验

室，并进行座谈交流。上海理工大学专

家、教授介绍各自领域的技术发展信息

和可推广应用的科技成果。宝山区共有

生产医疗器械企业６０余家，其中规模以
上２０余家，其余多数是小型企业。针对
生产规模较小、创新能力较弱、市场竞争

力不强等问题，通过专场技术对接活动，

提供更多交流机会，为校企创新、合作、

发展搭建平台。９月２８日，宝山区在上
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举办“华东理工大

学—宝山区企业技术交流对接活动”，来

自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药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１０余名专家教
授与２０余名企业代表进行技术交流，部
分企业当场表达技术合作意向。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日，２０１２年宝山科技活动周开幕式暨第十二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海赛区
选拔赛启动仪式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举行 摄影／黄永庆

■成立宝山区青少年机器人活动中心
　３月３１日，宝山区青少年机器人活动
中心开馆仪式在宝山区少科站举行。宝

山区副区长陶夏芳、秦文波为中心揭牌，

区人大、区府办、区科委、区教育局、上海

市科艺教中心相关领导及区少科站、中小

学机器人活动特色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

代表等出席仪式。中心包含虚拟化、搭建

式和自主式三项机器人教育技术平台，三

个平台高低搭配、虚实结合、注重动手操

作。活动中心通过组织开展机器人知识

技能培训，机器人创意设计、制作和调试，

机器人竞赛和展示等活动，搭建宝山区中

小学机器人活动创新联合体重要平台。

■科普工作　２０１２年，全区科普经费总
额２２８５万元，完成“万人科普培训”“社
区科普益民计划”“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科普功能提升”３项区政府科普实事
项目。其中，“万人科普培训”全年举办

科普培训讲座 ４９０期，为 ２９５６１人次市
民提供免费培训。宝山科技节和全国科

普日活动举办２００余项科普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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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余家企事业单位、
１０多万宝山市民参与，集中展示宝山科
普活动的活力与魅力。５月 ９日，宝山
区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在宝山区人民政府

二楼会议室召开，２３家成员单位和各街
镇科普工作分管领导参加会议，副区长

秦文波出席并讲话。会议分别听取并审

议通过《关于举办２０１２年宝山科技活动
周的实施意见》《“科学嘉年华”活动方

案》的汇报以及《２０１２年区科普经费预
算编制说明》。共康八村、宝山五村创建

为国家级科普示范社区；罗泾镇、友谊路

街道被评为“上海市科研成果推广应用

示范社区”；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创建为

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ＡＡＡＡ级旅
游景点。

■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联盟成立　４月
１３日，“宝山区科普教育基地联盟”召开
成立大会。区人大副主任、区科协常务

副主席蔡永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

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秘书长张建卫到会

致贺词，全区各级科普教育基地、场馆代

表参加大会。联盟围绕“建立一个运行

机制、组建一个基地联盟、凝练一批特色

项目、拓展一批实践基地、建立一个网上

场馆”的场馆联建“五个一”工程，宝山

区２１家国家、市级、区级科普教育基地、
专题性场馆整合为一体，共建共赢，实现

科普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充分共享。至年

末，全区有市级以上科普教育基地 １６
家，其中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６家，市级
专题性科普场馆４家。其中，２０１２年新
认定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３家，新建市
级科普教育基地２家。宝山各级科普场
馆全年共举办科普活动约３００场，接待
参观约４５５万人次。

■举办全国科普日宝山区活动　９月１６
日，２０１２年全国科普日宝山区活动在上
海长江河口科技馆拉开帷幕。活动主题

为“感受科普，品味宝山”，宝山区科普

联席会议、区科普教育基地联盟成员单

位以及约 ２０００名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长江河口科技馆当天免费开放，共组织

举办科普旅游开放日、科普旅游“爱心公

益行”、食品安全知识巡展、“小小啄木

鸟 爱护普通话”、车模世界等一系列活

动。全年共印制并免费发放 ３０００册
《“感受科普，品味宝山”科普旅游手

册》，组织举办免费科普参观２０余场。

■举办“培育企业创新文化、促进企业创
新发展”论坛　４月２０日，宝山区科委、
区工商联、区知识产权局联合举办的“培

育企业创新文化、促进企业创新发展”论

坛在宝山区政府举行，宝山区科技企业、

基层商会等１００余人参加论坛，共同探
讨培育企业创新文化，促进企业健康发

展。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和市

科委体改处处长吴寿仁就国际、国内知

识产权发展趋势和现状，上海知识产权

十二五规划，知识产权在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创新型城市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市级

科技创新政策作专题发言，引导企业提

高自主创新意识，抓住转型发的契机，运

用好科技政策，调整企业发展方向。

■ ２０１２年宝山科技活动周开幕　５月
２０日，２０１２年宝山科技活动周开幕式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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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海赛

区选拔赛启动仪式在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内的贝壳广场举行，上海市科协

副主席王智勇，副区长秦文波，区人大副

主任、区科协常务副主席蔡永平等领导

出席，宝山区科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

街镇分管领导以及部分市民代表参加活

动。启动仪式对科普工作先进单位和个

人进行表彰，并向市民代表赠送《宝山区

科普旅游手册》。宝山科技活动周于 ５
月２５日闭幕，共组织１３８项科普活动。
其中，特色活动“宝山科学嘉年华”运用

高科技手段，通过智能家居、智慧社区、

低碳生活、科普剧展演、科普书籍展等展

示体验区，让市民充分感受科技的魅力。

■知识产权工作　全区全年专利申请量
共５３２６件，比上年增长３２％。其中，发
明专利２０３２件，增长７６％；实用新型专
利２８５６件，增长２２％。专利电子申请
率超过９０％，居全市前列。专利授权量
３７９３件，比上年增长 １２７％。其中，发
明专利８５３件，增长１３６％；实用新型专
利２５５４件，增长１０３％。年内评选表彰
第五届宝山区发明创造专利奖３５项、宝
山区专利产业化项目１０个、宝山区专利
试点单位１０家。会同市知识产权局、区
工商、文化执法等部门开展６次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

动，邀请专家为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制度

培训，并编发１０００多册《宝山区专利手
册》。８月２９日，宝山区知识产权联席
会议在宝山区机关办公大楼召开。上海

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吕国强、宝山区副区

长秦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区知识产权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和科长、宝

山区企业代表等８５人参加会议。会议
对宝山区第五届发明创造专利奖获奖单

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区知识产权局向联

席会议汇报《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
下半年工作计划》，工商宝山分局和区商

务委作交流发言。

表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获国家、市资金支持科技项目（科技、科普）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获国家、市资助 区资助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１项） Ｓ１０００切方机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 —

国家创新基金

（１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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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国家） —

３ＤＧＩＳ—４ＤＧＩＳ水利工程智能分析系统 上海泽武网络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

用于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ＭＸ３０００视频矩阵 上海安防电子有限公司 ６０（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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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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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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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国家） —

生化工程发酵罐搅拌装置的优化开发及应用 上海亚达发搅拌设备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高性能防回吸、阻氧性抑菌医用包装软管 上海诚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注塑成型汽车转向盘制造技术及设备 上海克朗宁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高精度全自动流动注射———气相分子吸收光谱仪 上海北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面向重污染行业的工业废水一体化无害循环处理设备 上海峰渡水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科技启明星计划

（２项）

基于ＧＩＳ的多视频源数据挖掘与联动控制技术研究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管青） ２０（市） —

汽车高强钢覆盖件冲压模具的表面新型改质技术开发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尹志坚） ２０（市） —

创新资金初创期项目

（５项）

预热器用高耐磨纳米陶瓷内筒 上海利尔鹏飞热陶瓷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１０

基于工作流和策略驱动的分布式网络漏洞管理系统 宝程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１０

云计算环境下的低功耗通用终端设备的研发 上海兆民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１０

基于独创引擎技术的融道网上融资贷款Ｂ２Ｃ对接服务平台 上海融道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１０

３ＤＧＩＳ—４ＤＧＩＳ水利工程智能分析系统 上海泽武网络有限公司 １０（市） —

创新资金一般项目

（１０项）

ＧＰＳ监控和物流配载综合平台 上海癑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新型无机轻质绝热材料—玻化微珠保温砂浆 上海建延节能建材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ＺＤ－００２Ｂ数字化直流电流调节器 上海智大电子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高精度全自动流动注射———气相分子吸收光谱仪 上海北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新型全自动高频齿轮局部淬火机 上海久鼎复合软管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高性能防回吸、阻氧性抑菌医用包装软管 上海诚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注塑成型汽车转向盘制造技术及设备 上海克朗宁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用于炼钢工程中温降降低的钢包全程自动加盖节能系统 上海久重工业炉窑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面向重污染行业的工业废水一体化无害循环处理设备 上海峰渡水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生化工程发酵罐搅拌装置的优化开发及应用 上海亚达发搅拌设备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１５

９１２

科　技



（续表）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获国家、市资助 区资助

市级小巨人企业
（２家）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１５０（市） １５０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１５０（市） １５０

市级小巨人培育企业
（１家） 上海宝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１００

西部开发科技合作
项目（１项）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轧钢厂冷轧含油及乳化液废水
处理工程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市） —

“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生物医药和农
业项目（１项）

“宝农系列”优质晚粳繁育体系及有机栽培技术 宝山区农业良种繁育场 ８０（市） ８０

“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信息技术与现
代服务业项目 （１
项）

复合型销售渠道订单一体化管理系统研发及应用
上海三毛国际网购生活广场贸易有限
公司

５０（市） ５０

“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信息技术与现
代服务业项目 （１
项）

面向云计算环境的低功耗关键技术研究 上海兆民云计算 １００（市） —

小　计 １６００ ７２０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国家、市资助 区资助

２０１２年全国科普
示范社区

庙行镇共康八村 ２０（国家）

友谊街道宝山五村 ２０（国家）
—

２０１２年科普教育
基地考核优秀

东方假日田园 ３０（市） — —

长江河口科技馆 ３０（市） — —

宝山区少科站 ３０（市） — —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３０（市） — —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科普
教育基地配合二期
课改拓展课程资源
资助

海军上海博览馆 ２７（市） — —

上海市科研成果推广
应用示范社区

罗泾镇 ３０（市） ５０ —

友谊路街道 ３０（市） ５０ —

上海市社区创新屋

庙行镇社区创新屋 ４７（市） １５ —

杨行镇社区创新屋 ３０（市） ２０ —

罗泾镇社区创新屋 ３０（市） ２０ —

科普大讲坛

关注食品安全 乐享健康生活 ０．３（市） — —

探索人体奥秘，追求健康人生 ０．３（市） — —

小　计 ３５４．６ １５５

合　计 １９５４．６ ８７５

■举办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　１０
月２６日，宝山区“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
研讨会”在长江河口科技馆举办，邀请上

海大学方明伦教授等沪上知名机器人技

术专家参加，宝山区副区长夏雨、区科

委、区经委、顾村镇等相关领导出席。会

上，介绍成立机器人产业园的背景、园区

基本情况、发展建设规划以及成立机器

人产学研合作联盟的设想。以上海大学

方明伦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团队对机器人

产业园的发展作发言。１１月，位于顾村

镇的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正式获上海市经

信委批准认定，成为全市首家以机器人

产业为主题的高新园区。

■举行２０１２科技馆管理发展论坛　１１
月 ６日，“２０１２科技馆管理发展论
坛———暨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开馆一

周年庆”在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举行。

上海市科协巡视员钱之广、上海科技馆

副馆长赵世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

记罗国振、宝山区副区长秦文波、区人

大副主任蔡永平等领导出席，区科普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各相关单位领导，市、

区科普教育基地联盟代表等 １５０余人
参加活动。副区长秦文波致辞，罗国振

与蔡永平为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华东

师范大学宝山文化创意研发中心”揭

牌，钱之广、秦文波为上海长江河口科

技馆“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揭牌。市科

委调研员杨平、上海有线电视台副台长

唐书林、市科协科普部部长刘健、市科

技馆展教处副处长唐先华、佰路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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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文化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监 ＳｔｅｖｅｎＨ
Ｂａｃｋ等５名专家围绕“国际场馆运行管
理情况”“上海市科技馆现状与发展”

“场馆多媒体应用”“科技馆展示教育”

“智能导览系统对展示服务的效率提

升”等进行发言，探讨科技场馆运营管

理方式，推进科技馆管理创新，实现“新

的提升、新的跨越”。

■举行２０１２第九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
展论坛　１１月 １０日，“２０１２第九届长
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在宝山区金仓

永华大酒店开幕。论坛由宝山区政府

主办，区委统战部、杨行镇、区科委（协）

承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曹锡康主

持论坛开幕式。论坛以“钢贸企业摆脱

生存危机的思路与方法”为主题，邀请

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王德培，

上海ＷＴＯ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总裁
王新奎，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广一等专家、学者和行业精

英，着眼于难点、热点问题，解读宏观政

策、探讨钢市现状及趋势、分享转型成

功实例、共商钢贸企业摆脱生存危机的

思路与方法，为钢贸企业家增强创新意

识、谋求新出路，更好地化“危”为

“机”，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提供专业

指导。

■举行沪台两地青少年科技教育论坛
　１１月１９日，由上海市青少年科普促
进会、台北中华学生学习成就测验协

会、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宝山区

教育局、宝山区科委（协）、宝山区青促

会联合承办的“２０１２年沪台两地青少

年科技教育论坛”在宝山区高境三中举

行。上海市青少年科普促进会理事长、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市科协巡视

员钱之广，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主任卢

晓明等领导出席，中国台湾青少年科技

教育代表团和市青促会、各区县青促

会、各区县校外教育机构的领导和专

家、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科技代表团、

宝山区有关学校的中小学校长、教师等

１５０余人参加活动。卢晓明作主旨报
告，区教育局副局长蒋碧艳博士、台湾

元智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刘宗

平教授作专题报告，与会领导、专家和

教师分别参加沪台两地教师论坛、校长

论坛、专家论坛 ３个分论坛活动，共同
探讨创新人才的培养，分享青少年科技

教育的成果和资源。

■“庄松林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　１１
月２２日，“庄松林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
仪式在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举

行，市科协副主席俞涛、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蔡永平为工作站揭牌，中国工程院

院士庄松林及其团队、市科协创新部、上

海理工大学科技处、区科委（科协）、城

市工业园区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霍

富公司总经理席德标简要介绍公司基本

情况及未来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人才

队伍培养的设想，并为进站工作的庄松

林院士及其团队颁发聘书。

■《宝山区科普基地建设（２０１２年）》白
皮书首发　１２月 ２５日，《宝山区科普
基地建设（２０１２年）》白皮书（简称“白
皮书”）首次发布。白皮书详细介绍宝

山区域内各科普基地概况和２０１２年各
项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宝山区科普教育

基地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和展望。白

皮书的编印为各科普基地交流经验、互

相借鉴提供平台，对进一步推进科普基

地的建设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科普

基地建设白皮书》的编印在全市尚属

首次。

■举行“２０１２·上海海洋论坛”　１２月
４日，以“蓝色经济 绿色发展”为主题的
“２０１２·上海海洋论坛”在宝山举行。
上海市海洋局局长张嘉毅，国家海洋局

东海分局副局长阿东，区委副书记、区

长汪泓，法国布莱斯特城市共和体副主

席麦克·拉比等领导出席并致辞，论坛

开幕式由市海洋局副局长沈依云主持。

区委书记斯福民，副区长夏雨，副区长

秦文波，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永平，

区政协副主席李小年，国内外的海洋界

专家、学者，有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领导等 ２００余人参加论
坛。市海洋局副局长沈依云，国家海洋

局北海分局副局长王斌，上海市水上旅

游促进中心董事长许培星，市交港局巡

视员朱建华就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

园区产业化建设以及海洋安全、海洋环

境应急处置发表主旨演讲。来自法国

布雷斯特海洋园区和澳大利亚海洋产

业协会的专家分别介绍各自国家海洋

科技园区建设发展和海洋产业发展情

况。部分专家在“邮轮经济与产业园区

发展”“海洋安全、环境与能源———暨中

法海洋学术讨论会”分论坛进行演讲。

（沈佳丰）

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高新技术企业

序号 单　位　名　称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序号 单　位　名　称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１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２ 上海亨钧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３ 上海西艾爱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４ 上海安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５ 上海中规钢材电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６ 上海壹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７ 上海澳马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８ 上海兆民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９ 上海钢之源电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１０ 欧唯特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１１ 上海度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１２ 上海踏瑞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１３ 上海管易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技术

１４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５ 上海宝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６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７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８ 上海华宇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９ 中冶赛迪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２０ 上海广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２１ 上海宝钢安大电能质量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２２ 上海易饰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２３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２４ 上海金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高技术服务业

２５ 上海振华焊割工具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６ 上海航发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１２２

科　技



（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序号 单　位　名　称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２７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８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９ 上海浪潮机器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０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１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２ 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３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４ 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５ 上海东大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６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７ 凯泰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８ 上海美钻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９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０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１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２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３ 上海东新冶金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４ 索肯和平（上海）电器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５ 上海宝松重型机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６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７ 上海宝灵超亚电器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８ 上海大隆机器厂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９ 上海三荣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０ 上海智大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１ 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２ 上海宝钢铸造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３ 上海天怡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４ 上海盈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５ 上海宝钢车轮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６ 上海百特机电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７ 上海宝临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８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９ 上海三邦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０ 上海亚达发搅拌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１ 上海宝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２ 上海市通用机械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３ 上海法维莱交通车辆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４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５ 上海久能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６ 上海耀秦冶金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７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８ 上海奥格利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６９ 光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０ 上海东方威尔阀门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１ 上海唐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２ 上海中冶横天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３ 上海丰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４ 上海巨良电磁阀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５ 法中轨道交通运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６ 上海索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７ 上海汇鸿智能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８ 上海山特姆电气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７９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０ 上海马拉松—革新电气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１ 上海家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２ 上海稳健压缩机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３ 上海阀门五厂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４ 上海东震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５ 上海埃维玛阀门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６ 美钻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７ 上海宝产三和门业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８ 上海赫丁格热处理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８９ 上海通用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９０ 上海山弈冶金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９１ 上海飞和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９２ 上海亚泰仪表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９３ 上海艾多维钢铁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９４ 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９５ 上海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９６ 上海凯迪克航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航空航天技术

９７ 上海试四赫维化工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９８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９９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０ 上海景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１ 上海爱普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２ 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３ 上海泰雷兹电子管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４ 上海百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５ 上海湖碧驰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６ 上海森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７ 上海雄博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８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０９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０ 上海宝钢磁业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１ 上海杨行铜材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２ 上海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３ 上海过滤器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４ 上海国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５ 上海新大余氟碳喷涂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６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７ 上海联合气雾制品灌装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８ 上海飞驰铜铝材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１９ 上海图博可特石油管道涂层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２０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２１ 上海洛克磁业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２２ 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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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序号 单　位　名　称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１２３ 上海诚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２４ 上海海隆防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２５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２６ 上海德宝密封件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２７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２８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２９ 上海科德轧辊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０ 上海涌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１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２ 上海钢之杰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３ 上海月月潮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４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５ 上海富驰高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６ 上海华普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７ 上海宝钢型钢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８ 上海安美特铝业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３９ 比尔安达（上海）润滑材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４０ 上海剑徽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４１ 上海超高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４２ 上海品兴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４３ 上海安泰至高非金属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４４ 上海捷云新型石材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４５ 上海精锐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 新材料技术

１４６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１４７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１４８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１４９ 上海朗骏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１５０ 南亮压力容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１５１ 上海久安水质稳定剂厂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５２ 上海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５３ 上海凡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５４ 上海西重所重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５５ 上海海笠新型建材发展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５６ 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５７ 上海宝冶钢渣综合开发实业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５８ 上海宝钢气体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５９ 上海斯纳普膜分离材料有限公司 资源与环境技术

表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科技进步主要指标

项　目 单　位 完成数 比上年增减％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３７６９６ ２３．４％

科学技术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比例 ％ ３．９９％ ９．６％

获上级部门科技项目数 项 ５４ １７．４％

获上级部门科技项目经费额 万元 １２００ －１６％

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数 家 ３７ ４８％

民营科技企业数（参加统计） 家 ２８５ ４３．２％

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数 家 ３ －５０％

区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数 家 未评 —

市创新型企业数 家 ２１ １６２．５％

专利申请数 件 ５３２６ ３．２％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 ２０３２ ７．６％

专利授权数 件 ３７９３ １２．７％

　 其中发明专利授权数 件 ８５３ １３．６％

１０万人授权专利数（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件／１０万人 ２００ ７％

科技成果转化数 项 ２５ －２４％

企业享受研发经费加计扣除额 万元 ３１５９００ ５０．６％

（沈佳丰）

气象
■概况　宝山区气象局是科技型公益性
事业单位，宝山气象站是国家基本气象

站，是代表上海地区参与世界气象资料

交换的唯一气象台站。宝山区气象局主

要承担地面与高空气象探测、本地天气

预报、预警服务及气象防灾减灾管理等

工作。至年末，区气象局共有职工 ３１
人，其中本科学历以上职工２５人、研究
生学历以上 ７人，分别占职工总数的
８１％和２３％。区气象局坚持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服务，认真做好

政府决策服务和公共气象服务，为宝钢、

吴淞国际邮轮港等重点企业单位以及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樱花节等大型活动

提供专业专项气象服务。宝山区气象局

注重气象科普知识宣传，于２００３年建成
的宝山气象科普馆是上海市科普教育基

地，全年对市民免费开放；在学校、社区

组织气象灾害应急演练，熟悉气象防灾

流程，防患于未然；通过气象科普讲座普

及气象基础知识，传授气象防灾技能，提

高全社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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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宝山气象”新浪微博　３月 １
日，“宝山气象”新浪微博正式开通，全

年共发布各类信息 ９００余条，拥有
６５００余名“粉丝”。利用这一新型互
动平台，在“３２３世界气象日”“５１２
防灾减灾日”、科技节、宝山科普基地

联盟等一系列活动中加强社会互动、

宣传气象知识，并为广大市民提供“气

象与科普”“气象与生活”“气象与健

康”的知识。

■开展为农气象服务　２０１２年“三
夏”（夏收、夏种、夏管的合称）期间，

区气象局及时与区农委沟通，每天向

区农委、各农场、粮食生产大户等发布

３天滚动天气预报短信；结合抢收时
间节点，发布“三夏”天气趋势预测。

利用“宝山气象”新浪微博，在小麦抢

收关键时期，及时提供气象服务与决

策建议，为宝山区连续６年夏收“颗粒
归仓”做出贡献。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日，“龙腾宝山闹元宵”中国文联、中国视协送欢乐下基层活动在宝山举行
摄影／蔡　康

■“气象联合体”活动不断创新　３月２３
日，联合宝山区委党校，共同开展“３２３
世界气象日”主题活动，社区居民、联合

体师生、军民共建单位官兵、气象信息员

等共计３００余人参与活动。５月１２日，
联合区科协、区教育局、少科站、气象联

合体学校等单位，共同开展“５１２全国
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并邀请深圳气象

局、西藏气象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专

家通过视频连线，观摩、指导，扩大社会

资源共享度，提升“气象联合体”影响

力。 （高建芳）

文化艺术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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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８９３６４册。区级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主要有区文广中心、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区文化馆、月浦文化馆、区图

书馆等，总面积６万多平方米（新建成的
图书馆１０２７３平米）；区级文化事业单位
从业人员４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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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人。全区居民小区、行政村文化
活动室４１２个，面积５２６６３平方米，覆盖
率达１００％。至年末，区公共文化设施
总面积３３０３３２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６７３
平方米。社会文化娱乐场所有电影放

映场所１０家，演出场所７家，娱乐场所
３６３家（其中棋牌室１００家），出版物零
售出租网点１１８个（音像和书刊自２０１２
年起合并为一张证），网吧１３９家，印刷
机构２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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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区文广局党委
书记曹正兴获“全国国有文艺院体制改

革工作突出贡献个人”称号；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博览馆获全国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通过的“国家 ４Ａ
旅游景区”称号。

■开展百场文化下乡活动　全年共组

织开展百场文化下乡活动，其中宝山沪

剧艺术传承中心（原宝山沪剧团，５月
份改制为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排演

的传统沪剧，深入农村、社区和重大工

程现场，观看３万余人。新创排演的大
型现代沪剧《挑山女人》在全市演出２６
场，公益电影放映 ４３５５场。文化资源
总计配送 ６３０场（次），深入农村开展
“幸福照·惠乡民”文化送温暖活动，免

费为罗泾镇等２３个村宅、３５０多名老人
拍摄制作个人照、夫妻照、全家福。

■举行送欢乐下基层活动　２月２日，
“龙腾宝山闹元宵”———中国文联、中国

视协送欢乐下基层活动在宝山体育中

心篮球馆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夏潮，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

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赵化勇等中国

文联、视协领导；市文联党组书记宋妍，

市文联副主席、上海视协主席穆端正等

上海文联、视协及市有关部门领导；区

委书记斯福民，副书记、区长汪泓，副书

记袁鹰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区各委办局

领导、各街镇领导、先进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各界代表以及三千多名

宝山群众一起参加此次闹元宵活动。

区长汪泓和中国视协驻会副主席、分党

组书记张显分别致辞。活动由中央电

视台主持人赵保乐、冀星主持，田华、李

谷一等一批全国著名的文化艺术工作

者以歌舞表演、即兴朗诵、现代魔术、电

影片段再现等节目给宝山人民献上一

场精彩的文化演出。活动期间，区政府

组织中国文联、中国视协领导及艺术家

们参观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长江河口科技馆

等特色场馆。

■成立宝山区收藏家协会　３月 ６日，
宝山区收藏家协会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博览馆举行成立仪式。市文广局副局长

王小明，副区长陶夏芳，市收藏协会会长

吴少华等出席活动。宝山区收藏家协会

会长周忠明作题为《搭建平台，促进交

流，创建宝山收藏爱好者的精神家园》的

发言。区收藏家协会下设字画、陶瓷、明

清家具、珠宝玉器、奇石、紫砂、钱币和杂

项等８个分会，初期吸纳会员７０余名。
区收藏家协会依托广大会员，通过不定

期开展不同主题的收藏知识培训交流、

举办收藏品展览活动、定期出版《宝山收

藏简报》等形式，把协会办成广大收藏爱

好者的精神家园。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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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
　５月１８日，宝山区２０家博物馆、纪念
馆、博览馆、陈列馆，围绕“处于变革世界

中的博物馆：新挑战、新启示”主题，在区

文化馆广场集中开展“５·１８国际博物
馆日”宣传活动。这是宝山区首次整合

多方面的文博资源，以联展的形式，集中

展示宝山近几年文博事业发展成就，促

进文博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加深公众

对宝山区历史文化和新时代博物馆的了

解与认同，提升博物馆服务社会、服务大

众的能力和水平。副区长、区文物管理

委员会主任陶夏芳等领导及４００余名宝
山各界代表参加活动。活动中，２０家博
物馆（陈列馆）在现场做馆情展示、接受

咨询、免费发放宣传资料和参观券，宣传

《文物保护法》《博物馆管理办法》等文

化遗产和博物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

公约；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在现场举办

文物、历史知识有奖竞猜活动，吸引市民

驻足观看、争相抢答。

■吹塑版画《石库门 ＮＯ７：夏日》入选
“全国美术作品展”　５月１８日，为纪念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发表７０周年，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全国

美术作品展”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开幕。区文化馆研究馆员龚赣弟的吹

塑版画《石库门ＮＯ７：夏日》成功入选。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副主席伊廷向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捐献个人收藏品
摄影／黄永庆

■淞沪抗战８０周年珍贵历史影像播映
　５月２８日，由民革上海市委、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和上海音像资料馆联合举

办的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０周年
珍贵历史影像播映会在上海淞沪抗战纪

念馆举行。民革上海市委、宝山区委有

关领导，谢晋元、张自忠等淞沪抗战先烈

后裔和宝山中小学生、驻区部队官兵代

表１５０多人参加播映会。上海音像资料
馆从民间收集到的这段影像资料，首次

披露并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

战士追悼大会情景，时长１分多钟，所拍
摄事件为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８日，反映国民
军第十九路军、第五军以及苏州各民众

团体，联合在苏州公共体育场举办淞沪

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场景，包括何香

凝、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张治

中、陈铭枢等在内的５万余人参加。

■开展２０１２宝山·嘉定读书月活动　５
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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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图书馆共同承办

的“共享知识·同创和谐”２０１２宝山·
嘉定读书月在嘉定区影剧院开幕，６月
２７日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闭幕。
活动期间，共开展“快乐阅读·给力生

活”演讲比赛、“拥军赋诗韵·和谐颂新

篇”部队诗歌朗诵会、“诵读经典·传承

文明”国学知识竞赛决赛３项互动重点
项目，以及成长励志、公众参与、讲座培

训、书香进军营４大系列活动和多项街
镇活动。

■举行传统皮影戏艺术展　６月 ８日，
为纪念６月９日第七个“中国文化遗产
日”，发扬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由上海市

文化艺术档案馆和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馆共同主办的“记忆中的灯影”———

传统皮影戏艺术展在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博览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上海文化

艺术档案馆馆藏的皮影作品１８０余件，
包括老的驴皮皮影、牛皮皮影、皮影头及

皮影道具等。以镜框装裱的形式展出，

让观众能更近距离的欣赏到皮影的细

节；同时，通过文字说明介绍，让观众对

皮影历史发展、制作、造型特点有所了

解。开幕当天，来自七宝的皮影艺人们

带来精彩的皮影戏表演，让观众体会到

皮影艺术的魅力。

■举办 ２０１２年“滨江欢歌———十佳歌
手”评选大赛　６月２９日，２０１２年“滨江
欢歌”宝山区“十佳歌手”评选大赛决赛

在区文化馆举行。著名声乐教育家、上

海音乐学院声乐教授、硕士生导师石林，

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声乐教

授、硕士生导师高晓东等担任评委。本

次大赛历经２个多月，参赛选手来自区
内多个行业，经１２场初赛、２场复赛，共
选拔出２０名选手进入决赛。区民政局
选送的孔佳、顾村镇选送的许建英获金

奖；银奖３名、铜奖５名；并评出优胜奖
１０名，组织奖１５个单位，优秀组织奖２
个单位。

■举办伊廷先生个人收藏捐赠仪式暨
“织与绣”中外民间手工艺展　７月 ２
日，伊廷先生个人收藏捐赠仪式暨“织与

绣”中外民间手工艺展开幕仪式在上海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举行。联合国

教科文国际民间艺术组织副主席伊廷将

自己历年来珍藏的近５０套各国民族服
饰、乐器和手工艺品无偿捐赠给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收藏展示。区委

副书记、区长汪泓代表宝山区接受捐赠，

并向伊廷颁发荣誉证书。上海大学校长

罗宏杰、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副局长

王小明，区领导袁鹰、陶夏芳出席仪式并

为展览开幕剪彩。此次展览由伊廷先生

促成比利时传统民间手工艺“蕾丝”到

宝山，与中国水族马尾绣在上海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同台展出，共展出蕾

丝作品１８７件，由比利时阿托菲尔蕾丝
学校提供，包括粗造花边、狭条花边、克

鲁尼花边、弗兰德斯花边、花式花边、梅

希林花边等各种类型的花边；按用途分

有十六世纪末期服饰、婚纱上装、挂毯、

方形披肩、桌布、桌垫等；马尾绣作品５６
件，由３名来自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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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尾绣传承人提供，包括马尾绣的传

统应用，如水族人背小孩用的背带（水语

称为“歹结”），翘尖绣花鞋（水语称为

“者结”）、小孩帽福、女性的套装、围腰、

胸牌、童帽、荷包、刀鞘护套等，以及运用

马尾绣技艺的现代生活用品，如女靴、领

带、纸巾盒等等。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沪剧《挑山女人》在区委党校首演 区文广局／提供

■《悲情杨派暖人间·杨飞飞》首发　７
月３１日，由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区文广
局策划组织的“今生只为沪剧生，留得杨

派在人间”———缅怀著名沪剧表演艺术

家杨飞飞追思会暨《悲情杨派暖人间·

杨飞飞》一书首发式在上海宾馆举行。

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杜松全等参加并讲话，市

戏剧界代表、杨飞飞的学生、同事、好友

代表等到会。著名笑星王汝刚、沪剧演

员马莉莉、华雯等从不同角度追述杨飞

飞的人品、艺品以及她对沪剧事业所作

出的贡献。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写、凌寒所著的《悲情杨派暖人间·杨飞

飞》是海上谈艺录系列丛书之一，全书近

１４万字，共分１４章、艺术访谈和艺术传
评两部分。全书以长篇人物传纪的形式

较为全面地记述沪剧名家、沪剧流派杨

调创始人杨飞飞的艺术和人生。

■举办２０１２台湾跨世代工艺薪传上海特
展　９月１日，由中国台湾工艺研究发展
中心、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共同主办的

“２０１２台湾跨世代工艺薪传上海特展”在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幕，这是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首次举办海峡

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副区长陶夏芳、中国

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蔡湘等出席

仪式并为展览开幕剪彩。本次展览精选

台湾地区在传统和创新领域最具特色的

６５件工艺作品，借用“定格”的概念作为
主题，以台湾老、中、青三代工艺家的作品

对话为主轴，意在捕捉台湾工艺的精彩瞬

间，让观众看到不同形式的台湾工艺作品

在同一个时间点交错并置的精彩样貌，呈

现出台湾工艺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展览作品由２７名台湾知名工艺家创作完
成，材质包含陶艺、木艺、金属工艺、玉石

工艺、纤维编织工艺、漆艺和复合材料等，

其中多件作品获台湾地区乃至国际工艺

和设计竞赛大奖。

■宝山区图书馆新馆正式开馆　９月１２
日，区图书馆新馆开馆仪式在图书馆一楼

大厅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上海

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区委书记斯福民，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静共同按下新馆开馆启动按钮。市文

广局副局长王小明，区委副书记袁鹰，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松全等出席仪式并

为区图书馆志愿者颁证。副区长陶夏芳

主持仪式，来自全市各区县公共图书馆、

区各委办局、各街（镇）及志愿者代表等

１８０余人参加。在开馆活动中，举行“朗
诵，让阅读更‘声’动”———《读者文摘》

十年精粹朗诵会，梁波罗、陆澄、陈燕华、

刘家祯、狄菲菲等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悉

数亮相；在五楼展厅内展出有关上海的

９０多件老期刊创刊号和老建筑照片，再
现“海纳百川、包容开放”老上海风情。

作为国家一级图书馆，宝山区图书馆新馆

建筑面积１１０００平方米，设计馆藏量７０
万～８０万册，读者座位１３００个，日接待读
者能力约３０００人次。新馆以物联网、云
计算平台、个性化服务为发展方向，体现

高效、适用、安全、舒适的基本原则，是一

座具有较高数字化水平的、综合性、多功

能、多载体、智能化的城市公共图书馆。

新馆采用ＲＦＩＤ（无线射频识别）系统，通
过自助借还实现快捷、方便的图书借阅

服务。

■沪剧《挑山女人》首演　１０月２６日，
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区妇联、区文

广局共同举办的大型原创现代沪剧《挑

山女人》首演仪式在区委党校礼堂举行。

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季国平、《中

国戏剧》杂志总编赓续华、著名戏剧评论

家龚和德等中国文联领导，市纪委副书

记徐文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市妇

联主席张丽丽、市委宣传部重大创作办

公室副主任马博敏、上海国际艺术节中

心艺术总监刘文国等市领导和专家，区

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区人大主任张静等

区四套班子领导、各街镇、委办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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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区媒体记

者、社区群众代表等近６００人参加首演
式。由宝山沪剧艺术传承中心排演的

《挑山女人》以安徽省齐云山唯一的女

挑夫汪美红的感人故事为题材，通过表

现主人公面对困难的担当与坚守，倡导

和弘扬感恩回报的大爱精神。该剧由全

国戏剧“梅花奖”、上海戏剧“白玉兰奖”

得主华雯主演。首演结束后，该剧在全

区进行公演，至年末共演出２６场。

■《历史亲历者———淞沪抗战》制作完
成并播放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８０
周年和“八·一三”淞沪抗战７５周年之
际，宝山区广播电视台与上海广播电视

台（上海音像资料馆）合作完成历史文

献纪录片《历史亲历者———淞沪抗战》

的制作。该片共分５集，每集２０分钟，
共１００分钟。该片在宝山电视台播放
后，由上海五岸传播公司公开向社会发

行，并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播映。《历

史亲历者———淞沪抗战》以大量珍贵的

影像资料再现真实历史，通过众多亲历

者的回忆、口述还原历史，有许多影像资

料是首次公之于众。

■举办“乡音绕滨江”第二届沪剧电视
大赛　１０月２３日，“乡音绕滨江”宝山
区第二届沪剧电视大赛总决赛在宝山

区广播电视台举行。区委副书记袁鹰，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松全，副区长

陶夏芳出席总决赛并颁奖。该沪剧大

赛将百姓参与、才艺展示、现场互动等

形式融为一体，给宝山广大沪剧爱好者

搭建一个展示自我才华的舞台。自 ６
月开始，历时 ５个月，辐射 １００余个社
区，共吸引 ２８３名沪剧票友报名参赛，
６０００多名戏迷现场观摩。经过海选、初
赛、复赛，选拔出１２名选手在决赛现场
演绎《绣荷包》《放水墩》《茫茫大海》

《壮志凌云》等经典选段。罗店镇的王

明华以及月浦镇的杨美芳、张海英获金

奖。决赛现场，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

王派传人刘银发以及杨派传人赵慧芳

登台演唱。

钱庆作品《赴汤蹈火》获上海第十一届国际摄影艺术展纪实组银奖 区公安分局／提供

■举办“江、浙、沪、台”两岸四地手工艺
精品展　１０月２５日，由区文广局、上海
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台湾

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共同主办的“江、浙、

沪、台”两岸四地手工艺精品展在上海宝

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开幕。市文联副

主席、巡视员迟志刚，市文广局副局长王

小明，市文联副主席、上海民间文艺家协

会主席何承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

松全，区副区长陶夏芳等出席仪式并为

展览开幕剪彩。，该展览作为第十四届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项重要展览活

动，也是两岸四地手工艺精品首次同台

展示，集中展示长三角地区和台湾极具

文化特色的手工艺代表之作，包括木雕、

石雕、陶艺、布艺、竹艺、漆器、纸艺、金属

工艺、刺绣等９大类手工艺品，展品总数
近２００件。参展作品既体现各地本土传
统手工艺的特点，又揉合现代设计元素，

融艺术性、时尚性和生活性于一体。

■举行“滨江欢歌·和谐之声”群众合
唱比赛　１１月３日，由区委宣传部、区
文广局联合主办的“滨江欢歌·和谐之

声”宝山区群众合唱比赛在区文化馆举

行。大赛由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徐景

新、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奚其明，以及上

海音乐家协会合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何

剑平、秘书长郑会武、老年部部长陈学知

等５名担任专家评委。此次合唱比赛自
９月份筹备开始，历时２个月，共吸引近
３０支合唱队伍报名参赛，近１５００人参与
比赛活动，辐射宝山１００多个社区。大
赛以街镇为单位，由１２个街镇分别选出
一支优秀合唱队参加决赛。各参赛队伍

均需演唱两首参赛作品，一首为指定曲

目《打起手鼓唱起歌》，另一首为自选曲

目。顾村镇合唱队获大赛一等奖，淞南

镇合唱队和月浦镇合唱队获大赛二等

奖，高境镇合唱队、庙行镇合唱队和吴淞

街道合唱队获大赛三等奖，其余各队获

大赛优胜奖。

■举行第八届宝山区文化经营场所“七
彩杯”企业风采大赛　１１月６日，作为
宝山区２０１２“滨江欢歌”十大文化活动
系列之一，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联

合主办，区文化经营管理协会、区文化

市场管理所、区文化馆和宝山电视台共

同承办的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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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区文化馆一楼剧场举办。该大赛共

吸引３１家单位的６６个节目参加，经过
初赛、复赛，胜出的 １６家单位的 １８个
节目在展演现场较好演绎企业风采，有

效弘扬“阳光娱乐、精彩纷呈、积极进

取、奋发向上”的文化娱乐市场精神。

其中，鼎天娱乐有限公司的大合唱《今

天是你的生日》获最佳人气奖，罗商娱

乐有限公司的舞蹈《江南雨》获最佳表

演奖，震撼娱乐有限公司的女声独唱

《为祖国干杯》获最佳艺术奖。

■宝山科技园获“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称号　１０月２４日，上海宝山科技园
获第五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授

牌仪式在大场镇举行。市文广局副局

长贝兆健和副区长陶夏芳出席揭牌仪

式并讲话。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２年，大场镇
尝试以动漫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从

化学工业、仓储业集中地区，快速转型

为动漫产业品牌集中的文化产业集聚

区，并在宝山科技园内创建第一个产业

“园中园”———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

园区内汇聚国内外动漫文化企业 ２００
余家，形成动漫原创、动漫出版、动漫游

戏、动漫生活和动漫文化五大领域的产

业集聚。 （李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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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档案局共有一级指
导单位８４家，全年组织档案管理人员新
上岗、继续教育、社区事务中心等专题培

训４６８人次。至年末，区档案馆馆藏有
２３１个全宗、３２３０８９卷档案（含寄存档
案），１１９７６册资料。全年利用档案资料
人数７７３６人次，利用案卷数量７７１５卷，
打印出证 １８２８０张，复印出证 ４０６张。
年内，宝山区档案局（馆）被上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公务员局、上

海市档案局联合授予“上海市档案工作

先进集体”称号。

■区领导调研　１１月１日，宝山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张静到区档案局（馆）、党史

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开展工作调研，听

取档案局关于档案服务进社区、档案资源

建设、宝山历史文化宣传等重点工作的汇

报。１１月２９日，宝山区副区长陶夏芳到区
档案局（馆）、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开

展调研，听取档案局关于“馆际”“馆社”

“馆室”联动、窗口接待延时服务、档案安全

保护和宝山历史文化传承等工作汇报。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日，市档案局在宝山区召开社区受理服务中心档案工作现场推进会
摄影／经瑞坤

■开展“档案服务进社区”　完成区政
府１６０项重点任务之一“档案服务进社
区”工作要求和“就近查询、全区通办”

的工作目标。７月１日，全区１２个街镇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正式开通婚姻登记、

独生子女、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知

青子女入户等五种档案的社区查询受理

工作，至年末，共受理民生档案查询４８０

人次、打印出证１２６５张，民生档案服务
百姓、服务社会能力得到提升。１１月５
日，市档案局在宝山区召开社区受理服

务中心档案工作现场推进会，推广宝山

区社区建档工作经验，上海市档案局局

长朱纪华、巡视员仓大放、宝山区委常委

盛亚平出席会议，各区（县）档案局分管

领导和指导科负责人、宝山区政府有关

部门负责人、宝山区各街镇档案干部和

宝山区各街镇社区受理服务中心负责人

等约７０人参加会议。

■开展周六档案查询服务接待　９月１
日，宝山区档案馆正式开始周六档案查

询服务接待，延长公共窗口服务时间，方

便市民查询档案。《文汇报》《新闻晨

报》对区档案馆开展档案查阅利用、便民

利民服务民生工作进行报道。

■召开民生档案社区便民查询服务工作
专题会　３月２９日，宝山区召开民生档
案社区便民查询服务工作专题会，总结

宝山区民生档案工作的开展情况，部署

民生档案社区便民查询服务工作。宝山

区副区长陶夏芳、市档案局副局长杨智

敏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全区各镇、

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分管领导、档案干

部以及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人

６０余人参加会议。

■档案收集整理　年内整理录音磁带档
案６２盒，规划类档案１７卷；装订期刊２３
本、新民晚报２４本、图书２３７本；整理文
书档案永久 ９８件、３０年 １２２件、１０年

２４４件，荣誉档案１９件，设备档案１０件。
区档案馆完成接收宝山区世博档案进馆

工作，共计文书３８３３件，照片１６７件，音
视频光盘８盘、实物档案２２件，并完成
上海世博会档案电子目录的报送。

■首创档案利用“三联动”工作品牌
　年内，在全市首创档案利用“三联动”
工作品牌，即深化“馆际”服务、推动“馆

室”共享、建立“馆社”联动。全年通过

电话传真查阅保存在其他区县档案馆的

民生档案１１１起，其他区县档案馆通过
电话传真查阅保存在宝山档案馆的档案

５４起。全年利用档案资料人数７７３６人
次，利用案卷数量 ７７１５卷，打印出证
１８２８０张，复印出证４０６张。年内，宝山
档案网在全市率先公布部分开放档案全

文，通过上海宝山档案网站能够查询公

布的开放档案案卷目录１５１５６条、文件
级目录１８２０６４条，以及首批公布的部分
民国档案，即国家重点档案１１８６页。

■档案资料、地情资料征集　年内加强
对宝山著名历史人物档案、党史资料、地

情资料的征集，有偿征集３份字迹清晰、
品相基本完好的历史资料，获取２份关
于吴淞开埠的奏折（复制）。

■档案法制宣传监管　７月，组织参加
全国“飞狐灵通杯”档案法制知识竞赛

和市档案局开展的“上海市档案工作辩

论赛”。全面梳理档案行政执法事项，制

定宝山区《档案行政审批业务手册》和

《档案行政审批办事指南》。完成 ２０１２
年区政府２６个投资项目和３７个实事项
目的登记工作。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年内以升级达标为
抓手，指导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升级

达标工作，指导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档案工作示范村工作。区统计局达到上海

市机关档案工作二级；区医疗保险事务中

心被评为上海市级医疗保险业务档案管理

优秀单位、科技事业单位档案工作市级达

标单位；区小主人幼儿园达到区级先进档

案室；顾村镇、大场镇、高境镇、张庙街道４
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以及上海大学附

属中学实验学校、海滨三村幼儿园达到区

级合格档案室标准；罗泾镇新苗村、杨行镇

三汀沟村、大场镇东方红村、庙行镇新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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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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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档案工作升级达标

序号 单　位 等　级 批准时间

１ 宝山区统计局 机关档案工作市二级 ２０１２．１０

２ 宝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
事业单位档案工作市级达标
市医疗保险业务档案管理优秀单位

２０１２．０７

３ 宝山区小主人幼儿园 区级先进档案室 ２０１２．０１

４ 宝山区顾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区合格档案室 ２０１２．０２

５ 宝山区大场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区合格档案室 ２０１２．０３

６ 宝山区张庙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区合格档案室 ２０１２．１０

７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区合格档案室 ２０１２．１１

８ 宝山区海滨三村幼儿园 区合格档案室 ２０１２．１１

９ 宝山区高境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区合格档案室 ２０１２．１２

１０ 宝山区罗泾镇新苗村 区新农村档案工作示范村 ２０１２．０２

１１ 宝山区杨行镇三汀沟村 区新农村档案工作示范村 ２０１２．０３

１２ 宝山区大场镇东方红村 区新农村档案工作示范村 ２０１２．０３

１３ 宝山区庙行镇新一村 区新农村档案工作示范村 ２０１２．０８

（王　慧）

党史研究
■概况　年内，区委党史研究室继续做
好党史文物、史料的征集工作，完成《中

共上海市组织史资料（１９８８—２０１２）》宝
山部分稿件的撰写、核校工作；完成《进

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滨江新区

宝山》一文，被收录进《新跨越 新发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一书。对区委党史研究
室自成立以来形成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总

整理，摸清家底。启动《中共上海市宝山

区历次党代会、全委会资料选编》一书的

编辑工作。

■完成《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现代
化滨江新区宝山》　总结宝山区自区第
五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时间里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所形成

的特色和取得的成绩与经验，形成《进

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滨江新

区宝山》一文。全文共８０００余字，被收
录进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

编写的《新跨越 新发展（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一书。

■梳理研究成果　２月 ～４月，根据中
央党史研究室和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要

求，对区委党史研究室自成立以来编

辑、出版的党史著作、资料集、专题文

集、大事记、史稿、画册、通俗读物等各

类党史书籍和音像资料进行统计、汇

总。经统计，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区委党史
研究室共编辑发行党史图书资料 ２２
本，音像资料 ２辑。其中：内部党史读
物９本；党史事件党史人物类专著 ８
本；组织史资料４本；大事记１本。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历次党代会、全
委会资料选编》编辑启动　年内，区委
党史研究启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历次

党代会、全委会资料选编》一书的编辑

工作。共收集整理宝山建区２４年以来
历次党代会、全委会所形成的报告、发

表的重要文件 １３０余篇，计 １４０余万
字。 （厉　莹）

地方史志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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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的编纂出版及光盘
制作；抓好基层单位修志工作，参与指

导区卫生局《宝山区卫生志》的纲目调

整，《高境镇志》《张庙街道志》初稿修

改等工作。《宝山区检察志》内部出版。

继续推动宝山旧县志整理出版工作，与

上海市方志办、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出

版的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整

理出版。配合做好《上海世博志》编撰

工作，完成该志书区县支持章节中宝山

区迎博、办博工作资料汇编上报工作。

完成《上海年鉴（２０１２）》《长江三角洲
城市年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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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周
年“宣传周”活动，在《宝山报》上刊发

题为“宝山志书”的地方志专版，并向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驻区部队赠

送宝山区相关的地情书籍。在中国版

协年鉴工作委员会组织的第六届全国

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中，《宝山年鉴

（２０１１）》获全国年鉴编校质量二等奖。
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开展

的第三届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中，

由区方志办选送的《宝山区志（１９８８－
２００５）》获志书研究成果二等奖，《宝山
年鉴（２０１０）》获年鉴研究成果三等
奖。在上海市区县地方志工作单项优

秀评审中，由区方志办组织编纂的《宝

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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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宝山年鉴（２０１１）》获第六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二等奖 摄影／经瑞坤

山年鉴（２０１０）》获志鉴编校质量优秀奖
第三名。

■《宝山年鉴（２０１２）》出版发行　１２
月，由区政府主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编纂的《宝山年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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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卷。卷首公益彩版设置“领导关怀、政

府实事项目、上海宝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３个专题彩版特辑，通过大量图
照的形式，增强时效性、实用性和史料

性，全面、系统、准确反映宝山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实践和进程，反映宝山地

方特色和年度特点。全书共设３２个部
类，１５４个栏目，１５０１个条目，总篇幅
１１０万字，收录统计图表１７２张，入鉴彩
色照片 ２６０余幅，随书赠送多媒体
光盘。

■开展“地方志法规宣传日”活动　５
月１８日，为纪念《地方志工作条例》六
周年和《上海市实施〈地方志工作条

例〉办法》施行一周年，宣传地方志工

作，提高社会对地方志工作的认识，区

方志办按照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相

关要求，在全区积极开展系列地方志法

规宣传活动：（１）加强与区内新闻媒体

单位的联系协调，在《宝山报》上刊发题

为“宝山志书”的地方志专版，集中展示

从清雍正二年至宝山区成立以来宝山

编纂完成的地方志书，宣传地方志文

化。（２）组织宝山区的修志摄影、书法
爱好者参加“快乐修志———上海市地方

志系统书法美术摄影展”活动，择优选

送１４幅摄影作品，２幅书法作品，其中
有４件摄影作品、１幅书法作品入选
“快乐修志———上海市地方志系统书法

美术摄影展作品集”。（３）参加上海市
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的宣传《地方志工作

条例》主题活动，配合市地方志办公室

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驻区部

队赠送宝山区相关的地情书籍。（４）结
合上海市第六届档案馆日活动，向参加

活动的群众发放《上海市地方志法规宣

传日》《地方志工作条例》《上海市地方

志工作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规划》等宣传品，
扩大地方志工作的影响。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整理
出版　１２月，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
县卷》（以下简称《宝山县卷》）由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上海府县旧志丛书

是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继完成《上海乡

镇旧志》的整理出版后开展的又一项大

规模的旧志整理工作，也是上海市地方

志系统，依靠社会各界力量，进一步开

展保护、开发、利用方志古籍重要工作

的项目之一。编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

的方志书籍，主要是当前上海市行政辖

区内，从古代至１９４９年前编纂的府志、
卫志、县志、厅志刊刻本、末刊稿本、抄

本等。此次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

海市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的上海府

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录入有清乾隆

《宝山县志》、清光绪《宝山县志》、民国

《宝山县续志》、民国《宝山县再续志》；

并设附录，收入清光绪《重修宝山县志

稿》、民国《宝山县新志备稿》两部志

书。整理工作主要是根据目前通行的

标点符号规范，基本理清原文所使用的

标点，并为大量无句读的公文加上标点

符号。全书分上下卷，每部志书都有整

理出版说明，说明者为古籍书出版方面

的专家，版面文字约 ２３６７万字，定价
４８０元。

■完成《上海世博志》宝山区章节资料
汇编上报　《上海世博志》由上海市地
方志办公室和上海世博局组织编纂，

记录从上海申办世博会到世博会成功

举行这段历史，时间跨度近 １０年，以
图文形式记录上海世博会的历史，为

世博后时期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５
月６日，上海市各区县世博志编写启
动大会在市政府办公厅召开，按照市

政府办公厅及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

会议要求，区方志办承担《上海世博

志》宝山区迎博、办博工作的撰写任

务，主要分概况、特色活动及活动详表

与大礼包发放情况三大栏目，其中概

况又涉及组织机构和指挥体系、服务

保障方案、全区各部门运行保障工作、

志愿者服务、世博人家、外事接待、世

博大礼包发放、重大活动配合等 ８个
内容。区方志办合理分工、整合资源、

认真筛选资料，共调阅馆藏世博档案

３８３３份，同时查阅报刊、网络等途径
的上海世博会相关资料近万字，７月 １
日将审阅盖章后的稿件及图照上报至

市政府办公厅，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上

海世博志》编写任务。 （吴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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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编辑　施晓倩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５日，区教育局召开上海市第三期“双名工程”宝山学员带教导师恳谈会
区教育局／提供

基础教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教育围绕中心抓
发展，立足内涵抓提升，全面推进城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至年末，

全区共有各级各类教育单位２９９个，其中
中学５６所，小学７３所，幼儿园１５０所；在
校（园）学生１５７４９６人，教职工１４２４０人。
通过上海市区域推进教育现代化综合督

政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政，稳妥解决净

增近８０００名学生的入学高峰，公办高中
高考本科达线率达９２５％，创历史新高。
根据年初区政府提出的“举全区之力，力

争２０１３年成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的
工作目标，区教育局加强组织制度保障，

健全并完善区学习型社区建设与终身教

育促进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的职能；推进市

民学习活动，推进社区教育特色项目和实

验项目的建设；支持民间社团活动，以多

样化的形态扩大社区教育覆盖面；完善政

府投入为主的社区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年内，区、镇两级政府签订“十二五”期间

贯彻实施国家教育法规责任书。“科技

馆活动进校园”被评为全国一类示范区，

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被评为“全国示范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区教育局机关被评

为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平安示范单位，学生
在国际国内各项比赛中屡获奖项，其中获

国际奖３５项、全国奖３６项。

■均衡发展基础教育　加大城乡教育经
费统筹力度，制定《宝山区教育费附加转

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提

高学生公用经费基本标准，建立义务教

育生均公用经费分类拨付机制，进一步

缩小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办学差距。

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力度，实施优质

幼儿园与新幼儿园捆绑合作发展项目，

推进城乡初高中教育联建体建设，深化

“沪太路沿线新农村教育发展区”项目

（三期），促进校际间合作互动和资源共

享，带动困难学校的内涵发展。加大弱

势群体教育保障力度，重视特殊教育，完

善“医教结合”工作机制，实施特殊学生

两年免费职业教育，提升残障儿童受教

育水平。关注随迁子女，实施纳民小学

信息化建设工程和综合实验室建设项

目，提高生均经费补贴标准，确保近５万
名义务教育随迁子女享受免费教育。健

全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落实免费营

养午餐计划。

■加强特殊教育　区教育局推进特殊教
育“医教结合”工作，完善“医教结合”管

理机制，优化“医教结合”资源配置，完

善“医教结合”特教体系，打造“医教结

合”专业队伍，探索“医教结合”运行机

制，加强“医教结合”课程建设。

■提高教育服务社会能力　 发展职业
教育，深化“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打造

“物流”和“数控”两个市级重点专业，开

展精品课程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启动

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行动计划，推进实

训资源开放，优化“双师型”队伍建设途

径，强化职业教育能力建设。积极创建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推进社区教育

特色项目和实验项目建设，完成１００个
标准化居村委学习站点建设，建成５０个
优秀学习型团队和１００个达标学习型团
队，基本完成市老年大学宝山分校建设，

开展“市民才艺广场”等终身学习活动，

优化终身教育体系。年内，社会公益性

培训达６万多人次。规范非学历教育机
构管理，实施非学历教育机构学杂费专

用存款账户制度，维护受教育者和教师

的合法权益。

■推进素质教育　 提升德育工作实效，
组织编写《宝山区历史人文读本》和《宝

山区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活动指导手

册》，开展中小学生“四立”（立魂、立根、

立品、立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启动区

域家校合作“培根”项目，优化德育工作

机制。通过实施教学精细化管理试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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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推进市教研室教学协作联盟建设，开

展校本课程征集展示活动，提升学校的

课程领导力。通过开展“绿色指标”测

试，建立义务教育教学质量信息库，优化

“快乐活动日”机制，积极探索实现减负

增效的有效途径。搭建学生全面发展和

个性化成长平台，通过实施“体育艺术科

技２＋１＋１项目”，开展“阳光体育”活
动，举办学生艺术节、科技节，启动艺术

特色学校评估，建设中小学生课外文体

活动工程，为学生创新发展搭建展示平

台。通过组建“无线电科普活动创新联

合体”“足球联盟”“跳绳联盟”“合唱共

同体”和“舞蹈共同体”，以及与高校合

作共建“足球”和“乒乓球”体育项目一

条龙，拓展项目合作式人才培养的模式。

年内，区教育局承办全国中学生桥牌、田

径两项国家锦标赛。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区教育局新一届特邀监督员受聘上岗 区教育局／提供

■优化教育资源布局　引进“上海市学
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启动青少年创新

教育与实践中心项目。加快教育配套设

施建设，完成列入市府实事工程的２所
公建配套幼儿园建设，如期开办中环实

验小学、顾村馨家园等６所配套学校（幼
儿园），缓解入学入园高峰。改善学校办

学条件，推进３０所学校改扩建工程，完
成１４所学校大修和６所学校校安工程
抗震加固项目。

■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重视师德建
设，构建师德建设体系，推进“德业兼修

工程”。举行现代话剧《永远的陶行知》

观评活动。加强骨干人才培养，以“国培

计划”、上海市“双名工程”“优青工程”

等为平台，加强骨干教师选拔使用和管

理，推进“名师工作室”、骨干教师带教

指导团、幼教骨干教师走班带教等工作

项目，建立教师出版专著资助制度，加大

支持骨干教师发展的服务力度。提升教

师综合素质，启动新一轮教师全员培训，

实施见习期教师规范化培训，与高校合

作举办学科高级研修班，开展第十届宝

山区中青年教师教学大奖赛，加强校本

研修制度，推进教师专业发展。

■上大附中成为全国创新人才教育研究
会会员单位　１月，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被全国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单位，成为上海市首批２５个会员单位之
一。全国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是由教育

部、民政部批准的国家一级学会，旨在培

养国家急需的创新人才。

■副市长沈晓明调研特殊教育医教结合
工作　２月 １５日，上海市副市长沈晓
明、市政府副秘书长翁铁慧带领市教委、

市卫生局、市残联及兄弟区县特殊教育

专家到宝山，为上海市特教工作会议开

展前期调研，副区长陶夏芳陪同调研。

■宝山学生获第２５届头脑奥林匹克创
新大赛多项奖项　３月４日，在第２５届
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暨第３３届世界
头脑奥林匹克中国区决赛中，宝山学生

获９个一等奖、４个二等奖、１０个三等
奖。上大附中、月浦实验学校、经纬幼儿

园参赛队分别获“情感小车”高中组、

“可选择的结构”初中组、“捉迷藏”幼儿

组一等奖中的第一名。此次大赛有来自

德国、俄罗斯、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兄弟

省市的３８８支代表队参赛，宝山有２８所
学校代表队参加。

■召开社区教育工作会议　４月 ６日，
宝山区社区教育工作会议在区政府第一

会议室召开。副区长陶夏芳出席会议，

并对全面推进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创建

工作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回顾总结“十

一五”期间宝山社区教育取得的成绩和

不足，布置“十二五”社区教育任务。

■接受上海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综
合督政　５月２９日至３１日，上海市政府
教育督导室及市教委对宝山区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进行综合督政。市教委副

主任李骏修，国家督学、市人大教科文卫

副主任委员瞿钧出席自评汇报会。督政

采取自评报告、个别访谈、分类座谈、走

访、听课、查阅资料、问卷调查等７种方
式。自评会汇报前观看介绍宝山教育的

专题片《不懈的追求》，副区长陶夏芳代

表区政府作题为《公平为基、育人为本、

素质为翼，努力构建切合宝山实际的现代

化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自评汇报，区委

书记斯福民、区长汪泓出席自评汇报会。

■聘任新一届教育政风行风监督员　６
月６日，区教育局举行教育政风、行风监
督员聘任议式。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张晓静为２６名教育政风、行风监督员颁
发聘书。教育局以“一对多”的结对方

式，向特邀监督员发放结对表。

■行知中学获ＲＣＪ智能机器人世界杯亚
军　６月２１日 ～２７日，行知中学智能机
器人代表队在墨西哥参加ＲＣＪ智能机器
人世界杯比赛中获亚军。行知中学智能

机器人创新实验室是上海市教委重点扶

持的创新实验室，累计在国家级及上海各

类智能机器人大赛中获冠亚军超百项。

■承办２０１２年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
　２０１２年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于８月
５日～９日在吴淞中学举行。锦标赛由中
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中国桥牌协会主办，

宝山区教育局、吴淞中学共同承办，全国

１４个省市的９８支代表队近６００名选手参
加。吴淞实验学校获初中组双人赛冠军。

闭幕式上，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专职副主

席王晓毅、副区长陶夏芳共同为中国中学

生体育协会桥牌吴淞中学分会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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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２０１２年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于８月８日 ～１１
日在行知中学举行。全国共有１５３支运
动队、近２５００名教练员、运动员参赛。教
育部副部长郝平任组委会名誉主任，教育

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秘书长杨立

国、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中心副主任沈

伟德任组委会主任。市教委副主任李骏

修，区长汪泓出席开幕式。此次锦标赛共

有７人８次打破全国中学生纪录。

■罗店中学举行创办７０周年活动　１０
月２８日，罗店中学举办建校７０周年庆

典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出席活

动，并为校史陈列室揭牌，副区长陶夏

芳致贺词。罗店中学创办于 １９４２年，
１９８７年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为区重点
中学，２００７年９月５日与上海师范大学
合作共建。

■召开教育学会年度会员代表大会　
１０月２９日，区教育学会２０１２年会员代
表大会在上大附中举行。会长沈子华作

宝山区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副会长林锋作宝山区教育学会章程

修改说明。会议审议通过宝山区教育学

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委务理事、会长、副会

长、秘书长协商建议名单。

■全国首次自闭症儿童教育学术研讨会
举行　 １１月１９日，由华东师范大学自
闭症研究中心主办、宝山区培智学校承

办的全国首次自闭症儿童教育学术研讨

会在培智学校举行，研讨会主题为《自闭

症儿童的教育与干预》。华东师范大学

等多所院校及特教机构专家和部分自闭

症儿童家长共１７０多人出席研讨会。培
智学校校长张洁华等汇报自闭症儿童教

育与干预的研究成果。 （倪永培）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学年宝山区学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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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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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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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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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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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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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
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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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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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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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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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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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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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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０８３１６８９９９８１４９２ ９６８ 合计 ４２ ８７９４６５１１３１５０６２７８４２５１７ 合计 ７３ １４６６１１１１９６６３３１３４６２９４１２４ 合计 １５０１３２３３１５３８５４７７１５４３５６ ２８１８

罗店镇 １ ３２４ ３０６ ９３７ １２７ ７８ 罗店镇 ２ ４５０ ２９４ １４５６ １３１ １４７ 罗店镇 ４ ９５８ ５２５ ３７６７ ２６９ ２３４ 罗店镇 ８ ８６０ １０１２２９１２ ２１９ １６１

大场镇 ２ ５９０ ５８７ １７４１ ２７０ １９２ 大场镇 ７ １３３１ ８７４ ４５７１ ４０５ ３６０ 大场镇 １２ ２６３０１７８７１１２７１７８６ ６９０ 大场镇 ２６ ２３７９２７７８９２８４ ８８７ ５７４

杨行镇 杨行镇 ３ ７４５ ３５５ ２３６６ ２０６ １７５ 杨行镇 ３ １１４０ ９１１ ５１２３ ３１７ ２９３ 杨行镇 １３ １０７９１７４４４４９１ ４１８ ２５８

月浦镇 ２ ４６５ ３２７ １３７４ １４２ ８６ 月浦镇 ４ ８５９ ６１７ ３０７３ ２６２ ２４８ 月浦镇 ９ １３６８１１４７６１５３ ５１４ ４５５ 月浦镇 １４ １２５２１１８８３９６１ ３８７ ２４７

罗泾镇 罗泾镇 １ ２９９ １９８ ９８６ ８７ ６９ 罗泾镇 ２ ５１２ ５３６ ２１９１ １２８ １１１ 罗泾镇 ３ ３１８ ４１４ ９６６ ７５ ５５

顾村镇 １ １５９ １５０ ４７１ １５３ ５４ 顾村镇 ２ ７７２ ４３０ ２５２８ １４９ ２２３ 顾村镇 １０ ２４９３１４７２９９００ ５４３ ４６４ 顾村镇 ２２ ２１１６２２９６７１４６ ５７６ ３５８

高境镇 ２ ２６８ ２５３ ７５４ １４５ ６４ 高境镇 ３ ４６９ ４８８ １８３４ １２１ １６３ 高境镇 ３ ５１３ ４９０ ２３２２ ２０５ １９０ 高境镇 ９ ６５２ ８３５ ２４９８ ２７８ １７６

庙行镇 庙行镇 ２ ３４１ ２６３ １２８２ １２９ １０４ 庙行镇 ３ ６５３ ５１８ ２９５１ １８１ １６１ 庙行镇 ５ ５４０ ８２２ ２３２８ １６５ １２２

淞南镇 淞南镇 ２ ４２９ ３５６ １６６０ １６０ １２４ 淞南镇 ４ ７０３ ６５４ ３１９３ ２３４ ２０６ 淞南镇 ９ ８７８ ８３９ ２８２０ ２７９ １７３

友谊路街道 ３ ８８６ ８３６ ２５８５ ３３４ ２３０友谊路街道 ６ １４７４１２５５５５５８ ４９２ ３９７友谊路街道 ５ １５１２１３６４６９１０ ５６０ ５０３友谊路街道 １６ １１４４１３０６４４９７ ４５２ ２９３

吴淞街道 ２ ４７８ ４７６ １４４２ ２３９ １９４ 吴淞街道 ４ ７４９ ５８３ ２８１１ ２７３ ２２８ 吴淞街道 ８ ９３８ ７２８ ３９９２ ３７１ ３３９ 吴淞街道 １０ ８７０ ８２８ ２６４９ ２２９ １６０

张庙街道 １ ２３８ ２３３ ６９４ ８２ ７０ 张庙街道 ５ ８６２ ７７９ ３２９１ ３４８ ２６２ 张庙街道 ８ １２１７１０４３５４４１ ４５９ ４２３ 张庙街道 １３ １０４４１１１８３６４４ ３６１ ２２２

上海农场 １ １４ １９ ９０ ２１ １７ 上海农场 ２ ２４ ２１ ９９ ６２ ５５ 城市
工业园区

２ ５２ １５９ ３８１ ３０ １９

上海农场 ４９ ４６ １３８

表２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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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８５ １００

　中学高级 ６４０ １８．４

　中学一级 １９７３ ５６．６

　中学二级 ７２９ ２０．９

　中学三级 ６ ０．２

　无职称 １３７ ３．９

普通小学 ４１２４ １００

　中学高级 ４５ １．１

　小学高级 ２３５６ ５７．１

　小学一级 １０９１ ２６．５

　小学二级 — —

　小学三级 — —

　无职称 ６３２ １５．３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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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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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６４６ ５４３４０２ １０１１４８４ ８４４３０３ ５４１６

　运动场地面积 平方米 ８７５ ２４３７３ １３６３７８ ２９４９９９ ２７６４７６ ２４５０

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平方米 ２０４２ ４８１５４ １３２４２０ ２７７２２５ ２０５０６２ ２５５７

　教室 平方米 １７３２ １８９０８ ６２２５０ １５６９８５ １５１５３６ ２４０２

　实验室 平方米 ２１０ ２４４１８ ２４１４４ ５３１１５ １５５３４ —

　图书室 平方米 １００ １８９０ １２６３５ １５５２９ １１８４８ １０３

　微机室 平方米 — — ８３８２ １３００１ ８５６１ ５２

　语音室 平方米 — — ２５１７ ３９４５ ２６５２ —

　体育馆 平方米 — ２００８ ２２４９２ ３４６５０ １４９３１ —

　生均占地面积 平方米 — １７．２ ５４．４ ３２．１ １３．３ ４１．３

　生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 — １４．４ ３１．５ １６．６ ６．０ ４３．４

图书资料

　一般图书 万册 ０．８５ １４．８３ ５７．７３ １５４．６ １４９．２６ ０．５６

　电子图书 ＧＢ — — ８１５１ １０９２７ ９３５１ —

教学用计算机 台 １１０ １２３０ ４３５８ ８２２２ ７９０９ —

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学用计算机 台 — ２６．３ ４３．６ ２６．１ １２．５ —　　

平均每一专任教师负担学生数 人 — ３２．５ １０．３ １２．５ １５．４ ４

表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阶段教学实施情况 单位：％

指　标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１年

小学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 １００ １００

　小学学生辍学率 — —

　小学五年巩固率 １１４．８ １２８．３

初中

　初中学生净入学率 １０６．６ １０７

　初中学生辍学率 — —

　初中四年巩固率 ８６　 ８７．９

高中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 ９６．９ ９５．６

　普通高中招生比例 ６５．２ ６３

高校

　普通高校录取率 ９９．７ ９８．７

表５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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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８２４３ １０３５６８ ９２０７２ １５３４９ ５４５７０ ２２１５３

　高中 １３４２４ １１２１３ ９３９０ ５８１ ５２１２ ３５９７

　初中 ３１５０６ ２９９６９ ２５４４５ ４１３２ １５８１４ ５４９９

　小学 ６３３１３ ６２３８６ ５７２３７ １０６３６ ３３５４４ １３０５７

（倪永培）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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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
■概况　２０１２年，学校以科学发展观统
领工作全局，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积极推进内涵建设，学习和实践钱伟

长教育思想，举行钱伟长校长诞辰 １００
周年纪念系列活动，明确钱伟长教育思

想是学校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举行上

海大学成立９０周年暨新上海大学组建
１８周年纪念活动，弘扬学校的校训精神
和优良传统。至年末，学校设２６个学院
和２个校管系，设有７１个本科专业、４２
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１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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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７９个博
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１１个自主设置
二级学科博士点、１７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拥有４个国家重点学科、１１个上海
市重点学科、１１个上海市一流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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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１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６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其中两个省部
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１个上
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个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４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建
设点、１个上海市高校 Ｅ－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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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上海高校人文艺术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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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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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成人教育学生 １１０００余人。在
校留学生达到３３１８人，其中学位留学生
５６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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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注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完成

大类招生后的本科生分流工作，年内招

收本科生２４１６１人，前三志愿满足率为

８５７％，招收博士研究生 １５７８人、硕士
研究生９４５８人（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８４２０人）。一级学科制订学术型硕士、
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开展专业硕士研

究生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工作，注重产学

合作、强化实践培养。探索与科研院所

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与中科院１５个研
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签订全面合作协

议。建立基于学生成长需求的教育管理

模式，推进学生事务管理的信息化、科学

化以及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建

设，建立健全学生教育管理的制度体系，

开展主题教育和仪式教育，推进思政教

育内涵式发展。完成并向社会公开《本

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完成招生与就

业工作，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９８５％。
学校推进科研成果发展，年内获 ５

项国家级科技奖励。院士孙晋良、周邦

新领衔的科研项目分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王国中教授参与的科研项目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张田忠教

授、王海芳教授参与的科研项目分得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吴明红教授在中国

科学院第１６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
１１次院士大会上获中国工程科技界最
高奖———光华工程科技奖，并作为获奖

代表发表获奖感言。材料学院任忠鸣教

授承担的重大专项课题“高温合金叶片

制造技术研究”通过上海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专家组结题验收。４项成果获上海
市科技奖励，３项成果获人文社科领域
最高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３项成果获上海市第八届决策
咨询研究成果奖，４项成果获上海市第
九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

奖，２５项成果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１６０项，总金额达 ９８４１万元，比
上年增长３４１％。获２项国家科技部重
大课题，３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１８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上海
新材料及应用产学研合作中心入选上海

高校知识服务平台。学校科技总经费为

６２６００万元，进入学校大财务的经费为
２６８００万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２３％和
２７％。２０１２年。学校作为第一作者单
位被ＳＣＩＥ收录论文７７７篇，居全国高校
第３４位；ＥＩ收录论文８９１篇，居全国高
校第３７位；ＣＰＣＩ－Ｓ（即原 ＩＳＴＰ）收录论
文４２２篇，居全国高校第１７位。２０１２年
度共申请专利７５４项，授权专利４６０项。

学校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新增教育

部“长江学者”１人，“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２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获得者３人，上海市“东方学者”１３
人，上海市领军人才 ２人。１人入选中
组部“千人计划”，１人入选教育部“新世
纪人才支持计划”，６人入选上海市“千
人计划”，２人入选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
人计划，２人入选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
星计划，２个研究团队入选教育部“长江
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５人获浦
江人才计划资助，２人获上海市“晨光计
划”资助，１２２人入选“２０１２年上海高校
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３０人入选国
家留学基金委各类国家公派访学项目，

２０７人入选上海市教委“教师专业发展
工程”项目，共计拨付经费２４００余万元。
完成管理岗位职级晋升工作，初步建立

管理岗位职级晋升的长效运行机制。

学校开展学科建设，完成“２１１工
程”三期建设项目验收工作。积极培育

新的学科增长点，召开“材料基因组工

程”国际研讨会，“材料基因工程”项目

顺利入选上海地方本科院校“十二五”

内涵建设项目。推进“都市社会发展与

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建设多个跨学科研

究平台，同时设立若干个开放的新增研

究项目，打破传统学科和学院的界限，围

绕“都市社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内

涵建设项目开展跨学科研究集群。完成

上海市“一流学科”申报工作，１１个学科
入选“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计划（Ｂ
类）”。化学、物理、材料、工程已进入

ＥＳＩ国际学科排名全球前１％。
学校深化国际交流内涵，全年共接

待政府政要、战略合作方、区域交流等国

外代表团 ３２５批 １２５４人次。学校领导
分别率团出访法国技术大学联盟、美国

耶鲁大学、罗格斯大学、德国不莱梅大

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新西兰奥克兰

大学、瑞典查尔莫斯理工学院、瑞士苏黎

世应用技术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拓展

与国外知名大学的实质性交流合作。共

与１４个国家２４所高校签署校际合作协
议，积极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外籍教

师人数达２１０人。与墨尔本大学就“数
字农业”等签署科研合作备忘录，开展实

质性科研合作；与日本东北大学共建“先

进能源材料安全科学联合实验室”。闵

冬潮教授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合作，成

功申报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中的“玛

丽·居里行动计划”人才国际引进奖学

金项目。共举办 １２个国际学术会议。
有７６３名学生参加海外交流项目。推广
中国语言文化，学校合作共建的美国肯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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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基大学孔子学院、土耳其海峡大学孔

子学院被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

公室评为“全球先进孔子学院”，学校合

作办学的 ４所孔子学院全部被评为
先进。

学校推进与国家级科研机构、政府

有关部门的战略合作，与中科院长三角

地区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解放军总

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航天集团及其

研究生产单位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开展

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在内

的全面合作。与宝山区政府、上海市外

国专家局、上海市民政局等政府机构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双方在科技交流、

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构

建协同创新中心，与北京科技大学、东北

大学等高校联合成立“钢铁共性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并入选教育部“２０１１协同
创新中心”。深化区域产学研合作，服务

企业的横向经费数为１２８００万元，较上
年增加２４％，知识服务社会能力和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

学校提升管理保障能力，积极探索

现代大学制度，启动《上海大学章程》起

草工作。积极探索大宣传格局，全面塑

造与提升学校形象，启动学校视觉形象

识别系统设计工作。学生艺术社团参加

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音乐节，受邀并

出访美国、英国、爱尔兰，促进国际文化

交流，扩大学校的国际影响。初步完成

校园网结构化调整工作，利用网络交互

式服务平台和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服务

教学、科研的能力和服务学生、教师以及

校友的能力。完善校、院（系、中心）两

级校友工作组织体系，改选校友理事会，

成立学校第一届董事会，吸引社会力量

参与学校重要事项、发展规划以及改革

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决策咨询。推进实施

学校实事工程，提高教师福利待遇，青年

教师公寓项目正式开工。完善帮困机

制，发放帮困金额近２４万元，帮困教职
工１８８人次。基本实现退休人员工资改
革平稳过渡。

■召开学校三届六次教代会暨工代会
　１月４日，上海大学第三届教职工代
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召开。会议由执行主席李友梅主持，分

别听取和审议常务副校长周哲玮的《行

政工作报告》，校党委常委、校工会主席

薛志良的《上海大学第三届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教代

会提案工作委员会主任徐旭的《上海大

学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提

案工作报告》。讨论审议并通过《上海

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２０１１年
修订版）》和《上海大学第三届教代会暨

工代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草案）》。

■罗宏杰任上海大学校长　２月 ９日，
召开学校干部教师代表大会。市委副书

记殷一璀，市委副秘书长姚海同，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于明黎，市教卫党委书记李

宣海，市教卫党委副书记杜慧芳等领导

与全体校领导、干部教师代表出席。于

明黎宣布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府关

于罗宏杰任上海大学校长，周哲玮因年

龄原因不再担任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校长职务的决定。

■爱德华·尼克松一行到访学校　 ２月
２７日，为纪念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
《上海公报》发表４０周年，美国前总统尼
克松弟弟、美国华盛顿尼克松国际集团

主席爱德华·尼克松一行应邀访问上海

大学，并作题为《中美友谊与中美贸易》

的演讲。演讲会由校长罗宏杰主持，校

党委副书记忻平、师生代表近５００人听
取演讲。

■“水＋墨”新水墨画大展举行　 ５月
１５日，由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主办的“水＋墨”新水墨画大展开幕，副
区长陶夏芳、区文广局局长彭林、上海大

学校长罗宏杰、副校长吴松、工会主席薛

志良等参加开幕式并为展览剪彩。本次

展览以水墨画的核心价值为主题，汇集

上海、北京、广州三地８名当代著名艺术
家，分别从观念、批判、抽象、书法、人物

画和自然景观的角度，在水墨画领域进

行实验。

■与宝山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５月２５
日，宝山区政府—上海大学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在上海大学校本部国际会议

中心举行。区委书记斯福民，区委副书

记、区长汪泓，副区长秦文波率宝山区委

办局相关负责人，上海大学校领导及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出席签约仪式。签

约仪式由副校长李友梅主持。区委书记

斯福民、校党委书记于信汇分别讲话。

■上海大学董事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校董
会第一次会议举行　５月２７日，上海大
学董事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校董会第一次

会议在上海大学校本部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

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等３０多名董事，校
友代表以及学校领导、干部师生代表出

席会议。会议由党委书记于信汇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上海大学董事会章程草

案、首届校董会名单及首届校董会主席、

副主席、名誉董事、执行董事、秘书长建

议人选。于信汇、罗宏杰为董事颁发聘

书和校徽，徐匡迪讲话。

■与中科院长三角地区院所全面合作签
约　６月２７日，学校与中国科学院长三
角地区院所全面合作签约仪式在校本部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科学院长三角

地区各研究院所领导、专家和学者以及

校领导参加会议。学校党委副书记、副

校长李友梅主持签约仪式，校长罗宏杰

致辞。罗宏杰代表上海大学与来自中国

科学院长三角地区的各研究院所领导分

别签订全面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上海

分院常务副院长朱志远、上海大学党委

书记于信汇分别讲话。

■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副市长沈晓明到
校调研　７月 ５日，上海市委副书记殷
一璀、副市长沈晓明率市有关部门、闸北

区领导到校调研。市领导一行参观学校

新型显示技术及应用集成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和特种光纤与光接入网重点实验

室，听取实验室建设及学校产学研结合

的情况汇报。于信汇、罗宏杰等校领导

作交流汇报。

■钱伟长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活动举行　
１０月９日是钱伟长校长诞辰１００周年纪
念日，上海大学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９
月２８日，钱伟长文集首发式暨纪念钱伟
长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举行。中国工程
院院士周邦新、孙晋良，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副局长阚宁辉，上海市出版协会主席

赵昌平，新航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何志明，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干部师

生代表近百人出席会议。１０月８日，钱
伟长图书馆奠基仪式暨钱伟长铜像揭幕

仪式举行。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等

市、区领导，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李

三立，民主党派相关负责人，校友代表，

钱伟长孙女钱泽红及上海大学领导、师

生等出席奠基仪式。仪式由上海大学校

长罗宏杰主持。副市长沈晓明，市教卫

党委书记、市教委主任薛明扬在仪式上

讲话，上海大学党委书记于信汇致辞。

殷一璀、沈晓明、姚海同、薛明扬、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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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陶夏芳、许谋赛、于信汇、罗宏杰等领

导共同为钱伟长图书馆奠基培土；殷一

璀、沈晓明共同为钱伟长铜像揭幕。１０
月９日，纪念钱伟长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
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

席座谈会并讲话。校党委书记于信汇、

校长罗宏杰等上海大学代表出席座

谈会。

■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协议签约　１２
月２０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上海大学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文化部副

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中国

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田黎明、吕品田、牛根

福，上海大学校长罗宏杰，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李友梅，副校长叶志明等出席仪

式。签约仪式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王能宪主持。罗宏杰致辞并和王文章共

同签署《上海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框

架合作协议》。 （郭　秀　王　刚）

２０１２年，上海建峰学院建筑设备安装实训中心投入使用 上海建峰学院／提供

职业技术教育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２年，学
院下设六系一部、３３个专业，有教职工
２１０人，其中教师、辅导员和教学辅助人
员１７５人，行政管理及后勤人员３５人。
２０１２届 毕 业 生 １１５６人，就 业 率 为
９７４％。自主招生、三校生高考招生和
秋季高考招生共招收录取新生１３１９人，
报到率为 ９２４％。学院落实国家和上
海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对职

业教育所提出的目标任务，围绕教育部

第二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水平工作评

估，以创建市级特色高职院校为抓手，围

绕建设以土木工程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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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学科专业、人才队伍、校企合作

及和谐校园等方面建设。

２０１２年，学院按照市教委《关于实
施“上海市市级特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

计划”的通知》要求，加强职业教育与行

业企业的融合与合作，制订《“上海市市

级特色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项目建

设方案》，并通过上海市教委审查和专家

评议，获准立项，被列为上海市特色高职

院校建设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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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教育

部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

评估。

　　年内，学院多位教师参加上海市第
四期高职高专师资教学能力专业培训，

机电工程系教师参加上海市职业院校机

械类专业教师教学能力竞赛获三等奖。

２名教师分别入选“上海高校青年骨干
教师国内访问学者计划”和“上海高校

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２名教师获上海
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

金，１名教师获上海市育才奖。《地下空
间施工技术》课程入选“２０１２年度上海
高等学校市级精品课程”。“建筑安装

工程技术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２０１２
年度上海高等学校市级教学团队。“地

下空间施工技术、建筑安装工程技术”实

训项目获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优秀教学成

果二等奖。学院参加 ２０１２年上海建工
集团职工信息技术比武获２０１２年团体
二等奖及优秀组织奖，２名教师获 ＯＦ
ＦＩＣＥ项目单项奖，１名教师获 ＢＩＭ项目
单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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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检与护理系学生

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获高职护理

组个人操作第三名。外经外贸系学生参

加全国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获上

海赛区专业组二等奖、非专业组三等奖。

学院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获上海赛区一等奖、全国二等奖。机电

工程系、外经外贸系、土木工程系分别组

织学生参加全国高职汽车营销大赛、上

海市报关能力竞赛、全国首届“鲁班杯”

建筑工程识图技能竞赛等均获奖项。学

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共获国家级奖

项３项，省部级奖项１１项。
学院投入资金１０００万余元，与上海

建筑安装公司合作建设建筑安装实训中

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实训中心按照“视

教一体”的要求设计建造，为供热通风与

空调技术、给排水和智能化楼宇等专业

提供全方位的实训教学以及空调测试技

能鉴定服务，为学院建设上海市特色院

校提供硬件支持。学院投入２００万余元
开展信息化建设，完成计算机房设备更

新、新网站建设以及一卡通系统改建。

新网站于１２月中旬正式改版上线。一
卡通系统进行改建和升级，新系统在原

消费系统基础上，增加门禁、考勤、翼闸

系统、巡更系统和图书管理系统，以提升

学院信息化管理水平。学院新建学生宿

舍楼经 ３００多天建设竣工，新增床位
１３８６个、男女浴室１０００平方米、学生活
动室１５００平方米、地下停车位３９个，改
善师生员工的校园生活条件。

学院加强精神文明、校园文化建设。

开展“平凡雷锋行，温暖见真情”系列活

动，举办“劳模在身边”主题专访活动、

“劳动者之歌”劳模事迹报告会、“党旗

下的雷锋精神”主题实践活动专访，开展

社团巡礼月、校园辩论赛、篮球联赛等活

动，组织师生参观“城市新印象”大型主

题展览、听取罗阳先进事迹报告会。参

加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以及上海

市首届市民运动会，获阳光体育大联赛

冬季长跑比赛高职高专组女子团体一等

奖、男子团体二等奖，上海市首届市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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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会金杯奖和民众奖牌。２２名学生应
征兵入伍，３６７名学生参加无偿献血活
动，１名学生成为西部服务志愿者。

学院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加强

各个环节管理，开展应急逃生演练、消防

灭火演练、火警疏散演习以及“清剿火

患”战役行动等消防安全活动，加强食堂

管理、卫生防疫，对学院周边环境进行综

合治理。学院被评为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度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
年度上海市健康示范单位。

学院增加增强社会服务力度。学院

继续教育部依托学院的教学资源，拓展

培训业务，树立建峰培训品牌，年内共完

成７９１５人次的培训量；同时开拓中高端
培训项目，２０１２年获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批准，

成为全国注册一二级建造师继续教育教

学点之一。全年业务量比上年增长

７０％，利润增长１１０％。院办企业依托行
业及自身的资质优势积极开展业务活

动，实现产值 ３７７３７９４万元，比上年增
长２２９９％，实现净利润１００２２万元，签
订合同６５０６３万元，增长１４１７２％。

（刘一林　金宁黎）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上海邦德学院华谊兄弟艺术学院成立 上海邦德学院／提供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２年，学
院调整为 ４个二级学院，开设 ２３个专
业，在校学生２７１４名。年内招生录取实
际报到６７６人，毕业学生 １２５０名，学生
就业率９８６％，签约率７４６％。教职工
２３２人，其中专任教师 ９３人，具有正副
高级职称１５人，具有中级职称３８人，具
有研究生以上学历３７人。在专任教师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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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１３
人。学院４个专业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

点专业，３门课程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
九门课程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建立 ７
个上海市教委高职教学高地，５个在建
教学高地，年内获５２６万元政府扶持资
金，学院获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
安全文明校园”称号。国际交流与外国

语学院获 “上海高校首届日语动漫配音

大赛”一等奖。应用日语专业教师封书

勤获上海高校中青年教师日语课件制作

演讲比赛一等奖。教师王静被评为上海

市语言文字水平测试工作先进个人。影

视动漫画专业教师张晓波的企业形象设

计作品获“２０１２中国包装创意设计大
赛”三等奖并获“指导教师奖”，学生陈

首瀛、顾雨祥合作的“红双喜条纹烟盒包

装设计”获三等奖。应用艺术设计专业

教师朱琼芬获２０１２中国建筑艺术“青年
设计师奖”大赛最佳指导教师奖，学生陈

慧敏获铜奖，学生张晶晶、周雪怡获优秀

奖。学生徐苏钰获“第三届全国高职高

专英语写作大赛上海赛区选拔赛”二等

奖，学生朱亮亮获三等奖。物流管理专

业教师叶平、熊淑丽获“２０１２年远恒杯
外贸技能竞赛”优胜指导教师奖，学生钱

嘉玮获三等奖。应用技术学院开展的

《红绿灯自行按钮控制》暑期社会实践

调查获“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项目奖”，第四届“知行

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的优秀

奖，学生金正鑫被评选为２０１２年上海市
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个人。学

生黄圣杰被评选为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度
上海优秀青年志愿者。

学院实施“十二五”发展规划，加强

内涵建设。以教学为中心，提升教学质

量，开展第四届“教学质量月”活动，坚

持实施“六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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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重点开展２０１２年专业建设
教学设计的比武活动。开展期中教学质

量检查活动，组织听课１９４次（３８８节），
召开师生座谈会 １９次，查阅试卷 ２８９５
分，开出１３份试卷整改单。调整人才培
养计划，按照“以职业岗位为课程目标，

以职业标准为课程内容，以教学模块为

课程结构，以最新技术为课程视野，以职

业能力为课程核心，以双师教师为课程

主导”的要求，强化“专业平台 ＋职业模
块”和“外语应用平台 ＋职业能力模块”
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重点课程建设，

完成３门市重点课程，８门学院重点课
程的验收工作和２４项骨干教师科研项
目中期检查。开展易班建设，成立易班

工作室，构建由学生、辅导员、专业教师

共同参与的网络社区。开展向“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周小燕同志学习活动，“学

校‘知礼立德’内涵、师生共同遵守的价

值取向和邦德学院共同理想”的３项讨
论活动，学习实践“十八大”精神等多项

党建活动。开展以“惜·青春·心·传

承”为主题的第十届校园文化艺术节。

开展“快乐志愿、随手公益”学习雷锋志

愿服务月活动、组织５０名学生参加顾村
公园樱花节志愿者活动、参与上海铁路

站春运、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重视安

全稳定工作，组织 “１１９消防宣传日”消
防演练，开展消防逃生疏散和灭火演习。

召开师生座谈会，听取师生对食堂服务

的意见。学院 １９名学生（１８名男生，１
名女生）应征入伍，３６５名学生参加无偿
献血。

５月 ２５日，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
区）与学院正式签约合作运行“洲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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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集团英才培养学院”，共同培养酒店管

理专业全日制大专人才。

６月１８日，学院在上海威斯汀大酒
店绿刚石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暨揭牌仪

式，华谊兄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和学院

合作举办的“华谊兄弟艺术学院”正式

建立。建立由上海市教委 ２０１２年政府
专项资金扶持的“影视演艺数字化实训

中心”项目，包括影视表演创意工作室、

演艺实践黑匣子剧场、舞美虚拟视听

（ＡＶ）实验室，总面积约４００平方米，具
备表演、化妆、服装、道具、虚拟影像制作

等功能。

９月１８日，由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省
督ＰｈｉｌｉｐＬｅｅ率领的曼省代表团及当地
红河学院院长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Ｆｏｒｓｙｔｈ参加的
一行７人访问学院，签署支持和促进双
方学术合作、教育交流和联合研究项目

的合作备忘录，探讨与交流适合学生需

求的合作教育项目和课程。

９月１９日，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
州长吉丁斯、澳大利亚驻上海总领事柯

未名以及澳大利亚旅游部、教育部和经

济发展部官员一行 １１人到学院访问，
探讨和交流下一步合作的可能领域。

１１月２７日、１２月３日两天，学院举
办第五届教工、学生运动会，提出“每天

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的健康理

念。开幕式举行教职工运动员和学生运

动员入场仪式，并进行空手道、广播操表

演。教工和学生参加拔河比赛、乒乓球

比赛、抱球接力、８字跳长绳、听数抱团，
短绳、５０米、２００米跑、２００×４接力、男子
１０００米、女子８００米、趣味保龄球等项目
的比赛。

１２月２１日，召开２０１２年度“三风”
（教风、学风、校风）建设活动月总结暨

各类奖学金表彰大会，表彰国家奖学金

２人、上海市奖学金３人、国家励志奖学
金９８人，国家助学金３０８人、邦德奖学
金１１人，一等奖学金４０人、二等奖学金
３９人、三等奖学金３０人，竞赛奖和证书
奖１６７人。表彰“三风”建设活动月中先
进集体１０个、先进个人９７人、文明寝室
８个。 （朱　英）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２年，学
院设建筑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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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个，在校学生４４２９
名。有教职工２３５人，其中行政管理及
后勤人员１０６人，教师、辅导员和教学辅
助人员１２９人。年内招生录取１４５３名，

招生录取报到率９１７４％，其中依法自主
招生报到率为９９４０％。２０１２届毕业生
１５０６人，签约率为 ８８０５％，就业率为
９９２７％，连续第２年提升。学院围绕以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建设为

中心、以内涵建设发展为核心、以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为目标，全面落

实学院“十二五”规划，继续推进依法办

学、规范管理，加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上海市特色高

职院校和民办高校示范校以及创建上海

市文明单位（和谐校园）等各项工作。

年内，学院被评为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理事单位”“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优秀院

校”“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安全文
明校园”“上海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

织”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被教育

部批准为全国第一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单

位，被上海市教委确定为上海市特色高

职院校建设校、上海市民办高校示范校

创建校。

学院规范教学管理，教育教学取得

成果。２０１２年，学院教师应惠清被评为
市级教学名师、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获评

市级教学团队、《建筑设计入门》获评市

级精品课程。获晨光计划项目１个、上
海市民办教育研究项目２个、上海市语
委项目１个、上海市建筑职教集团研究
项目２个。院级教学团队３个、院级精
品课程 ４门。校企合作增至 １５家单
位。年内与上海吾间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惠博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限公司等５家
单位签订校企合作培养人才协议书，建

立校企合作关系。新增 ８个校外实习
基地。学院６系２部共与８０家校外实
习基地分别签订协议书，建立校外实习

基地。在学院“技能点亮生活、德育塑

造品格”的引导下，师生参加各级各类

技能大赛，建筑系获“２０１２第二届全国
高职高专教育建筑设计类青年教师‘金

讲席’奖说课大赛”银奖和优秀奖、

“２０１２第七届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建筑
设计类专业优秀毕业设计大赛”银奖及

铜奖等。机电系获“２０１２年上海市职
业技能竞赛———信息网络布线竞赛”团

体银奖及个人赛二等奖和三等奖、

“２０１２第三届上海高职高专汽车类专
业职业技能大赛”团体三等奖及个人二

等奖，并获 “２０１２上海市高职高专院校
汽车类专业教师教学能力竞赛”团体三

等奖及个人优胜奖。外语系获“２０１２
上海交大思源·卡西欧杯第二届上海

高职高专日语口语大赛”一等奖及指导

教师一等奖，２名学生分别获“２０１２第
二届全国高职高专日语技能竞赛”一等

奖、三等奖和团体赛三等奖，指导教师

童年、黄圆圆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护理

系在“２０１２年上海高等职业院校（护理
类）专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个人全能

一、二、三等奖及团体第三名。

学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组织参加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优青”项目、上海

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高

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的申报、

选拔、评审。１１名青年教师获培养资助
计划项目支持，１人获“晨光计划”，３４个
项目申报民办高校骨干教师科研项目。

１人获“上海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
问学者计划”，１人获“上海高校中青年
教师国外访学进修计划”，４人获“上海
高校教师产学研践习计划”，２人获“民
办高校“强师工程”教师培训项目海外

硕士研修项目”。８人评上中级职称，获
青年科研专项经费１５１５万元。４名青
年教师进行企业实践。组织“我心目中

好老师”的评选活动，建立和完善兼课教

师的各种信息。实施《上海济光职业技

术学院青年行政管理人员增资方案》，制

定《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引进高

层次人才的若干规定（试行）》以及相关

配套制度。

推进学生工作，建设校园文化。年

内有 ３人获国家奖学金，１５８人获国家
励志奖学金，４人获上海市奖学金。６２８
名困难同学获国家助学金，开展“温暖冬

日、爱满济光”励志帮困工作，共发放帮

困资金２万余元。学院学生资助工作获
上海市教委组织的“资助工作绩效评

估”合格单位并获“特别创新奖”，得到

１９万元专项资金奖励。学院落实推进
２０１２年度国家项目“三支一扶”工作。
学院建筑系４０名师生组成的合唱队获
第三届上海市大学生艺术展演声乐甲组

（普通组）三等奖、西乐甲组（普通组）三

等奖和乙组（专业组）一、二、三等奖。

“ｉ８视觉摄影社”获“优秀艺术社团”称
号。在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高

职组）冬季长跑和羽毛球比赛中，学生代

表队获男子和女子组一等奖、男子组个

人第三名，女子组个人第四名、团体二等

奖，男子组个人第五名。学院两支代表

队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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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海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达标建设”专家评审和验收。在

第三届上海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大赛

中，学院教师胡春宝获优胜奖。在“诚信

文明校园行”活动中，学院１７个单位受
到表彰。学院第二届寝室文化节共评出

１９４个星级寝室，并对５８个五星级寝室
以图文形式进行巡展。学院成立易班工

作站，利用平台开展一系列的校园文化

活动，获“上海市高校十佳易班工作站”

称号。组织首届校园文明月活动，营造

“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校园环境。

开展第二届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开展

以“凝练济光文化 感悟济光精神”为主

题的征文演讲比赛，分别评出教师和学

生一、二、三等奖１２名。组织２０１１年 ～
２０１２年度文明单位（和谐校园）创建活
动，评选出９个文明班级、２０个文明寝
室、２个文明处室。学院 ６个系与宝山
区敬老院、智障人士“阳光之家”、张庙

街道通河阳光家园以及驻宝山区空军某

部等签订社区共建、军民共建协议。开

展在社区、汽车站、敬老院、民工子弟希

望小学、智障人士阳光之家等为重点的

志愿行动、家园行动等活动。经管系党

总支在学生生活区建立党员工作站，与

社区形成双拥、助残、对接、志愿者服务

等共建模式，并邀请上海市人大代表、

“老娘舅”柏万青作“志愿者精神和志愿

者”的专题报告。

学院开展对外合作交流，与上海应

用技术学院、台湾德霖技术学院签订校

际合作协议。首次组织教师赴德国 ４
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新加波南洋理工

学院、共和理工等学院开展访问、学习

和交流。接待德国艾肯福德职业教育

中心和美国南犹太大学来访，开展校际

交流。

加强加强学校管理和后勤保障，坚

持依法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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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上海市教委、上

海市社团局报送《关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
度教育收费自查工作报告》。学院接受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民办高校系统２０１１
年度检查，高地建设项目得到检查组专

家肯定。接受高校技防资助经费项目

建设检查和上海市规范收费检查。年

内重新聘任学院中层干部。颁布《上海

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安全应急预案》《上

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实训基地建设项

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等。启动大学

生活动中心建设，完成学生宿舍和食堂

项目的招投标等前期工程项目。完成

学院域名更换，安装校园电子显示屏，

引进南大之星管理软件，进一步完善档

案管理和信息化建设。

１月７日，学院与上海应用技术学
院校际合作签约仪式在学院办公楼会议

室举行。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祁

学银、校长卢冠忠、学院院长陈成澍、党

委书记潘洪祺等出席签约仪式。

３月２７日下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郑惠强为全院师生作全国“两

会”精神的专题报告。

４月２日，“伙伴成长手牵手”志愿
者项目推进会在学院西大会议室召开，

项目牵头负责人柏万青、杨行镇副镇长

石纯等出席并讲话。学院学工部副部长

吴兆强汇报学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对四所

结对学校实地考察情况，一对一英语学

习小组、舞蹈小助教、心理健康活动三大

板块结对活动情况。柏万青对活动的开

展提出建议。

１０月 １７日，上海市民办高校党工
委书记杨月民到学院调研工作。院长陈

成澍、党委书记潘洪祺等陪同调研并出

席会议。

１２月 １４日，上海市科教党校常务
副校长杨元华教授在学院报告厅进行学

习宣传十八大精神专题报告。学院全体

教职工、师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聆听

报告会。 （李仪君）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至年末，学院有
教职工２５９人，其中专职教师１３３人，具
有副高以上职称 ５５人，４０岁以下青年
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占７０％以上，
在专任教师中“双师”（指具有教师资格

且具备本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职

业资格等条件的教师）型教师 ５７人。
２０１２年招生专业共１９个，面向１８个省
份，招生录取数１１４２名，实际报到１００８
名。２０１２届毕业生 １１７７人，签约率
９３％，就业率９８３％。

年内，学院根据“内涵发展扶强扶

特、精简高效”的原则，规范教学管理，实

行专业群大类集合，成立５个二级学院，
即公共卫生与护理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新闻传媒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东方电影

艺术学院。增设发展规划处、教育研究

所２个机构。３月２０日，成立学院专家
咨询委员会，以加强内涵建设，任命杨德

广教授为主任，冯伟国、谢仁业、项家祥、

董圣足教授为委员。

学院以综合素养为基础，以职业能

力为本位，制定２０１２年专业教学计划。
新教学计划包括“综合素养课程体系”

和“职业能力课程体系”。综合素养课

程体系涵盖思想道德素养课程、学生文

明公德行为养成、人文素养课程和创新

课程；职业能力课程由基础职业能力课

程、专业能力、校企合作项目（技师学

院）和毕业环节四部分组成，确立学历证

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双证”人才

培养模式，使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深度

发展，有效规范教学管理，提升职业教育

质量。

开展“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

课程”及教育教学成果的培育建设工作。

徐念祖教授领衔的“多媒体技术职业教

学团队”获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级高职院校
优秀“教学团队”称号。计算机应用技

术实训基地获中央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

设项目４００万元支助，并按教育部要求
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１１月，成功举办第五届“教学质量
月”活动。先后开展讲课、说课、教案等

比赛，组织中青年专任教师开展“ＰＰＴ”
课件比赛，以激发教师授课积极性。推

行“学分银行”制度，为１２０余名学生办
理了银行学分。改革学生学业评价制

度，激发学生学习潜能，培养动手能力和

职业技能。学院史艺超等５名学生制作
的参展项目获第七届国际教学新仪器和

新设备展览会铜奖。艺术系学生在“全

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中获上海

赛区特等奖和二等奖。外语系学生俞洋

获第八届全国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

赛上海地区一等奖。学院普通话测试报

名学生人数为１１２９人，通过二级乙等以
上为８９５人，通过率近８０％。举办第二
届科技节，主题为“崇尚科学、鼓励创新、

展示技能”，由科技成果展示、科技节系

列报告会、科技节技能比赛等三部分组

成，其中技能比赛共３６个项目，包括数
控仿真、ＡｕｔｏＣＡＤ绘图、发动机气缸测量
和桑塔纳变速器检修及护理职业技能、

证券投资大赛等。年内，学院共有获国

家奖学金３人、上海市奖学金３人、国家
励志奖学金１０７人、国家助学金４８５人，
获校级奖学金 ４２１人，发放金额为
２１０３９万元

学院加强与政府、企业合作，提升

内涵建设。宝山区区长汪泓、副区长陶

夏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静分别到学

院调研工作。５月２４日，召开宝山区政
府，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产、学、研对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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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与宝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签订

“关于食品安全技术培训平台合作协

议”。成功申办数控铣床（高级）、公共

营养师（高级）等８个校企合作项目。
加强中青年骨干教师和干部的培

养，提拔７名教师、管理人员任助理、副
职领导岗位，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建

设。辅导员王欢老师获“上海民办高校

系统优秀辅导员”称号。青年教师冯丽

佳获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育才奖。陈晓艳
老师的“晨光”计划课题通过上海市教

委专家组审核，４１名青年骨干教师获上
海市教委课题研究资助经费共 ６９万
元，李涛等７名教师入选上海高校青年
教师培养资助计划。机电工程学院教

师徐文文通过参加社会培训获数控技

师称号。全年共有 １１名干部、教师参
加民办高校“强师工程”研修班，７名教
师参加民办高校提升教学能力培训班，

１０名教师参加职称外语、计算机培训，５
名教师参加国内外访问学者培训。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年内先后接待

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爱尔兰、加拿大、

印度和日本等国的企业董事长、校长和

教授学者 １２批共 ３２人访问。护理专
业学生蒋晨雅赴美国参加为期 ４个月
的学习实习。２４名学生暑假赴美国参
加暑期带薪实习。

加强校园网络建设，按照国家 Ｃ级
标准建设校园网中心机房。完成学院网

站平台的替换以及学院网站的改版，实

现各办公室、会议室以及教师的校园网

的有线和无线覆盖。规范网络的汇聚层

拓扑结构，规范汇聚层的网络设备，落实

网络安全措施，实施上网行为的系统

管理。

改革学生管理制度。制定学生“文

明公德、行为素养”学分具体操作制度。

制定辅导员工作量化、合理、科学的评定

体系，并根据测评情况调整辅导员工作

安排。为１３名学生办理校园地助学贷
款，为３８名学生办理生源地贷款。３月
１５日至６月 １０日，组织第三期军训营，
开展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共有２０７
名学生自愿报名参加，毕业２０２名，其中
１１８名营员获优秀营员称号。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创“震旦文化”

品牌。学院“妇女之家”创建工作通过

上海市教育系统检查验收。５月１０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

万明东带领“面对面、心连心、实打实服

务职工在基层”工作组一行６人，在上
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杜仁伟、市教育工会

主席夏玲英等陪同下到到院调研、慰

问。新闻系党支部被评为市教卫党委

系统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学院

图书馆与黄浦区明复图书馆共建青年

志愿者实践基地。组织志愿者参加“蓝

天下的至爱”、顾村公园樱花节、第十二

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第九届上海

市家庭机器人挑战赛、罗店镇文化活

动、悦苗寄养院、上海第 ２３届旅游节、
美兰湖高尔夫宝马大师赛等活动，培养

学生奉献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涂建云

等１９７名学生加入上海造血干细胞资
料者库，学院被评为上海市红十字会

“志愿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活动优秀

组织奖”，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集体

被评为“宝山区五四团组织”称号。吴

文
!

、黄雯洁、姚晓燕、刘开容等４名学
生到西藏拉萨、日喀则地区开展为期一

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全年参加义务献

血４３３人。开展档案工作推进年评优
活动，对档案工作推进年活动实施要

求、进度、评比检查细则以及档案工作

先进集体、个人评选范围、条件等进行

动员和布置，加强部门立卷，努力做到

“应收尽收”。１２月 ２９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档案工作推进年表彰暨评估工作

会议，表彰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

学院开展体育运动，参加上海市第

一届市民运动会，院长杜飞龙获“民众

奖牌”，体育教学部主任顾漪获“民生奖

章”，刘晓餠获“民乐奖章”。参加２０１２
年上海市学生运动会，赵佳颖获羽毛球

女子单打冠军，赵佳颖、潘佳杰获羽毛

球混双第３名。参加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学
生阳光体育大联赛（高校组），获七人制

足球二等奖，获羽毛球团体三等奖，获

跳踢比赛团体三等奖。参加上海市体

育舞蹈锦标赛，教师王强获专业组冠

军。举办第１４届震旦教育集团体育节
暨田径运动会。 （曹士勋）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是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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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个校
区：东校区位于浦东大道２５９８号，西校
区位于凯旋路 ２０５０号，北校区位于呼
兰路７６３号、８８３号，学院本部设在北校
区。学院占地面积约１８２７万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 １０１９万平方米。至年
末，学院在校生总数４３５５人，其中外省
市生源占 ４５４７％。有专任教师 ２７７
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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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学院
被评为“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成功

申报“上海市特色高等职业院校”。学

院信访办被上海市教委评为“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度高校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信访办主任陈一鸣被评为先进个人。

学院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征兵工作先
进单位”，学院院长鲍贤俊获“２０１１年
度上海市征兵工作先进个人”。获国家

国防教育办公室颁发的“２０１１年国防
法规网络知识竞赛”优秀组织奖。获

《交通职业教育》编委会优秀编委单位，

鲍贤俊被评为优秀作者，孙梅被评为优

秀通讯员。学院获上海市高职教师汽

车类专业教学课程设计大赛团体三等

奖、２０１２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汽车技
术赛项团体金奖、“２０１１年中华诵·经
典诵读大赛和规范汉字书写大赛”优秀

组织奖。在２０１２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
赛暨４２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汽车技
术竞赛中，学院代表队包揽前六名的五

个席位，获一类竞赛第一名、团体金奖。

《上海职教集团化办学的实践及相关问

题思考》获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第八届

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方颖的《探究关

于艺术教育在学院德育工作中的渗透》

获上海市大学生艺术展演高校艺术教

育科研论文比赛二等奖。杨皓臖的《高

校读者的特殊阅读心理与各种类图书

借阅量的关系》获 ２０１２年高职高专及
民办高校图书馆学术研讨会征文三等

奖。《旅客综合运输网络模型研究》入

选ＥＩ检索源。柳心欢的《道德规范失
力的观念滑坡成因分析》在全国高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研究

百题征文中获优秀奖。教师温婷婷获

上海市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法评比

第３名。战裕进、夏渊获大众校企合作
项目技能考核一、二等奖。戴骏获“丰

田优秀指导教师”称号。余炜获 ２０１１
年度上海市高职高专学生技能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曾银丰、廖金红分获上海

市高职教师汽车类专业教学课程设计

大赛三等奖和优胜奖。有 ５名学生参
加２０１２年第六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汽
车检测维修和汽车营销２个赛项，其中
２名获汽车营销项目二等奖、３名获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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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自动变速器拆装与检测和汽车电气

系统检修等 ２个项目三等奖。物流专
业学生获“现代物流储配方案优化设计

和执行”项目大赛高职组上海市团体第

一名，并获华东地区高职院校物流技能

邀请赛团体二等奖。３名学生获全国物
流技能大赛团体二等奖。２支参赛队分
获“数学建模实验班”上海市二等奖。３
名选手在２０１２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
上分获一等奖和三等奖。北校区组队

参加２０１２年第六届本田中国节能竞技
大赛，在７０支参赛队中获第１２名。东
校区３名学生在上海市首届高职高专
创业大赛中获优秀奖。西校区组队代

表徐汇区参加市级一类竞赛获团体第

二名。学生徐伟获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大
学生年度人物提名奖”。参加阳光体育

大联赛，获高职组乒乓球团体冠军。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１日，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数字化校园建设推进会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学院提升专业课程品质，探索人才

培养新路径。细化重点专业建设方案，

调整确立《汽车运用技术》《汽车技术

服务与营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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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５个专业为“０８５”工程
重点建设专业，并以５个重点专业建设
为龙头，带动专业群建设，促进专业建

设整体水平提升。《报关与国际货运》

专业获批国家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重

点建设专业，获中央财政２００万元专项
建设资金。落实“理实”一体化（即专

业理论与实训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实施“２＋１”培养模式，从２０１０级
学生开始实习期延长至一年。制定下

发《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顶岗实

习管理办法（试行）》，推动学生实习规

范化。各大类专业继续拓展专门化方

向，东校区将原有三个专业方向调整为

《大型机械驾驶》《机械维修》《港口装

卸现场管理》和《港口物流运作》４个专
业方向，并在 ２０１２级新生中实施。落
实精品课程引领的课程体系建设，启动

市级精品课程《事故车辆查勘与定损》

建设，完成第二、第三批院级精品课程

评估验收，启动第四批院级精品课程的

申报。初步完成《汽车结构与拆装》

《汽车使用与日常维护》《通关实务》

《仓储与配送》４门市级精品课程建设。
启动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内容纳入专业

课程体系，６月，组织 ２００９级 １３５名学
生进行国际贸易业务员证书考核，１３４
人获得证书，合格率达 ９９２６％。建立
校企合作工作机制，完善学生顶岗实习

制度、专业教师到企业调研制度、企业

兼职实习指导教师管理聘任制度、班主

任或辅导员带教制度等，完成 ２０１０级
“奔驰汽车班”等校企合作项目的年度

组班计划。５月，组织上海交运日红、上
海邦达隆飞物流有限公司到学校举行

校园宣讲会，组织新一轮校企合作冠名

班，１６名学生与邦达隆飞签约进入冠名
班学习，并进入企业轮岗实习。先后与

东昌集团、申通地铁、阿尔斯通交通设

备公司、巴士集团 ＶＯＬＶＯ培训中心等
建立合作关系。承揽上海大众汽车基

础课程培训 ５期，为上海港务、航空等
企业提供培训服务。推进“企业学习中

心”建设，尝试向合作企业“送教”上

门。开办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成教班，

学员主要来自永达、东昌、云峰等企业。

推进国际交流合作，与中日本自动车短

期大学合作研修。７月，首批赴日游学
团赴中日本自动车短期大学研修车身

整修课程的钣金作业项目和涂装作业

项目，１０名学生获中日本自动车短期大
学“车身工学专攻”课程的修业证书。

落实推进教材体系建设，完成《仓储与

配送实务与实训》校本教材、交通教指

委统编教材《货物配送实务》《集装箱

运输实务》编写。承担上海市教委德育

三年发展规划中《企业德育》教材的编

写及网络德育等任务。推进特色校本

教材开发建设共计 ４３项，其中北校区
修订完善中高职贯通系列校本教材２４
本，西校区编写完成《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检修》《公交运营调度》等８本专业教
材，东校区编写《现场管理人员培训教

材（讲义）》７本，根据码头生产作业特
点编撰《码头实用作业英语》手册，并向

码头现场管理和作业人员上门赠书。

学院提升师资队伍素质，探索教学

科研新路径。加强教师团队建设，制定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团队建设

与管理办法（试行）》《上海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首批“院级教学名师”选拔与培

育办法（试行）》，下发《２０１２年度教职
员工培训计划》。１名教师成功申报国
内访问学者，８名教师获批２０１２年上海
市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引进１２名
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具有副教授以上高

级职称的教师。年内组织 ２００余人次
参加学历进修、岗位培训等各级各类培

训。２名教师获评副教授，２名获评讲
师。完成１名教授、１名副教授论文申
报评议工作。派遣１０余名青年教师到
知名企业接受短期专项培训。做好援

疆支教工作，派遣汽车商务专业１名教
师到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支教一学

期，并接收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学院１名
教师到学院学习。推进各级各类课题

组织申报工作，申报立项上海市教育规

划课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赋予集

团化办学内涵建设创新研究》、晨光计

划项目《基于 ＳＥＭ的商旅电子商务竞
争力评价研究》、高教学会《基于中高职

贯通教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

探索与实践》等市级以上课题近１０项，
完成高教学会《构建职业教育立交桥的

路径、政策研究》、全国交通系统高职院

校交流材料《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

查及分析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特点研

究》报告。编辑出版《上海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第 １０卷第 １期、第 ２期，
编审文章 ７０余篇，近 ４０万字。坚持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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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管理，重在激励”原则，进一步完

善教师投入科研活动的评价考核机制，

对学院教师年度科研工作完成情况进

行量化统计考核，并给予科研津贴资

助。加强教学督导，继续开展常规听课

评课工作，组织校级公开课活动，并及

时予以反馈；开展教师（含外聘教师）考

核，组织召开学生座谈会，发放“学生问

卷调查表”２１２０份。筹备上海市第二
届教学设计比武，结合“０８５”工程建设，
先后开展校区、学院两个层面的“三说”

（专业系部主任“说专业建设”、项目负

责人“说项目建设”，专业教师“说专业

的核心课程设计”）活动竞赛。

学院提升素质教育质量，探索育人

工作新路径。加强道德文化建设，贯彻

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理念，结合共青团

建团９０周年，开展共青团建团墙报展
示、“五四”表彰大会等活动，加强时政

形势教育、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推进网上“易班”工作，开

展易班读书节、“易拍—我爱交院”摄影

活动、首届易班知识竞赛、网上命题博

文“我爱祖国山河美”征文活动，提高易

班活跃度。至年末，学院易班注册人数

４３２３人，注册率９９２７％。加强辅导员
队伍建设，举办２０１２年德育工作年会，
选派３０余人次参加市教委组织的相关
培训。开设心理拓展课，提高心理课实

效性。组织开展学生干部培训班，增强

学生干部思想理论修养。组织业余党

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生递交入党

申请５１６人，发展学生党员 １７人。完
成２０１２年新生军训组织工作。１１月，
按照市征兵办要求组织征兵工作，共有

１００余名学生报名参军，有３１名学生应
征入伍。拓展文化育人功能，建立学生

事务中心，提供教育管理、帮困助学、招

生咨询、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继续教育

等“一站式”服务。以读书节、艺术节、

阳光体育节、技能节、社团文化节为载

体，发挥学生社团作用，坚持每月开展

一项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校

园文化活动，全年共有万余人次参加各

类活动。东校区创办校刊《希望》，开设

英语讲座，开展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合

格率 ９６５％。西校区开展“校徽、校
训、核心价值观”征集活动，设计“温馨

教室、舒心寝室、和谐校园”建设月等主

题活动，组织 １５００名师生完成本市公
交客流量跟车调查大型社会实践活动。

北校区开展以“读书传承文化、专业创

新未来”为主题的第六届校园读书节系

列活动，共有４１个班级、１７９５名学生参
与，通过有奖阅读、经典诵读、读书讲

座、演讲比赛等各种形式，传承经典，激

发学生阅读和学习兴趣，营造浓厚的校

园读书氛围。举行“高雅艺术进校园”

上海歌剧院艺术家演唱会和轻音乐讲

座。组织１１级一千余名学生参加普通
话培训测试。培育慈善文化理念，建立

慈善爱心屋。慈善义工队１月参加“蓝
天下的至爱”全天爱心大放送启动仪

式。学院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纪念“世界

红十字日”系列活动，以“阳光在社区、

慈善任我行”为主题的志愿者服务项目

完成申报上海市高校红十字“携手人

道”志愿服务项目。参加上海市第二届

大学生国际人道问题辩论赛并获组织

参与奖。做好“奖贷助减”等助学帮困

工作。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４２
人，获奖学金５０４万元；３人获国家奖
学金，计 ２４万元；４人获上海市奖学
金，计３２万元；１２５人获国家励志奖学
金，计６２５万元。９７０人次获国家助学
金，计１４３７万元；２４１人获国家助学贷
款，计 １４４６万元；３２６人获伙食费补
贴，计 ９７８万元；设立勤工俭学岗位
４０２个，发放费用 ４３２５万元。全年奖
助学总计２１１３人次、４１４４７万元。

学院提升社会服务品质，探索教育

培训新路径。抓好招生宣传工作，参加

上海市第九届教育博览会，推出交通物

流职教集团２０所职业院校交通物流类
专业联合招生宣传广告。组织“校园开

放日”活动，向社会展示专业建设风采。

针对外省市计划数持续增加的形势，重

点在地级市开展招生咨询。组织 ３月
份的依法自主招生及 ５月份的“三校
生”招生考试，完成５批次招生录取工
作。２０１２年依法自主招生共涉及《物
流管理（口岸物流网络管理）》等８个专
业，新增《新能源汽车》专业对应届高中

毕业生招生。年内计划招生 １５００人，
录取 １３１７人，实际报到 １２０３人。其
中，３月份依法自主招生计划３４０人，录
取报到３３６人；５月份“三校生”招生计
划１９０人，录取报到１９０人；６月份高中
生招生计划 ３１０人，录取报到 １４６人；
外省市招生计划６６０人，录取报到５３１
人。抓好就业推荐工作，提前启动２０１３
年毕业生就业工作，加强就业政策宣

传，拓宽实习渠道。先后举办优秀毕业

生座谈会、“丰田日”活动、上海大众、上

海永达、上海东昌校园人才招聘会、保

险与公估岗位推介会等活动。按照就

业指导工作计划，全年组织招聘活动百

余场，提供岗位３０００余个。６月，举办
“心系物流天地，放飞青春梦想”第五届

上海交通物流职教集团大型人才招聘

会，共有６９家物流和货代企业提供９６８
个岗位，职教集团 ２０所院校成员单位
２２４８名２０１３届毕业生参加招聘活动。
２０１２年，学院共有 １７个专业毕业生
１４０１人，就 业 率 ９０３６％，签 约 率
２１４１％。完成“三支一扶”招募工作，２
名应届毕业生被录用。抓好培训服务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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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

培训３万余人次。联合相关知名企业，
承办２０１２年上海市职业技能竞赛暨４２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地区选拔赛汽车

涂漆赛项，培训选手１３３人。承办２０１２
年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汽车运用与维修

赛项上海选手集训、汽车营销赛项上海

高职院校选拔赛、上汽集团汽车驾驶员

操作技能比赛。学院拓展培训鉴定资

质，获“物流员智能化考试中心”资质。

推进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

融通，汽车商务专业试点推行汽车营销

师证书，货代专业推行国际商务单证证

书，物流专业试点推行物流员、助理物

流师证书，学生双证率 ７１５６％。成人
教育方面，成人业余大专在校生 ３１７
人。北京交大远程教育组织春秋两季３
批入学考试，２６１人报到注册，招生数比
上一年增长２７％。其中专科２１０人，开
设《交通运输管理》《物流管理》《汽车

运用技术》３个专业；专升本５１人，开设
《物流管理》《汽车运用工程》《会计学》

３个专业。共有在校生６１９人，其中专
科４６４人、专升本１５５人。完成上海市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申报工作，西校区

完成第３３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原１６７
所）整体搬迁并通过专家组评估验收。

学院提升基础保障质量，探索环保

校园新路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程，

完成学院“十二五”基本建设规划及校

区现状统计工作、２０１２年政府采购中的
全部集中采购项目、２０１３年市财政预算
维修项目可行性方案制定和统计工作。

学院本部推进教学综合楼工程项目施

工建设，完成教学楼直饮水设备改造、

外借宿舍（月罗校区）搬迁及新宿舍

（宝安公路附近）维修、一号教学楼维

修、消防泵更新及泵房维修改建、燃气

锅炉房设备更新及安装、汽车实训楼改

建等工程项目。东校区投入 ２６０万余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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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用于校园基础设施改造和教学设备

更新；西校区结合市教委下达的“校安

工程”，推进校区基础设施改造。实训

中心建设方面，学院本部完成汽车维修

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提升的设施设备配

套，通过鉴定方案验收，三、四、五级鉴

定按新方案实施。完成汽车创新实验

实训中心建设前期调研和方案论证，完

成系统平台初步搭建和汽车文化课程

专业课程建设。完成口岸物流实训室

维修改造项目，工位数从原来的 １８个
增加到 ５４个，并更新实训设备。升级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鉴定系

统。东校区《集装箱运输管理》专业完

成业务集成实训室项目建设，并投入使

用。西校区新建城市轨道交通供电倒

闸操作实训室等 ９个实训室。落实安
全工作责任制，分别与交运集团、上海

市教委签订２０１２年安全保卫目标责任
书，完成安全生产、综合治理、涉日及党

的十八大维稳等相关目标要求。与地

区消防支队、街道签订《重点单位消防

安全承诺书》，组织各部门、群众组织签

订安全工作责任书共６９份。建立季度
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会议制度，落实安全

监管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开展防震减灾宣传周、安全月活动、电

信诈骗等防范教育，开展紧急疏散演

练，增强自防自救能力。加强消防安全

管理与检查，落实消防器材月检制度，

开展消防知识及技能培训，学院本部完

成消防泵房设备更新。加强隐患排查

整治力度，组织消防志愿者进行消防培

训。校园安全技防投入 １０万元，对部
分显示器、储存硬盘进行更新。投入

１６万元购置消防器材干粉和二氧化碳
灭火器１１６只。加强住宿学生安全管
理，组织突击检查，全年未发生刑事案

件、群体性事件、火灾和安全行车等事

故。加强对外包食堂监管，通过市教

委食品安全的专项检查和地区卫生监

督所公共卫生、饮用水卫生安全检查，

全年未发生公共食品卫生安全责任事

件。落实高职学生医保制度，保障学生

基本医疗，完成全体学生年度体检工

作。开展卫生健康宣传教育，利用军训

对新生进行现场初级救护培训。组织

师生无偿献血，２０１２年献血指标 ５０５
人，完成５０５人。做好校园日常设施维
护、车辆安全检查和维修保养、学生户

籍管理等常规工作，确保校园各项秩序

正常有序。完成 ２０１２年财政拨款计
划、用款申请工作。财政预算及执行全

面通过市财政政务网申请支付。加强

预算管理，完成２０１３年财政专项编制，
上报市财政一次通过审核。加强财务

管理，制订学院《关于２０１２年规范收费
工作意见》，落实学费减免等助学政策

和专业奖励政策，开展规范教育收费自

查工作，形成自查报告上报市教委。接

受市财政对２０１１年度财务会计报表和
部门决算报表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并完

成整改。通过社会审计，取得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接受上海市物价局教育

收费专项检查并落实整改。

学院提升整体办学质量，探索质量

管理新路径。提升信息化、现代化管理

水平，完成《２０１２年度信息化建设任务
书》并上报市教委装备部，其中已完成３
项：综合门户网站、数字化校园专题网和

统一登录平台，于６月在学院局域网内
全线试运行。学院本部“中高职教育贯

通培养信息资源库开发”组建项目组，完

成信息平台策划，展示平台由招生管理、

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实习管理、就业管

理等系统软件组成，涵盖学生在校期间

所有信息，可供学生、家长、学校、企业四

方查询。向上海市教委报送信息公开年

报，并在学院网站“信息公开”栏目公

开，更新上传公开信息５０余条。推进教
务管理信息化进程，完成２０１２级新生学
籍电子注册工作。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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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民主管理，做好学院重

大问题、干部任免、党员发展等院务公

开、公示工作。

　　３月２８日，学院与捷豹路虎（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校企合作“卓越培训

项目”正式启动。学院与捷豹路虎公司

在合作协议框架、实训中心建设、教师选

送培训、学生选拔组班、教学形式选择等

方面进行合作，并建设完成“捷豹路虎”

实训中心，首批选拔２５名学生组建“捷
豹路虎班”。１２月 ４日，举行首届捷豹
路虎班结业典礼，院长鲍贤俊等学院领

导致词，捷豹路虎（中国）售后执行副总

裁ＲｉｃａｒｄｏＶｉａｎａ出席典礼，首届学生均
顺利结业，并获捷豹路虎一级技术员证

书、英国汽车工业学会（ＩＭＩ）汽车维修职
业资格认证。

　　４月，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支持
下，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慈善爱心屋

（工作站）投入试运行，成为上海市高职

高专首批慈善爱心屋之一。慈善爱心屋

设有校内、校外两间小屋，存有学习生活

物资４０００余件，能满足困难学生的学习

生活需要。５月１８日，慈善爱心屋正式
揭牌。

　　１０月１１日，学院院长鲍贤俊参加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成立暨第九届国家

督学聘任工作会议，被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聘为第九届国家督学。国务院成

立教育督导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

首批聘任１６０名国家督学（其中上海 ５
名）。

　　１１月９日，学院举行陶巍专家工作
室签约揭牌仪式暨“人与车的沟通”主

题报告会，推进《汽车运用技术》专业内

涵建设。学院党政领导、中层干部、师生

员工约４５０人参加此次活动。陶巍现任
上海幼狮高级轿车修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上海市技师协会副会长、技师协会汽

车修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美国麻省理工

大学荣誉院士、法国马赛工商学院荣誉

院士、美国底特律三角州学院汽车维修

高级教官、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高级顾

问及兼职教授、上海市优秀技师、高级技

师、上海市劳模、新长征突击手、汽修界

唯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陶巍专

家工作室”每学期开展专家报告会、现场

诊断、研讨交流、课题研究等各种形式活

动，为学院汽车运用技术专业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学模式改革

创新等出谋划策。

１１月２９日，由学院发起，京津沪交
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联盟主办、上海

交通物流职教集团承办的主题为“思想

激荡，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教体系；校企

联动，推进行业集团化办学内涵建设”

２０１２年京津沪交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
学高层论坛在上海云峰集团大厦举行。

会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

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石伟平

教授作《国外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经

验与启示》报告。院长鲍贤俊与各方人

员开展交流。 （陈一鸣　王晓红）

■上海宝山职校技术学校　２０１２年，学
校在编教职工１８９人，退休教工２３１人，
中职在校生近３０００人。年内，上海市东
方职业技术学校教职工并入学校，其中

在岗教职工 １３人，退休教职工 ３０人。
学校连续第３年被市教委评为安全文明
校园和学生行为规范示范校，被区教育

局评为行风建设先进单位。２０１２年毕
业生７３２人，就业率为９８７％，专业对口
率为７３％，稳定率超过５０％。三校生高
考上线人数１２５人，上线率为９８４％，为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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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历史最佳。

　　学校年内出台《实施学校十二五规
划纲要主要目标指导意见》《学生员工

化职业修养教育指导纲要》和《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教师培训规划》等引领学校未来
几年发展的重要文件。年度师资培训

项目全部落实：委派 ３４名教师分别参
加国家、市级骨干教师培训，两名副校

长和两名教师到国外培训，１９名教师暑
假进企业实践。在市教委举办的中职

校第六届教师教学法评优中，６名教师
参赛，共获二等奖３名，三等奖１名，优
胜奖２名，学校获优秀组织奖。市级课
题《中职校“以岗设课、工学交替”课程

开发模式的实践研究》进入专项研究。

物流专业学生孙建钢获全国中职生技

能大赛叉车项目上海市选拔赛第三名。

学校组织开展第二届学生技能节，设置

比赛项目覆盖所有专业，参赛学生达

７００余人次。
　　学校成功申报市级物流师考核鉴
定站，承担上海市中、高等院校物流专

业学员及社会物流岗位工作人员的专

业技术等级考证工作。至 １２月，共有
９３４名学员参加仓储配送和国际货代的
中高级考试。学校接受政府投资 １６９
万元启动机电实训室建设，完成楼体装

修。投资１２００万元、总建筑面积 ６４３２
平方米的总部校区一期大修与校园建

筑安全工程和投资 １１９万元的行知校
区教师食堂改建工程分别于 ９月和 ８
月竣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被列为市政府实事项目的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建设工程竣工落成
老年大学宝山分校／提供

　　学校社会培训部被宝山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评为职业培训先进单

位；被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

定为上海市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度职业培
训机构Ａ级办学质量和诚信等级单位；
被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

局评为上海市先进社会组织；通过市级

评估，获保育员、育婴师高级培训资质。

年内完成职业技能培训１３７３人，其中，
政府补贴培训１１８４人，占８６２％；中高
层次培训 ７６８人，占 ５５９％，实现社会
培训市场化目标，所有培训项目鉴定合

格率均超上海市平均水平。３月 ～６
月，设立职业技能体验公益培训项目，

为区教育局工会开展“快乐工作慧享生

活”进行系列培训，每月主题分别是“慧

美丽、慧美食、慧生活、慧育儿”。全区

中、小学和幼儿园共３０７名教师分别参
加生活淡妆、皮肤护理、中西式面点、中

西式烹饪、家庭汽车保养等 １１个项目
的培训。承办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组

织开展育婴师中级项目竞赛和仓库保

管工中级竞赛；承办区教育局工会主办

的宝山区教育系统“食尚我做主”———

和谐家庭厨艺秀活动。

４月 １６日，宝山区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张晓静率领局党政班子到学校

进行专题调研，走访三门路校区、行知

校区和总部校区。

　　４月１８日，学校召开教学改革工作
推进会，全校教职工及区教育局、教师

进修学院、校企合作单位的有关领导和

部分学生家长代表出席。会议介绍考

证、实习、就业方面的成功作法，旨在

“进一步研讨学校教学工作践行国家级

示范校教学标准的具体措施，强力推进

教学改革的整体进程，继续扎实提升办

学质量，全心全意服务学生、服务企业、

服务社会，努力打造让人民满意的中职

教育”。

　　１１月２３日，由区长汪泓牵头、区教
育局组织的宝山职业技术学校与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分院合作项目“中高

职教育贯通研讨会”在宝山职业技术学

校会议室举行。宝山区教育局领导、两

校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进行交流。

（陈　婷）

成人教育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上海老年大
学宝山分校设在上海行知学院内，至年

末，学校有专职办学人员７名，任课教师
２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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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门课程，班
级４５个，学员 １３０８人次。宝山分校将

上海行知学院整个３０００平方米底楼作
为老年大学的专用场所，并在底楼西侧

开辟老年大学校门，室内大厅和室外建

造老年人休闲区，学校总建筑面积拓展

到４６００平方米。普通教室配有最新型
“班班通”全套设备。设置书画、钢琴、

瓷绘工艺、电脑、摄影、文艺类等课程专

用教室和专用电脑机房。配有老年人学

习成果展示中心、教研演示中心、休闲阅

览中心、文艺活动中心、瓷绘实训室等

场所。

学校建设区域特色课程《瓷绘工

艺》《全区街镇老年教育师资综合培

训》。编写、出版《瓷绘工艺》第七、八两

册，配合上海老年教育教材研发中心新

编品牌课程《瓷绘工艺》教材４册及配套
教学视频和全套学习用具材料，组成学

习包在全市老年学校中推广使用。《全

区街镇老年教育师资综合培训》调整讲

座范围，增加老年人群容易理解、便于辅

导教授的内容，并收集、整理、编辑讲座

参考资料、提纲，印刷装订成册。该特色

课程经市级评审获“上海市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终身学习活动品牌项目”称号。年内

协助区老年教育工作小组办公室开展理

论研究、论文评比，出版《宝山区２０１２年
老年教育论文集》。学校结合办学实际

撰写理论研究、工作思路、经验总结等各

类文章６篇。
１２月３１日，被列为２０１２年市政府

实事项目的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建设

工程竣工。上海市教委副主任袁雯，副

区长陶夏芳，上海市老年教育办公室主

任李骏修、上海市老年教育协会会长俞

恭庆、常务副主任陆耕丰、上海老年大学

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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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郑令德及浦东、普陀、徐汇、黄埔 ４
所分校校长，区内各街镇分管领导，区教

育局、民政局、老干部局及相关职能部门

人员出席竣工仪式。 （陆莉莉）

２０１２年４月６日，宝山区召开社区教育工作会议 上海行知学院／提供

■上海行知学院　学院占地３公顷，总
建筑面积逾３万平方米。至年末，有教
职员工１１５名，其中高级职称１１人，中
级职称５６人。学校设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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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内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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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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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在校大专、本科学

生５１２３人，其中全日制学生１３０５人；各
类非学历培训逾万人次。年内，学院获

全国示范性基层电大、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度广播电视大学全国统一考试优秀考

点、全国社区教育特色课程、上海社区教

育特色课程一等奖、第十六届上海市文

明单位、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社区
教育先进单位（集体）、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
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工作

先进集体、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社区读书活动
“优秀组织奖”、上海市第十一届社区教

育优秀论文评比一等奖、优秀组织奖、

“喜迎党的十八大”上海社区家庭才艺

大赛“优秀组织奖”“终身学习快乐家”

上海市民辩论赛冠军、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度优秀慈善义工
集体。

学院与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合作

办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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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招收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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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行政管理

专业新生。在区内张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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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成人高校复习

班设大专文科班、理科班、强化班和专升

本班。计算机培训设初级、中级、办公自

动化、会计电算化、网络初、中级、ＣＡＤ
辅助设计、网页设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

试等辅导班，职称培训考试有职称外语

培训和会计职称培训，并设有财会人员

继续教育、统计人员上岗培训考试、行政

人员执法考试培训等辅导班。结合区内

港口仓储、货运等单位急需报关、国际货

运代理、物流管理等技术岗位人才的实

际情况开设报关证、国际货代证、物流管

理证等劳动技能岗位证书培训班。与澳

大利亚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合作举办的上

海澳宝经济商务进修学院设有剑桥商务

英语、大学英语四级、ＰＥＴ三级等短期培
训项目。

设立于学院的宝山区社区学校指导

中心，依托学院的教学、技术、服务等资

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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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社区教育指导受益量

达到７万余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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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提供新平台。 （董曲波）

表６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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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２人

业余制成人大专

脱产班 机电一体化 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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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０人

业余制成人专升本 国际贸易、物流管理、行政管理 １５９人

电大开放式

大
专

脱产班

业余制

专升本

会计、行政管理 １２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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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７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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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７人

（董曲波）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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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与体育
■编辑　施晓倩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日，区长汪泓慰问一线医务人员 摄影／蔡　康

医疗保健
■概况　至年末，宝山区卫生局下属公
立医疗卫生机构有 ３５所，包括二级综
合性医院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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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院３所［上海
市第二康复医院（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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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２４９人，其
中卫生技术人员 ５０５８人（执业医师
１８７４人，执业助理医师 ９０人，注册护
士２１４６人，药剂人员 ２８９人，检验人
员２０７人），实有病床 ３３８２张。区属
各医疗卫生单位诊疗 ９６２０９万人次，
其中门急诊８８４１３万人次，出院６６４
万人次，实际占用总床日数 １１８９０万
床日，住院手术２３４９４人次，出院病人
治愈好转率 ８０９７％，病床使用率
９６５４％，周转率 １９６４次，平均住院
天数 １５１０天，门 急 诊 均 次 费 用
１３６９７元，床日费用 ５３８２６元。区
级综合性医院的急诊抢救人数 １３７３１
人，成功率 ９７７７％。区医疗救护站
全年出动急救车 ３９１万车次，救护病
人 ３５８万人次。２０１２年，全区报告
甲类传染病（霍乱）１例，乙类传染病
１１种 １９９０例，传 染 病 发 病 率 为
１１７０３／１０万；报告 ＨＩＶ感染者 ３７
例，累计６３５例；报告艾滋病人 ２３例，
累计１１０例。婴儿死亡率为 ２６９‰，
出生缺陷率 １３２‰，区人口孕产妇死
亡率为 ０／１０万。人均期望寿命为
８２３２岁，其中男性 ８０１８岁，女性
８４６２岁。

２０１２年，区镇两级财政卫生事业
费为７３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其
中经常经费５４５亿元，专项经费１９３
亿元。区级财政卫生事业费 ５７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其中经常经费
３８７亿元，专项经费 １９１亿元。年
内重点推进 ７个建设项目，华山医院
北院、大场医院迁建、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二期工程以及市一宝山分院外科楼

均投入使用。罗店医院改扩建项目和

一钢医院转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完成。馨佳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

式启动施工。完成上海旅游节开幕

式，顾村公园樱花节、桂花节，全国中

学生桥牌赛、田径赛和美兰湖国际名

人高尔夫赛等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任

务。制订《宝山区卫生援疆工作实施

方案》，２０家医疗单位分别与新疆叶
城县的所有乡镇卫生院进行结对，搭

建对口支援的工作平台，建立援疆工

作长效机制。选派第二批援疆医生和

三支公共卫生专家组支援叶城县医疗

卫生和公共卫生工作，赠送设备 ５５万
余元。

■公共卫生服务　严格落实传染病防
控各项措施，继续实施扩大免疫规划项

目，有效控制手足口病、麻疹等传染病

疫情。年内共接种第一类疫苗５６１万
剂次，第二类疫苗 ２０７万剂次。开展
艾滋病、性病、麻风病、结核病防治工

作，对易感人群进行干预。全面完成国

家和上海市基本及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建立区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对

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及其行为危险因

素进行监测和全面干预，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提高居民自我保健意识。年内成

功创建成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范示

范区。在华山医院宝山分院开设产科

门诊，填补周边地区产科资源的空缺。

严格执行妊娠风险预警评估，确保危重

孕产妇和新生儿抢救及时有效。年内，

全区 婚 检 率 ３１５９％，初 婚 婚 检 率
４１５％。持续推进《上海市公共场所控

７４２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２日，宝山区政府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签约合作共建教学医院 区卫生局／提供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０日，区卫生系统职业精神辩论赛决赛在宝山电视台演播中心举行
区卫生局／提供

制吸烟条例》。推进示范场所建设和居

民健康自我管理工作，共建成７２个健康
场所、２５６个健康单位和４２０个居民健康
自我管理小组。高境镇国家卫生镇通过

全国爱卫办复评考核，罗店镇创建国家

卫生镇工作稳步推进。国家卫生区创建

工作实质性启动。

■卫生监督　在大场、罗店、罗泾、高境、
月浦、顾村等镇相继成立６家卫生监督
分所，完善卫生监督网络，增强卫生监督

基层服务能力。全年共监督执法 ６９１６
户次，实施行政处罚６０９户，罚款７０９５
万元，警告１２１户次。

■医疗质量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通过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评审，被评定为

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各医院以等

级评审为抓手，开展“三好一满意”（服

务好、质量好、医德好和群众满意）、“医

疗质量万里行”“优质护理示范工程”等

活动，医疗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社区卫生　统一规范全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支出标准，核定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年度支出预算，每月对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审

核，全年上缴收入６２亿元，投入资金９
亿元。继续落实基本药物制度，严格按

照规定采购、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

行零差率供应。年内，吴淞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成功创建为全国示范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杨行、泗塘、高境、淞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创建为上海市示范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学科人才　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
华山宝山分院重症医学科和市一宝山

分院妇产科、检验科入选新一轮上海市

医学重点专科建设计划。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急诊科、中医肛肠病科和呼吸内

科分别入选第三批上海市卫生局中医

临床优势专科、上海市中医重点学科建

设计划和上海市中西医结合重点病种

建设项目。年内成功申报 ７项市局专
项课题，完成 ５５２人次的市级专业
培训。

■合作医疗　２０１２年，区合作医疗应参
合率和应保尽保率保持１００％，人均筹资
１９７５元。住院（门诊大病）医药费用最
高支付限额从每人每年 ９５万元提高
到１９５万元，增强了参合农民抵御疾
病经济风险能力。实施在总额预付前

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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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理增长。全面完成区二级医院新

农合实时结算工作，为参合农民提供更

加方便的就医环境。

■完成实事项目　完成月浦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舒缓疗护病区的改造和人员

配备，并于 １０月开始收治晚期肿瘤患
者。为２００人次白内障贫困患者免费
实施复明手术。为 １２４万名 ６５岁以
上老年人进行健康体检。为 ３８万名
学生（幼儿）进行口腔检查，充填龋齿３
万只。开展巡回医疗车送医下乡活动，

共出车 １５９次，服务群众 ２１万人次，
送药１０３万元。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０１２年，核准登记新
的民营医疗机构１２家，注销２家。至年
末，核准登记的民营医疗机构共有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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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所（口腔门诊部４１所，综
合门诊部 ８所，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１
所），个体诊所４３所（包括口腔诊所２８
所，中医诊所１５所）。

８４２

卫生与体育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５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举行大型专家义诊活动 区卫生局／提供

■公立医院改革　２０１２年，市一宝山分
院、罗店医院继续开展公立医院运行机

制改革试点，严格执行以岗位为本的绩

效考核方案，建立多劳多得的激励机

制、优劳优得的质量保证机制、成本核

算的约束机制和群众满意的诚信机制，

切断医务人员个人收入与医院业务收

入之间的关系，提高服务质量，控制医

疗费用。两家试点医院门急诊均次费

用低于上海市同级同类医院的平均水

平，按平均水平计算，全年共节约百姓

医疗费用 ５１５０万元。年内，宝山区被
列为上海市康复体系建设试点区，一钢

医院整体转型为“上海市第二康复医

院”，进一步明确康复学科的发展方向。

年内组织１２０名医务人员进行康复技

能培训，１１月２日，举办上海市首届康
复医学国际论坛。

■医疗联合体工作　完善首席医生制
度，门诊服务有效下沉，社区门诊量占全

区门诊量的比例由２００８年的５０％提高
到６０％。强化专家进社区开展健康教
育制度，全年开展健康教育１８００余次，
增强居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年人均就诊次数由２００８年的６０７次降
低到５３６次。

■家庭医生责任制　加强对家庭医生
的考核激励，提高家庭医生制工作质

量。年内新建家庭医生工作室 １８个，
全区共开设家庭医生工作室 ６１个，签
约家庭５８万户，１３７万人，累计开展
预约门诊５７万人次，双向转诊２７万
人次。

■卫生信息化工程　基本完成市、区两
级平台临床诊疗信息共享，以及临床信

息与健康档案的共享交互工作。开发

完成疾病控制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六个

模块的开发以及与上海市平台的任务

联调。至年末，全区共建成医生工作站

１３４０个，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１３１１
万份。 （房信刚）

表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前十位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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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 ５３７ ６０．１７ ２６．４１ 肺癌 ３８８ ８５．０９ ３１．３９ 肺癌 １４９ ３４．１３ １８．７０

２ 胃癌 ２７９ ３１．２６ １３．７２ 胃癌 １６８ ３６．８４ １３．５９ 胃癌 １１１ ２５．４３ １３．９３

３ 肝癌 １８４ ２０．６２ ９．０５ 肝癌 １２６ ２７．６３ １０．１９ 胰腺癌 ６３ １４．４３ ７．９０

４ 胰腺癌 １４２ １５．９１ ６．９８ 胰腺癌 ７９ １７．３３ ６．３９ 肝癌 ５８ １３．２９ ７．２８

５ 结肠癌 １２５ １４．０１ ６．１５ 结肠癌 ７０ １５．３５ ５．６６ 乳腺癌 ５６ １２．８３ ７．０３

６ 直肠和肛管癌 ９６ １０．７６ ４．７２ 食管癌 ６２ １３．６０ ５．０２ 结肠癌 ５５ １２．６０ ６．９０

７ 食管癌 ８６ ９．６４ ４．２３ 直肠和
肛管癌

５９ １２．９４ ４．７７ 胆囊和
肝外胆管癌

４０ ９．１６ ５．０２

８ 胆囊和肝
外胆管癌

６６ ７．３９ ３．２５ 前列腺癌 ４３ ９．４３ ３．４８ 直肠和
肛管癌

３７ ８．４８ ４．６４

９ 乳腺癌 ５８ ６．５０ ２．８５ 非霍奇金
氏淋巴瘤

２８ ６．１４ ２．２７ 卵巢癌 ３０ ６．８７ ３．７６

１０ 脑、神经
系统癌

４７ ５．２７ ２．３１ 胆囊和肝
外胆管癌

２６ ５．７０ ２．１０ 食管癌 ２４ ５．５０ ３．０１

９４２

医疗保健



表２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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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５８ １６３．３６ －１．２２ ７６４ １６７．５５ －２．３０ ６９４ １５８．９８ ０．００

冠心病 ８５５ ９５．８ ２８．３７ ４０８ ８９．４８ ３５．１７ ４４７ １０２．４ ２２．７２

气管炎、哮喘 ５８４ ６５．４３ １７．３２ ３９６ ８６．８４ ２２．９３ １８８ ４３．０７ ７．１１

肺　癌 ５３７ ６０．１７ －１．３５ ３８８ ８５．０９ ０．５３ １４９ ３４．１３ －５．８７

胃　癌 ２７９ ３１．２６ －８．５７ １６８ ３６．８４ －１６．６６ １１１ ２５．４３ ７．２６

肝　癌 １８４ ２０．６２ －１７．１１ １２６ ２７．６３ －２４．１６ ５８ １３．２９ ３．９６

糖尿病 ３０７ ３４．４ ７．０２ １５３ ３３．５５ １０．２４ １５４ ３５．２８ ３．９６

结直肠肛门癌 ２２１ ２４．７６ １１．２２ １２９ ２８．２９ １１．７１ ９２ ２１．０７ １０．５５

急性心梗 １１０ １２．３２ ５．３１ ６４ １４．０４ １．９４ ４６ １０．５４ １０．６０

精神病 １０８ １２．１ ２９．９１ ４０ ８．７７ １９．６３ ６８ １５．５８ ３６．８０

食管癌 ８６ ９．６４ －１．３１ ６２ １３．６ －４．３４ ２４ ５．５ ７．５６

病毒性肝炎 ５４ ６．０５ ２．４３ ３１ ６．８ ２．０４ ２３ ５．２７ ３．０６

表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主要死因顺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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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８８ ３０１．１７ ３８．４３ 循环系病 １３７２ ３００．８９ ３５．７９ 循环系病 １３１６ ３０１．４６ ４１．６５

２ 肿　瘤 ２１０８ ２３６．１８ ３０．１４ 肿　瘤 １２７５ ２７９．６１ ３３．２６ 肿　瘤 ８３３ １９０．８２ ２６．３６

３ 呼吸系病 ６８１ ７６．３０ ９．７４ 呼吸系病 ４５７ １００．２２ １１．９２ 呼吸系病 ２２４ ５１．３１ ７．０９

４ 损伤中毒 ３２６ ３６．５３ ４．６６ 损伤中毒 １６７ ３６．６２ ４．３６ 损伤中毒 １５９ ３６．４２ ５．０３

５ 内营代 ３１１ ３４．８４ ４．４５ 内营代 １５４ ３３．７７ ４．０２ 内营代 １５７ ３５．９６ ４．９７

６ 消化系病 １８８ ２１．０６ ２．６９ 消化系病 ９６ ２１．０５ ２．５０ 消化系病 ９２ ２１．０７ ２．９１

７ 精神病 １０８ １２．１０ １．５４ 神经系病 ５２ １１．４０ １．３６ 精神病 ６８ １５．５８ ２．１５

８ 神经系病 ９４ １０．５３ １．３４ 传及寄病 ４７ １０．３１ １．２３ 神经系病 ４２ ９．６２ １．３３

９ 传及寄病 ７６ ８．５２ １．０９ 精神病 ４０ ８．７７ １．０４ 传及寄病 ２９ ６．６４ ０．９２

１０ 泌尿生殖 ５９ ６．６１ ０．８４ 泌尿生殖 ３３ ７．２４ ０．８６ 泌尿生殖 ２６ ５．９６ ０．８２

０５２

卫生与体育



表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医院

分类 名　　称 等　级 地　址 实有床位
２０１２年
门急诊
（万人次）

主　要　科　室

三级

华山北院 三级甲等 陆翔路１０８号 ２２７ —

妇科、普外、泌尿、骨科、眼科、消化、中西医结合、心血

管、呼吸、心胸外科、风湿和职业病科、皮肤、五官、内

分泌、肾病、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康复、肿瘤

交大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漠河路２８０号 ５５０ ６７．４４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曙光医院宝山分院 三级甲等 友谊路１８１号 ５１２ １１４．５２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二级

医疗

机构

市一院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牡丹江路２１６号 ５０２ ８６．７７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大场医院 二级乙等 环镇北路１０５８号 １６５ ３４．０９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罗店医院 二级乙等 罗溪路１２１号 ２４９ ４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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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９ 康复

华山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长江西路１９９９号 ３５１ ７７．６３ 内、泌尿外、骨、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

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未评 友谊支路３１２号 ４８０ ８．５５ 精神科

中冶医院 二级乙等 春雷路４５６号 ７０２ ３７．４ —

公安局安康医院 二级未评 殷高路２号 ２５４ ０．００８７ —

一级

医疗

机构

老年护理院 一级未评 共和新路５４２５号 ２５５ ０．７３ 老年护理、康复科

民政老年医院 一级未评 富锦路６６０号 １０４ ０．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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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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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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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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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４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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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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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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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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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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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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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５．７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高境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共康东路５５号 ５０ ３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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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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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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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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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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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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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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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２

医疗保健



表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民营医疗机构

序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序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１ 上海英港泌尿外科医院 上海市宝山区淞滨路１３０号 林建清

２ 上海沪太医院 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２５５５号 李志华

３ 上海新园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电台路 ５６７、５７１、
５７５号 占国勇

４ 上海泰康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共康路 ７５８号 ～
８１０号 郑国柱

５ 上海罗太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罗太路３５０号 苏金灶

６ 上海罗和门诊部 罗泾镇陈行街１３２号～１３８号 郑俊棋

７ 上海金悦门诊部 宝山区丰宝路４７号～５７号 阎　飞

８ 上海大爱门诊部 宝山区祁连山路２０８８弄２号－１ 林丽萍

９ 上海昌豪门诊部 水产西路１８８号 林丽玉

１０ 上海卓艺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大华二路２５５号 王松寿

１１ 上海志琴口腔门诊部 罗店镇祁北东路７５号 李志琴

１２ 上海毓华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２１２弄８９号～９１号 王毓华

１３ 上海友用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３８号－４ 秦　勇

１４ 上海义德中西医结合门

诊部
长江南路５７７号 占国勇

１５ 上海雅郑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杨鑫路３５０－２号 王　杰

１６ 上海雅杰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共富路５００号 王　杰

１７ 上海信诺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涵青路６７号 陈　华

１８ 上海文凯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泰和西路

３４６３弄１４３号～１４４号 熊国军

１９ 上海宋扬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１４３８弄
２２８号 吴　岚

２０ 上海淞康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路４０５号－４ 雷维龙

２１ 上海仁缘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菊太路６８弄３９号 张红霞

２２ 上海奇正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真金路 １０４１号
１楼 胡昕远

２３ 上海浦华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灵石路１５０１号 俞亦炯

２４ 上海美冠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水产西路７９７号 赵云龙

２５ 上海康宏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淞兴路２３４号 孙　莹

２６ 上海凯德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华灵路１９４５号 陈　明

２７ 上海佳雅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东林路３９５弄９号 周　敏

２８ 上海佳十美宝杨口腔门

诊部
宝山区宝杨路８２６号～８３０号 王春梅

２９ 上海昊艳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三泉路１９１６号 占志强

３０ 上海大众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一二八纪念路

７７５号 王海占

３１ 上海大唐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１１５号 唐成柏

３２ 上海齿伽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呼玛路５７９号 苏忠宝

３３ 上海超美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环镇北路７２１号 熊洪金

３４ 上海博缘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共康路 １５７号 ～
１５９号 王伟君

３５ 上海博业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亭前街

１８１号 王伟峰

３６ 上海博信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聚丰园路 １８８弄
２７８号 王松寿

３７ 上海博美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同泰北路５３３号 蒋惠芳

３８ 上海博恩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西路１４０８号 王伟君

３９ 上海邦缔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顾太路１９号 杜忠强

４０ 上海信诺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涵青路６７号 陈　华

４１ 宋庆华私立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八村 １号
１０２室 宋庆华

４２ 上海朱恬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华灵路１６８１弄３７
号１０５室 朱　恬

４３ 上海朱和相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行知路３９６号 朱和相

４４ 上海周乃琴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亭前街

８０号 周乃琴

４５ 上海郑光榕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共江路８２０号 郑光榕

４６ 上海张根全中医内科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乾溪新村

洛场路３００弄１９号 张根全

４７ 上海张朝旭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聚丰园路 ３８８弄
７５号－４ 张朝旭

４８ 上海虞松寿口腔诊所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５支弄１３号 虞松寿

４９ 上海俞亦炯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祁连山路２６２０号 俞亦炯

５０ 上海一德中医内科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淞滨路１３０号 马丽萍

５１ 上海姚民生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绥化路２５７号 姚民生

５２ 上海杨中奕中医针灸推拿

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西路１８４３号 杨中奕

５３ 上海忻雅萍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共富路 １２７号 ～
１２９号 忻雅萍

５４ 上海吴根柱口腔诊所 宝山区海江路３５号 吴根柱

５５ 上海王延萍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同济支路３０号 王延萍

５６ 上海王守汾中医针灸科推

拿科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双城路８０３弄８号
１０３室 王守汾

５７ 上海汪金宝中医针灸推拿

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淞兴路３０８号 汪金宝

５８ 上海覃荣林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永乐路 ５３８号 ～
５４０号 覃荣林

２５２

卫生与体育



（续表）

序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序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５９ 上海宋敏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４５９号 宋　敏

６０ 上海沈鼎候中医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行知路 ５７２弄
１２号 沈鼎候

６１ 上海人寿堂大华中医内科

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６８９号 冯　明

６２ 上海潘志强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双城路 ８０３弄宝
莲城８号楼１０１室 潘志强

６３ 上海罗道友中医骨伤科

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聚丰园路 ３８８弄
７５号－５ 罗道友

６４ 上海陆元桴中医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共富路７２号 陆元桴

６５ 上海刘理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支路３６号 刘　理

６６ 上海李作初中医内科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南大路２２
弄１号 李作初

６７ 上海李秋华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１２８８弄
１０２号２０７室 李秋华

６８ 上海李浩中医骨伤科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古莲路 ３５８弄 ５８
号Ｌ－３１４ 李浩

６９ 上海康乾中医内科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西路５１０号 张俭生

７０ 上海金
"

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同济路９９９号４号
楼１１７、１１８室 金　

"

７１ 上海金圣章中医骨伤科

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水果弄

１８号 金圣章

７２ 上海黄怡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场联路 ２１号 ～
２３号 黄　怡

７３ 上海方捷敏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新二路 ９９７弄 ３
号甲

方捷敏

７４ 上海杜光明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绥化路

９０号 杜光明

７５ 上海丁士德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双城路２９１号 丁士德

７６ 上海陈真口腔诊所
上海宝山区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５号
１Ｆ－２号 陈　真

７７ 上海陈文华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古莲路 ３５８弄 ７８
号１－２０５ 陈文华

７８ 上海陈明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新沪路１４６８号 陈　明

７９ 上海陈国民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新村路８１３号 陈国民

８０ 上海陈昌富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西路１８４９号 陈昌富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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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区牡丹江路４８７号 刘天陆

８２ 上海包春荣口腔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华灵路６２３号 包春荣

８３ 顾孝信私立中医针灸诊所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新桥街

１９号 顾孝信

８４ 上海昶灿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殷高西路５９８号１０７室～
１０８室 王巍巍

８５ 上海贝康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友谊路 １８９９弄 ３３号一
楼、３５号一楼 龚　敏

８６ 上海拜尔宝尔口腔门诊部 牡丹江路１２７２号６楼 黎　强

８７ 上海广福门诊部 宝山区宝安公路２３３８号 陈建坤

８８ 上海丽尔康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罗店镇南东路７８号 闵继平

８９ 上海真华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河曲路１１５号 周晓红

９０ 上海珞朦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盘古路３８８弄２号３０５室 刘理

９１ 上海美而佳口腔门诊部
上海市宝山区长逸路 ２５８号一
层Ａ７号～１８号 黄德范

９２ 上海雅悦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镜泊湖路６６５号 郑庆凤

９３ 上海经华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纬地路３８６号 俞亦炯

９４ 上海罗缘口腔门诊部
宝山区罗芬路９８９弄３号２０７ｂ、
ｃ、ｄ号２楼 卢　军

９５ 上海宝罗护理院 宝山区罗店镇张桥路１２号 陈培龙

表６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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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担单位
区科委

扶持总经费
区卫生局
匹配经费

１ 慢性肾脏病肾小球滤过率评估方法的循证医学研究 大场医院 ２ ２

２ 血、尿２０－羟二十烷四烯酸在诊断子痫前期中的价值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４ ４

３ ｎ－３多不饱和脂肪酸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曙光宝山分院 １ １

４ 实时组织弹性成像在鉴别诊断乳腺良恶性肿块中的应用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２

５ 早产儿低氧诱导因子的临床意义 华山宝山分院 ４ ４

６ 宝山儿童过敏性皮肤病相关因素和实验室研究 曙光宝山分院 １．５ １．５

７ 低剂量多排螺旋ＣＴ在社区中老年人早期肺癌筛查的应用研究 华山宝山分院 １．５ １．５

８ 精神分裂症患者社区综合康复措施研究 区精卫中心 ５ ５

９ 社区老年期痴呆心理行为症状调查及干预研究 区精卫中心 ３ ３

３５２

医疗保健



（续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承担单位
区科委

扶持总经费
区卫生局
匹配经费

１０ 可溶性白介素－２受体在淋巴瘤中的表达及意义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２

１１ 水囊压迫在剖宫产术后瘢痕处妊娠早期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５ ５

１２ 老年结直肠癌围手术期风险因子的多因素相关性分析 曙光宝山分院 ３ ３

１３ 肱骨髁间骨折横穿钉固定的生物力学研究 华山宝山分院 ３ ３

１４ 污染或感染状态下生物补片修复大鼠腹壁缺损的应用研究 华山宝山分院 ３ ３

１５ 化瘀明目饮对于糖尿病患者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的疗效与观察 曙光宝山分院 ２．５ ２．５

１６ 印记基因ＰＥＧ１０及其甲基化在良恶性葡萄胎中表达差异的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２

１７ ＧＡＬ－３、ＣＫ１９、ＨＢＭＥ－１在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与甲状腺良性结节中不同表达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２

１８ 髋关节表面置换股骨侧生物型假体柄的载荷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４ ４

１９ ＬｎｃＲＮＡ－ＭＡＰ３Ｋ１－２通过活化ＭＡＰＫ通路参与胃癌发生发展的研究 罗店医院 ４ ４

２０ 社区干眼病诱发因素调查及干预研究 华山宝山分院 ３ ３

２１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观察Ｎ－Ｍ电刺激／ＴＥＮＳ对偏瘫肩痛的疗效 华山宝山分院 ３ ３

２２ 中医药防治社区常见病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卫生服务事务中心 ３ ３

２３ ＩＣＦ在脑卒中后遗症作业治疗中的指导运用 一钢医院 ２ ２

２４ 社区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中医体质分类及辩证分型研究 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４．５ ４．５

２５ 刺络与舒利迭联合应用控制小儿哮喘的临床观察 曙光宝山分院 ３ ３

２６ 老年康复护理院的康复护理模式探讨及对策 一钢医院 １ １

２７ 初产妇产后焦虑及抑郁的社区中医干预的研究 高境社区 ３ ３

２８ 中西医结合治疗气阴两虚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观察 曙光宝山分院 ２ ２

２９ 中药冲洗结合耳穴贴压治疗鼻窦炎内窥镜术后的临床观察 曙光宝山分院 ３ ３

３０ 复方川芎抗纤颗粒临床前研究 大场医院 ４ ４

３１ 手术患者心理状态与ＰＣＡ镇痛效果的相关性研究 罗店医院 ２ ２

３２ 宝山区手足口病流行特征及气象因素对其影响的神经网络模型研究 区疾控中心 ２ ２

３３ 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革的实践和探索 宝山卫生局 ４．５ ４．５

３４ 上海市宝山区社区民居家养老现状与需求研究 区疾控中心 １ １

３５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方案的社区推广运用 华山集团、泗塘社区 ２ ２

３６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和报告体系改进与评价研究 曙光宝山分院 ５ ５

３７ 对居民大肠癌早筛早诊态度干预效果的研究 区疾控中心 ２ ２

３８ 社区高血压患者血压未控制因素调查及治疗依从性干预研究 庙行社区 ４ ４

３９ 社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医药防治的健康管理研究
淞南社区、曙光宝山分院、
市眼防所

４ ４

４０ 运动锻炼与合理用药教育联合干预社区慢阻肺疾病患者效应研究 长江路社区 ４ ４

４１ 失地农民体育健身“运动处方”干预的效果研究 罗泾社区、区爱卫办 ３ ３

４２ 改良肺康复治疗对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干预研究 杨行社区、市一宝山分院 ４ ４

４３ 区域性中医医疗联合体管理的模式探讨 宝山卫生局／曙光集团 ４ ４

合　计 １２７．５ １２７．５

（房信刚）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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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举行眼科联合病房签约暨揭牌仪式 市三医院／提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概况　至年末，医院在职员工 １０３１
名，比上年增加３２人，其中医生２８６人，
护士４５８人。正高级职称２６人，副高级
职称８６人，中级职称 ３８５人。博士 ３２
人，硕士１３９人，本科３２３人。有硕士生
导师３３名，博士生导师６名。在读硕士
研究生５７名，在读博士研究生６名，硕
士培养点１９个，博士培养点５个。有临
床科室３９个，核定床位５０２张，设置床
位 ６５０张。２０１２年，医院门急诊量
６９６６２８人次，比上年增加 ４３９９１人次。
年出院病人 ２４３０７人次，增加 ４２８９人
次。手 术 人 数 ２８７７，床 位 使 用 率
１１５３７％（以５５０张开放床位计算），增
加１３３５个百分点。平均住院日 ９５３
天，减少０７５天。全年业务总收入５２３
亿元，增加 １０４亿元。医院在 ２０１２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结果中获９个
项目资助，较上年增加 ８０％，资助总经
费３８８万元。心内科张俊峰、病理科韩
洪秀申请的课题分别获上海市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资助。实验中心高丰厚课

题获上海市教委重点项目资助，病理科

韩洪秀的课题获上海市教委一般项目

资助。药剂科原永芳、放射科赵江民、

消化内科程梵、普外三科杨孙虎获２０１３
年上海市卫生局科研课题面上项目资

助，烧伤整形科杨鹏高获青年项目资

助。烧伤整形科姚敏获上海市高等学

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博导类）

资助。神经外科冯东福获上海市科委

引导项目的资助，经费 ２０万元。心内
科张俊峰获上海市市级医院适宜技术

项目资助，经费 １５万元。肿瘤科刘峰
获上海交通大学医工交叉项目资助，经

费１５万元。烧伤整形科博士研究生傅
秀军获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博士创新基金”资助。“上

海第三人民医院团委”微博群在新浪微

博正式建立。医院自 ３月起正式开通
门诊“一站式”服务收费模式，首批４台
一站式付费机启用，与２台自助服务机
一起服务就诊患者。医院妇委会获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卫生系统优秀妇女组
织。门诊药房、超声科获上海市巾帼文

明岗。王博成获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度上
海市优秀志愿者称号。张燕捷获“生命

之光“汇添富青年医学人才发展基金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青年十杰”提名奖。

临床医学院《案例教学在医学影像技术

专业伦理学教学中的意义》获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优秀
医学人文案例”。胡媛的《医院与家属

携手创造医学奇迹———昏迷２７１天“植
物人”昨苏醒》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医药
卫生优秀新闻作品”。医院党委《在实

践中探索创先争优工作长效机制的研

究》论文获中国卫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

会城市分会论文评比一等奖。

■援滇医疗　１月１６日，医院第四批在
云南香格里拉进行援滇任务的 ５名医
护人员返沪。在为期半年的援滇工作

中，医疗队员们发挥专业特长，开展无

痛胃镜、显微手外科手术、护理服务等

工作，填补香格里拉人民医院的空白。

年内，第五批、第六批援滇医疗队先后

赶赴云南，履行对口帮扶工作，队员吴

玉杰在香格里拉人民医院完成迪庆州

首例颈椎骨折手术。６月，由副区长陶
夏芳带队的区党政代表团慰问医院援

滇医疗队。根据上海市卫生局《关于

２０１２年继续实施县级医院骨干医师培
训项目的通知》精神要求，年内共接受

９名来自云南省各县级医院骨干医师到
医院培训。

■学术交流　医院与第九人民医院、华

山医院联合举办“２０１２激光技术中美瘢
痕高峰论坛”，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

院光医学中心主任ＲｏｘＡｎｄｅｒｓｏｎ作主题
报告。作为医院第六届科技文化艺术节

系列活动之一，邀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

院麻省总医院光医学中心的教授 Ｓｅｅ
ｍａｎｔｉｎｉＮａｄｋａｒｎｉ作题为“光学影像技术
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稳定性的检测”的

讲座。

■科研成果　神经外科教授马延斌、冯
东福指导的 ２０１０届硕士研究生王洪
财、李雪元的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

“２０１１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
论文）”。神经外科冯东福的《弥漫性

轴索损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获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１年度宝山区医学科技奖唯一
的特等奖，烧伤整形科方勇、姚敏以及

普外科姜波建的研究分别获一等奖。

医院在《宝山医学》论文的评比中，获两

个一等奖，内分泌科唐艰音、眼科施彩

虹分别获宝山区医学会优秀学组长称

号。药剂科吴岩在主任原永芳指导下，

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合作进行的研究

成果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ｏ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上以论著形式发表。神经外
科冯东福申请的发明专利“一种产生啮

齿类动物弥漫性轴索损伤的装置”获国

家发明专利证书。检验科郭海艳和胡

晓波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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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等合作，找到人类结肠癌新的致病机

理，研究结果发表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ｏｇｙ》。
病理科韩洪秀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发表

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药剂科原
永芳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被《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刊 登。神 经 外 科
２０１１届硕士研究生李甲在导师冯东福
教授指导下的研究论著在国际神经创

伤权威刊物《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ｕｍａ》上
发表。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市三医院开通绿色通道，抢救宝钢铁水包倾翻事故中的伤员
市三医院／提供

■开展义诊活动　３月 ７日，医院青年
联谊会、团委、宝林七村居委共同组织

“学习雷锋精神、关爱妇女健康”公益义

诊活动，医院近２０名专家、志愿者来到
社区，为居民提供疾病咨询、血压测量、

超声检测及健康宣教服务，６月９日，以
“展学院风采，报社会关爱”为主题的大

型义诊活动暨第三人民医院健康节启

动仪式于宝山区文化馆广场举行，来自

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仁济、新华、九院

等及院内的近 ５０名专家参加此次义
诊。启动仪式由院党委书记王玉龙主

持，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肖泽萍、交大

医学院副院长章雄及宝山区副区长陶

夏芳上台致辞并与区卫生局局长李士

华、医院院长方勇等共同按下健康节启

动按钮。活动当天还举办《肿瘤早知

道》和《糖尿病与饮食》的专题讲座和

互动活动。医院青年志愿者为市民进

行测血压、查血糖等检查。大型义诊活

动为期两周，医院为市民提供一系列健

康咨询、宣教、保健与义诊服务。１２月
５日，在国际志愿者日，院团委组织医务
青年在宝山文化广场提供义诊服务，吸

引百余人前来咨询。

■医院综合楼主楼启用　６月２６日，医
院门急诊、医技、病房综合楼主楼正式启

用。综合楼改扩建项目建设占地面积

１２５００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３６１００平方
米，共有１７层，于２００９年立项，２０１０年
动工建设。

■组织应急演练　６月４日，医院举行
群发伤、宫外孕、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理演练。演练的病种涵盖呼吸、脑外

伤、腹部外伤、口腔、眼部损伤、软组织

挫伤、腹痛、宫外孕、发热等项目，同时

关注医护人员在抢救过程中的各项防

护意识、人文关怀意识、病人隐私保护

意识等内容。

■召开医院社会卫生服务集团理事会会
议　６月８日，医院社会卫生服务集团
理事会会议在盛桥社区召开。区卫生局

领导及各理事单位成员出席会议，会议

由理事长方勇主持。集团办公室主任董

力新代表理事会汇报２０１１年工作总结
及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各理事单位理事
就集团内的医疗资源整合、首席医生工

作、健康教育、信息平台建设以及特色工

作等方面进行交流。

■三级综合医院等级复评审　８月 ７
日、８日，上海市三级综合医院等级复评
审专家组一行２８人到医院进行为期两
天的等级复评审工作。评审检查由上

海市医院评价（评审）中心主任何梦乔

带队，第一人民医院王兴鹏院长担任组

长。专家组分别对医院管理、后勤、医

政、护理、信息、财务等方面进行检查。

■设立眼科联合病房　８月１７日，医院
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于上海紫金山大酒店举行眼科联

合病房签约暨揭牌仪式。上海交通大学

党委副书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

书记孙大麟、第九人民医院院长张志愿、

党委书记范先群、医院院长方勇、党委书

记王玉龙等出席。仪式由院党委书记王

玉龙主持，医院院长方勇和九院院长张

志愿在合作协议上签字。眼科联合病房

的签约使医院能够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的平台与其他附属医院开展学科系

列项目合作。

■成为出入境检验检疫定点医院　１０
月１１日，医院与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宝山区卫生局联防联控举行合作备

忘录签约仪式。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局长周国梁、宝山区卫生局局长李士

华、院长方勇出席并签定协议。医院成

为上海市卫生局指定的“出入境检验检

疫定点医院”之一，重点与上海检验检

疫局下属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建，

形成口岸检疫机构与定点医院的协作

机制。

■成立颌面—头颈肿瘤科　１１月６日，
医院与第九人民医院在宝山宾馆友谊会

堂举行颌面—头颈肿瘤科签约暨揭牌仪

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孙大

麟、副书记唐国瑶、第九人民医院院长张

志愿、医院院长方勇等领导及两所医院

的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学术骨干、主要职

能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会议。交大医学院

副书记唐国瑶、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周

礼明为科室揭牌。颌面－头颈肿瘤科的
成立填补了上海北翼地区颌面肿瘤治疗

的空白。

■宝钢铁水包倾翻事故抢救　１２月１７
日，医院急诊接诊宝钢铁水包倾翻事故

中的１１名伤员。医院立即启动群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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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救治预案，开通绿色通道，成立由院

长方勇为组长的“１２·１７”铁水包倾翻
伤员救治领导小组，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烧伤整形科、急诊、ＩＣＵ、骨科、耳鼻喉科、
眼科、麻醉科等相关科室参与抢救工作。

瑞金医院、长海医院等专家到院进行会

诊抢救。事故发生后，市政府副秘书长

肖贵玉等领导到院看望受伤人员，要求

医院全力以赴抢救伤员。

■河豚鱼中毒抢救　１２月１０日，医院
急诊收治５名河豚鱼中毒患者。５名患
者当天中午在集体食用河豚鱼后不久，

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胸闷气促、手脚发

麻、不能行走、呕吐等症状，其中一名６９
岁患者入院时监护仪显示呼吸已经暂

停，心跳微弱。医院立即开通“绿色通

道”展开救治，作洗胃、吸氧、静脉注射缓

解神经系统麻痹症状等处理，以恢复神

经系统功能，促进毒素排泄。经过几个

小时的抢救，５名中毒者最终脱离生命
危险。 （虞雯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食药监宝山分局以开
展“主动履职·在本职岗位上争做先

锋”系列主题竞赛活动为契机，以防控食

品药品安全事件为中心，坚持科学监管，

结合实际探索创新，推进监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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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查处餐饮、保健食品和化

妆品企业及个人 ３６９起，罚没款 １７６８
万余元。立案查处药品、医疗器械企业

及个人３８起，罚没款４１５万余元，销毁
一批涉案的药品、医疗器械、食品、保健

食品和化妆品。年内，宝山分局获２０１２
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

快速测技能实战演练三等奖、创先争优

先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服务窗口”达

标单位等称号。

２０１２年６月８日，宝山区举行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摄影／浦志根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全年共受理行政
许可事项申请 １４９６户，其中餐饮服务
７９２户、药品ＧＳＰ认证４户、药品经营企
业１９０户、医疗器械经营企业３０４户、药
师挂牌１９２人。实施餐饮服务许可７１１
户，其中颁发新证４０５户、变更６２户、延
续２３８户、补证６户，注销餐饮服务许可
证８４张，完成食品企业标准备案１４户。
完成餐饮服务咨询指导服务２５８７户次、

办证登记 ５８３户、现场审核 １５０１户次。
参与区企业服务中心并联审批３５户。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年内共出动监督
员３１０００余人次，监督检查餐饮服务单
位１０４１０户次、保健食品和化妆品企业
１７１７户次、药品生产和零售企业２７７户
次、医疗器械生产和经营企业２６３户次、
医疗机构３９户次。完成“药品类易制毒
化学品”专项检查７２户次，参加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体系考核１６户次。监督抽
检食品６２４件，合格率９８９％；抽检餐饮
具７７９件，合格率７７３％。监督抽检盒
（桶）饭 ３０１件，合格率为 １００％。快速
检测 食 品 （环 节）４１８８件，合 格 率
８９１％。对猪肉及牛肉类产品“瘦肉精”
项目快速检测３９０件，合格率１００％。监
督抽检保健食品８９件，合格率９４４％。
快速检测减肥类、抗疲劳类保健食品９４
件，合格率 ９８９％。抽检各类化妆品
１３５件，已出检验结果的１１７件样品均合
格；快速检测化妆品 １５４件，合格率
９９４％。抽检药品 ６５６件，合格率为
９６５％。抽检医疗器械 ２５件，合格
率７９２％。

■餐饮食品安全日常监管重点工作
　推进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和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规范化管理，在巩固真华

路、双城路创建成果的基础上，大场嘉

年华商圈、罗店美兰湖商业区、友谊路

街道牡丹江路３条国家级示范街（区）

６７户国家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
位通过验收。５２５户达到规范化管理创
建验收标准。年内开展３次代号为“夜
鹰”的系列检查行动，重点检查大中型

餐饮单位落实防控食物中毒措施、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和禁止经营食品等情况，

严厉查处违法经营河豚鱼、违法添加非

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等行为，保

障餐饮消费安全。保障重大活动食品

安全，完成区“两会”“上海樱花节”“上

海国际男篮挑战赛”“上海国际青少年

科技博览会”“全国中学生桥牌和田径

锦标赛”“宝马国际高尔夫大师赛”及

中高考等重大活动期间 １２２余万人次
的食品安全保障任务。

■药品、医疗器械日常监管　开展“问
题胶囊”紧急查控，对辖区 ２家胶囊剂
生产企业使用的明胶空心胶囊以及生

产的胶囊剂药品共 ５５批次的产品、对
药品批发、零售企业、医疗机构的２６批
次相关产品进行抽检。结果显示，辖区

内没有生产药用胶囊的企业，所有抽验

产品均合格。对３９户医疗机构开展药
剂规范管理专项检查，对全区 ４４户列
入质量信用等级评定的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开展等级评定，规范含麻黄碱类复

方制剂和抗菌药物销售管理。与公安

部门开展行刑衔接，查处经营假药行为

３８起，利用“区两法衔接平台”移交案
源４１件。

７５２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开展专项整治　（１）推进餐厨废弃油
脂专项治理工作，制定全年餐厨废弃油

脂治理方案。通过培训、宣传，提高餐饮

企业对废弃油脂从严监管的思想认识，

增强企业工作主动性。发放《餐饮服务

单位食用油使用指南》，督促学校食堂、

企业食堂以及大中型餐饮单位使用“上

海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溯源系统”，对食

用油采购和废弃油脂处理进行信息化管

理。开展监督检查，督促餐饮服务单位

落实餐厨废弃油脂专项治理要求。重视

投诉举报，及时查处，发挥餐厨废弃油脂

监管的社会监督力量。产生废弃油脂的

２７０６户餐饮单位中，９１３％的单位安装
油水分离设施，９８９％的单位签订餐厨
废弃油脂收购协议，所有单位基本建立

食用油采购查验、索证索票和台账记录

制度，配备有明显标识的专用煎炸废弃

油收集容器，并落实餐厨废弃油脂回收

申报制度。辖区餐饮服务单位餐厨废弃

油脂处置工作规范有序。（２）开展小餐
饮单位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检查各类小

餐饮１７７０户次，重点解决经营场所环境
“脏乱差”、餐饮具不消毒或消毒不规

范、原料进货渠道不规范、食品添加剂使

用和废弃油脂处置不规范等突出的食品

安全问题，基本杜绝违规使用食品添加

剂行为。

■药械不良反应监测　与区卫生局联合
成立“宝山区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

不良事件）监测工作领导小组”，修订完

善监测工作相关制度及流程，对各个类

型病例报告的收集、处理、分析、评价等

进行详细规范，新增死亡病例报告与处

置规范等内容。全年共审核上报药品不

良反应（简称“ＡＤＲ”）报表 ４５３０例，比
上年增长６６％，其中新的、严重的１４４５
例，占 ３１９％；收到医疗器械不良反应
（简称“ＭＤＲ”）报表 ３０１例，比上年增
长１８５％。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　制订《２０１２年宝
山区食品安全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宝

山区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员制度》，发放

宣传资料 ３６万份，宣传受众达 １５万
余人。组织辖区餐饮服务单位召开食

品安全工作会议，开展食品安全警示教

育，敦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优化对志愿者的管理方式，将志愿者纳

入属地管理。拓宽宣传面，加强与新闻

媒体的沟通合作，录制《向十八大献礼》

专题片中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内容、

“百姓连线”、１２期食品药品知识网上
课堂视频，在《中国医药报》《宝山报》、

宝山电视台、宝山人民广播电台、宝山

区政府网站等媒体上多形式宣传食品

药品安全知识以及食药监宝山分局的

工作情况。组织开展２０１２年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知识竞赛，普及食品安全相关

政策法规和科普知识，共有 ４５户餐饮
企业的 １１０人参赛。６月 １１日 ～１７
日，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集

中设摊发放食品安全知识读本等资料，

接受市民咨询。

■推进药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建设　１１
月，食药监宝山分局自主研发的“药品在

线实时监控系统”作为区政府实事项目

全面通过验收，覆盖全区２５８家零售药
店，逐步实现药械安全实时监管等业务

的信息化处理，其中有９家民营医疗机
构安装监控系统。监控系统在“问题胶

囊”紧急查控工作中发挥积极有效的

作用。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远程实时监控系统
投入使用　年内实现对辖区内２５户高
风险餐饮单位（其中集体用餐配送企业

１７户、中央厨房６户和专办婚宴的餐饮
单位２户）实施远程实时监控，初步建成
并投入使用（试运行），以加强对辖区内

社会盒饭、学生盒饭和桶饭生产等高风

险单位的监管。 （孙　婧）

爱国卫生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爱国卫生工作以
创建国家级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

国家卫生区为抓手，深化公共场所控烟

工作、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工作、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行动，提升宝山环境健康水

平、市民健康素质和社会健康形象。推

进罗店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工作，通过加

快老镇区综合改造，开展各类专项整

治，突出抓好常态化管理。高境镇巩固

国家卫生镇工作，通过全国爱卫会复查

复评。启动为期 ３年的创建国家卫生
区工作任务，每月１５日开展“环境清洁
日”和“星期四爱国卫生义务劳动日”

活动，全区全年累计共有 ２２８万人次
参与爱国卫生义务劳动。以“四控一

动”（控油、控盐、控烟、控体重和适量运

动）为核心，深化全民健康深化方式行

动。开展“六个一”（一个社区、一个企

业、一个医院、一个学校、一个餐厅和一

个机关）示范场所建设，举办 １００人以
上的“社区健康大讲堂”活动 １９次计
２４７６人次。年内新建 ４４条市民健身
路，并动员市民开展日行万步活动。组

织参与市纪念爱国卫生运动６０周年市
民家庭健康知识竞赛，宝山区代表队先

后在上海市民家庭健康知识竞赛分赛

区半决赛、总决赛中获一等奖和三等

奖。在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开展季节

性除害消杀工作，加强除四害监督执法

检查。庙行镇成功创建上海市“ＡＡ级”
除害服务站，张庙街道“Ａ级”除害服务
站通过市级复审。开展血防宣传和螺

情自查等工作，连续 ３５年巩固区消灭
血吸虫病的成果。年内，罗泾镇被评为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健康先进社区。宝山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不锈钢事业部、上海

宝世威石油管道制造有限公司、庙行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罗店镇政府、江湾

中心校等１０个单位被评为“２０１２年度
上海市健康先进单位”。吴淞街道西朱

新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罗店镇顺驰美

兰湖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等４个小组被
评为“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市民健康自我管
理先进小组”。吴蕴珠等 ２０人被评为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健康城市先进工作
者”。

■完成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　确定创建国家级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以下简称“慢创”）综合防控示范

区的工作目标，区爱卫办承担慢创工作

考核评价指标中的“示范场所创建”

“患者自我管理”等工作任务。在落实

慢创指标过程中，区爱卫办以全区创建

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工作为依托，按照全

国爱卫会提出的“将慢性病防控纳入到

卫生创建指标体系中”要求，优化城乡

环境面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宝山区

成功创建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宝山区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办公室授予“上海市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工作（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２年）
突出贡献奖。

■贯彻实施《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
烟条例》　由区爱卫办牵头，形成区公
安分局、区教育局、区卫生监督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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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督局、区房屋管理局、区文

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区城市交通行

政执法大队等７家控烟监管执法单位
的联络员例会制度，合力推进区内公

共场所控烟工作。全年向机关事业单

位、饭店、网吧、学校等公共场所共发

放海报、公告、标识３０１５０套、宣传品２
万余份。年内，区爱卫办先后开展《上

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两

周年、第 ２５个世界无烟日、轮渡控烟
等宣传活动，开展为期半年的“控烟知

识”版面巡展活动，深入机关、学校、企

业、商场、大型超市等 ４０多个单位进
行宣传，全区共有 １４２５名控烟志愿者
在各类公共场所开展控制吸烟的劝阻

活动。年内，控烟监管部门的执法实

现零突破，全年对医院、学校、文化娱

乐场所等重点单位 １６２０家进行检查，
警告、责令整改 ４７户，已整改 ４０户，
罚款单位 ３７家，处罚个人 ３人，共处
罚金４万元。

■启动实施国家卫生区创建工作　６
月１８日，宝山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动员
大会召开，正式启动为期三年的创建

国家卫生区工作。年内，区爱卫办按

照国家卫生区标准和指标要求，对全

区现状进行摸底调查，整理出相关指

标数据，拟定《宝山区创建国家卫生区

工作调研报告》《宝山区创建国家卫生

区实施方案》等相关资料。７月，从各
街镇、有关局行借调 ２０余人组建宝山
区创建国家卫生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区１４个街道、镇、工业园区及区商
务委进行创建国家卫生区启动调研，

组织开展“９２０”“１２·５”创建国家卫
生区志愿服务行动。 （周　燕）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日，２０１２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在宝山体育馆举行 摄影／邬维玉

体育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有区少年儿童
业余体育学校、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

学校、区少年儿童业余游泳学校、区行

知田径运动学校等 ４所青少年业余体
校，共有专职教练员３２名，注册运动员
７２５名。宝山体育中心全年各场馆累计
接待健身市民 ２００多万人次。年内共
培训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３４８名，全区
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达 ２０８８名，
其中一级 ５名、二级 ６１名、三级 ２０２２
名。创办１０个健身气功站点，至年末，
全区有健身气功站点 ４２个。２０１２年，

新建１０条百姓健身步道、２个百姓健身
房和１个百姓游泳池。全年销售体育
彩票１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位列
上海市第五。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组织

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参赛工作，开

展“百”字系列活动，举办宝山区第二届

群众体育大会开幕式，组队参加全国农

运会男篮、游泳比赛。青少年业余训练

水平稳步提升，开展区第二青少年业余

体育学校和游泳学校 ２个后备基地创
建工作，添置科研设备，完成各项资料

准备和申报工作，推动日常管理规范

化、标准化。年内，宝山区输送的运动

员参加全国成年组比赛获１９金８银５
铜，许昕参加伦敦奥运会乒乓项目比

赛，刘子歌获伦敦奥运会２００米蝶泳第
８名，许昕在２０１２年国际乒联职业巡回
赛总决赛上获单打冠军。宝山区体育

局获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２０１２年全
民健身活动优秀组织奖”，获上海市体

育局颁发的“上海市体育工作先进单

位”“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先

进单位”“业余训练区县输送人才贡献

奖单位”“市青少年十项系列赛优秀奖

单位”“奥运会区县业余训练贡献奖”

和“‘一区一品’赛事优秀组织奖”等。

张庙街道获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全民

健身活动先进单位”。

■体教结合工作　全区共有１３家青少

年俱乐部，其中国家级 １家，市级 １２
家。年内成立足球、花样跳绳运动联

盟，全区有手球、击剑、篮球、田径、武术

和象棋等 ８个项目构建运动联盟。全
年组织开展区阳光体育大联赛１８个项
目比赛，全区１００多所中小学１２０００多
名学生参加。组队参加上海市青少年

十项系列赛，获 ３３５金、２１５银、２０
铜、１４０６分的成绩，在“团体奖牌榜”中
名列第五名，在“团体总分榜”中名列第

六名。２０１２年符合高考加分条件的体育
特长生有６１人，共有４８名体育特长生参
加高考，其中一本录取２１人、二本录取２７
人、专科录取７人，初中升高中体育特长
生共有４２人。推进“专业教练进校园”
工程，加强对学校体育教师培训。联合区

教育局协调乒乓项目与上海交通大学合

作签约，篮球项目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签

约，足球项目与上海大学签约，实现运动

员培养从小学到大学“文化学习 ＋业余
训练”体教结合新模式。

■宝山体育中心运行管理　体育中心
开放场馆实行全年无休，开放时间从早

上７∶００至晚上１０∶００，广场开放夏季提
前至早上５∶００。全年各场馆累计接待
健身 市 民 ２００多 万 人 次，总 收 入
１２７７９５万元。中心市民健身馆的第二
层为健身房，面积３７００平方米，包括动
感健身中心、健康舞室、瑜珈室、标准拳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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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２０１２～２０１３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在宝山体育中心综合篮
球馆举行 摄影／邬维玉

击台、多片标准壁球室、时尚活力动感

单车房等，于 ９月 １日对外开放，由美
格菲公司管理，至年底共有会员 １６５６
人。中心市民健身馆的第三层为游泳

馆，面积 ３３７０平方米，有一个 ５０米 ×
２５米的标准泳池和一个 １２米 ×１２米
的戏水池，于 ５月 ９日开馆，副区长陶
夏芳出席仪式并宣布开馆。游泳馆引

进上海领先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至年底共接待 １５１万人次。中心
完善功能定位，上影国际影城于 １２月
２０日对外营业。市民健身馆底层商业

设施项目按节点推进，商业业态以体育

用品为主，以休闲餐饮为副，以自助银

行等配套设施为补充，为体育中心和周

边市民群众提供服务。

■举办２０１２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　５
月１８日～２０日，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
在宝山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赛事由

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上海

市体育局、宝山区政府主办，上海市体

育竞赛管理中心、区体育局承办，由“东

鼎国际”集团赞助冠名。１８日举行开

幕式，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李金生，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

毅和区领导斯福民、汪泓、张静、丁大

恒、袁鹰等出席。仪式由副区长陶夏芳

主持，汪泓致欢迎辞，李毓毅致贺辞，李

金生与斯福民共同启动开赛按钮。此

次男篮挑战赛由中国、美国、荷兰和拉

脱维亚４个国家的男子篮球国奥队参
加，采用单循环式，累计观众 ２５万人
次。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解放日报、

五星体育等多家媒体对赛事进行专题

报道和直播、录播等。

■参加上海市首届市民运动会　６月 ～
１１月，宝山区组织参加上海市首届市
民运动会市民有 ２８４万人，参加竞赛
大项 ２０８个、小项 １１００个，区县排行
榜名列第 ５名；参与各项展示（活动）
１２９万人次，市民技能培训２万多人，
信息榜名列第 ６名。区一级组织 ２６
项赛事，街镇一级组织 １１３项赛事；承
办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木兰拳、

篮球、田径 ３项总决赛。宝山区组队
参加市级总决赛 ３０项，共获 １３个第
一名、８个第二名、７个第三名，１个一
等奖、７个二等奖、４个三等奖，累计进
入前 ８名近 ６０个奖项。宝山区政府
获“民生奖”金杯，宝山体育中心获

“民生奖”银杯，宝山区代表团获“民

众奖牌”，区体育局获“民乐奖牌”。

全区各单位、各系统共有 ４０人获先进
个人称号。

■参加上海市第二届学生运动会　９月
２８日～１２月８日，宝山区共有１２２６名
运动员参加第二届上海市学生运动会

１０个大项３９２个小项的角逐，宝山区代
表团获３２金３５银３８铜，在全市１７个
区县中获团体金牌数位列第五名、总分

第四名、奖牌数第四名，获“区长杯”

“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参赛组织奖”

“优秀竞赛组织奖”等。

■ＷＣＢＡ联赛上海赛区比赛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赛季，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
（ＷＣＢＡ）上海赛区比赛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２７日～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在宝山体育中
心篮球馆举行，来自全国 １２支女篮队
伍参加，累计 ２７万人次观众观看比
赛。上海宝山女篮常规赛 １３胜 ９负，
积３５分获第６名。１１月１０日，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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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局局长李毓毅，区委副书记、区长

汪泓，副区长陶夏芳到现场观看上海女

篮和辽宁女篮的比赛。

■举办２０１２宝马高尔夫大师赛　１０月
２５日～２８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
管理中心、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上海市体

育局、宝山区人民政府主办，宝马集团承

办的２０１２年ＢＭＷ高尔夫大师赛在美兰
湖高尔夫球场举行，共有４２５万人次到
美兰湖观赛。７４名世界顶级球手参与
角逐，瑞典球员彼得·汉森获冠军。

■举办宝山区第二届群众体育大会开
幕式　１１月２日，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
动会宝山展示周暨宝山区第二届群众

体育大会在宝山体育中心市民健身广

场开幕。上海市体育局局长李毓毅出

席，区委书记斯福民宣布开幕，区委副

书记、区长汪泓致欢迎辞。开幕式由开

场序曲、展演篇章和互动环节三部分组

成，展演篇章包括广播操展示、军体操

表演、健身球操、花样跳绳和足球展演

等。全区２５００多名运动员和市民群众
代表参加开幕式。

■新布局运动项目签约　１１月 ２０日，
举行新布局项目签约仪式，申华小学、宝

山中学、高境二小、杨行中学、杨泰实验

学校和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区

棋类协会等学校、单位负责人及体育教

师２０多人参加签约仪式。宝山区体育
局依托区教育局、单项体育协会等，实施

新布局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棋

类等项目，实行“资源共享，人才共育”

原则，采取“以奖代补”形式合作办训。

■举办宝山区第四届乒乓球锦标赛　１１
月３０日～１２月１日，历时两天的宝山区
第四届“友通环保杯”乒乓球锦标赛在

曹燕华乒乓学校举行，来自全区机关企

事业及各街镇社区３０支代表队３００多
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首日，区委书

记斯福民到现场观看比赛，并下场挥拍；

区乒协名誉主席、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

勋参加并观看比赛。

■召开区体育总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
　１２月 ２７日，宝山区体育总会召开第
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体育总

会第五届委员会，由沈天柱担任主席，审

议通过修改后的《宝山区体育总会章

程》。副区长、宝山区体育总会第五届委

员会名誉主席陶夏芳出席会议并讲话。

（邬维玉）

表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新建体育设施情况

类别 所在街镇 名称 地址
体育面积
（平方米）

合计

百姓健
身步道

顾村镇 大家园Ｂ区 富联路顾北东路５００弄 ８４０

顾村镇 大家园Ａ区 富联路顾北东路５０１弄 ４２０

顾村镇 大家园Ｃ区 富联顾北东路１５５弄 ５６７

张庙街道 通河健身中心 通河路、呼玛路 ９００

淞南镇 淞南八村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 ５７６

杨行镇 天馨花园 水产西路蕴川公路１４９８弄 ３００

月浦镇 盛桥中心公园 古莲路４００号 ６７５

月浦镇 沈家桥社区 石太路、钱陆路 ５４０

顾村镇 好日子大家园Ａ区 菊太路７７７弄 ７４０

顾村镇 好日子大家园Ｂ区 菊太路９９９弄 ６８０

６２３８

百姓健身房

罗店镇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美诺路１３１号 ６００

月浦镇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龙镇路１１１号 ３００
９００

百姓游泳池 顾村镇 顾村社区百姓游泳池 顾北路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邬维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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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与传媒
■编辑　施晓倩

信息化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信息化工作以
建设智慧城市为方向，深化“智慧宝山”

总体框架研究，规范有序推进电子政务

等信息化项目建设，完善信息安全保障

体系，促进信息化应用向纵深发展，提升

信息化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年内，宝山区社保卡服务中心被评为上

海市社保卡先进集体，宝山区获首批“上

海市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授牌。

■政务领域信息化建设　年内完成宝
山区视频会议系统、区建设工程行政审

批网上跟踪系统、区委党校远程教学系

统（二期）、区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区环

境监控中心建设。宝山区视频会议系

统于２０１１年 ８月底建成，在区政府机
关大楼设置主会场１个，在街镇园区设
置分会场１４个。１月１３日，该系统通
过来自市委办公厅公务网管理中心、市

政府办公厅信息中心、华东师范大学、

市公安局科技处等专家的验收。由区

发展改革委实施的“宝山区建设工程行

政审批网上跟踪系统”作为宝山区网上

行政审批平台组成部分，涵盖５大审批
流程、８３个审批事项，实现对建设工程
项目审批的全过程跟踪和监督管理，是

集审批受理、协同办理、意见反馈、电子

监察、绩效评估于一体的建设工程行政

审批网上跟踪与监管平台。１０月 ３１
日，区委党校远程教学系统（二期）通过

专家验收。该系统是“上海市党校系统

远程教学系统（暨上海市网络党校）”

的组成部分，建设内容包括多功能厅公

务网非涉密域布线、音视频系统改造和

远程教学设备安装。区环境监控中心

项目总投资超过 ２７００万元，历时 ３年
余建设完成。该系统通过物联网技术

应用并结合 ＧＩＳ技术，实现环保信息
“数字一张图”，将各类在线数据集成并

为环保局各业务部门所共享，提高环境

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水平。１１月 １２
日，该系统通过验收。根据市经信委统

一部署安排，宝山区在上海市 ＣＡ（数字
证书认证）中心的支持下，在区企业服

务中心设立法人证书服务窗口，利用标

准统一的法人数字证书建设法人网上

身份统一认证系统，为区域内６万多家
企业法人、１０００余家事业法人、社团和
民办非企法人提供数字证书申领、更

新、挂失等各项服务。７月 １０日，区信
息委、区地区办和相关单位在区政府召

开宝山区社区综合信息管理系统验收

会。该系统是集社区基层管理、信息实

时共享、辅助领导决策功能于一体的区

级社区管理信息平台，与居委会日常工

作的工作平台、街镇及委办局与居委会

考核、交流的互动平台以及社区各类信

息实时共享、辅助领导决策的综合平台

一同构成“一网三平台”的社区工作网

络，提升区社区信息化水平。

■社会领域信息化建设　年内，区农村
集体“三资”监管平台数据监测点、“宝

山区建设工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一

期）”、药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和区市政

府实事项目标准化超市猪肉追溯系统

分别通过验收。区红十字会完成网站

改版和捐赠信息平台建设。８月１０日，
上海“１２３１６”三农服务热线宝山分中心
挂牌成立。热线主要功能有受理农资

打假投诉举报、向农民及时传递农业生

产技术信息、农产品市场营销信息、农

资供求信息、防灾减灾信息和农业政策

法规信息等，同时可以提供实时、实用、

方便、准确的种养技术、市场信息和政

策服务。在整合市、区、街镇促进就业、

创业资源基础上，由区就业促进中心牵

头的在线服务平台宝山就业网、宝山区

创建创业型城区专题页面于９月２６日
开通。区少科站整合资源，成立宝山区

无线电志愿者工作站，并于１０月２７日
～２８日举办 ＣＱＷＷ远距离世界比赛，
吸引大学生、大学教师、无线电爱好者

和青少年学生参与。１０月１７日，区信
息委主持召开“大场医院迁建工程配套

信息化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

邀请来自上海市卫生局信息中心、各高

校及医院的各路专家学者为大场医院

迁建信息化建设项目评估论证。年内，

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入驻社区，旅游 ｅ
点通触摸屏正式运行。“旅游 ｅ点通触
摸屏”系统与上海旅游政务网、上海旅

游热线 ９６２０２０以及遍布全市的 ４５个
上海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共同构成上海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区友谊路街道的

友谊苑、张庙街道的通河苑、高境镇的

高境苑、庙行镇的庙行苑、顾村镇的诗

乡苑以及杨行镇的杨行苑共６个东方
信息苑增设该服务功能。

■城市建设管理领域信息化建设　年
内，“宝山区派出所互联网建设”项目、

宝山区公安综合信息应用系统、宝山公

安基层所网络信息化项目分别通过验

收。建设“宝山区城市图像监控资源共

享平台”，推进城市图像信息共享，促进

城市管理联动，至年末，已共享２２５个视
频监控点。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分别与三大
通讯运营商（上海移动公司、上海联通公

司、电信上海公司）联合，共同推进“智

慧城市”“智慧宝山”建设。宝山区无线

电管理试点工作通过市年度考核。２０１２
年，宝山无线电管理工作完成《上海市公

共移动基站（２０１０—２０２０）规划》（宝山
区）与宝山区地理信息综合平台的对接。

完成９３个移动通信基站站址认定初审，
确保基站按布局专项规划有序落地。完

成《宝山工业园区的信息基础设施优化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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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管理和宣传　年内完成宝山区
域基站站址认定１１８个，对区内各部门
特别是街镇下属物业公司等部门使用电

台、台站频繁的单位进行台站核查，确保

区内用台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多渠道、

多形式开展无线电知识宣传活动，发放

无线电宣传小册子５０００份、《漫画无线
电管理科谱宣传手册》１０００份、宣传海
报１０００份，发出２３条无线电科普知识、
法规常识微博。举办宝山区首届中小学

校无线电节、无线电科普活动进校园、

“同达杯”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

定向越野选拔赛和“永不消逝的电波”

等活动。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０日，区信息委与上海联通联合举行信息化行业应用巡展 摄影／浦志根

■信息化环境建设　３月２１日，宝山区
召开信息化项目建设推进暨信息化工作

会议，总结成绩，表彰先进，部署２０１２年
重点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出席

会议并讲话。区信息委主任浦志良总结

２０１１年全区信息化工作，并对２０１２年经
济发展、社会管理、民生保障、生态改善、

文化建设等五大领域的重点信息化项目

作布置。会上发布《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信息
化项目实施计划》《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信息
化工作要点》《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管理

办法》等。５月 ２５日，开展以“智慧城
市，智慧宝山，服务发展，惠及民生”为主

题的信息化宣传周系列活动。活动包括

广场咨询活动、“城市光网”社区服务

展、提供高速上网体验和手机辐射检测、

宽带免费升级、推广使用电子账单、“市

民百事通”服务项目大征集、放映信息化

题材电影《碟中谍４》等。同时，区信息
委与区政府门户网站、团区委、东方网联

合举办“信息化与我的生活”博客有奖

赛。５月２９日，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
息化领导小组主办，区信息委承办的“信

息化与市民生活”大型服务活动在区文

化馆广场举行。区信息委组织电信、移

动、联通等通信运营企业，上海付费通信

息服务、兆民云计算等公司带来“信息大

篷车”体验、宽带升级、手机辐射检测、手

机终端维修、信息化知识普及宣传、电子

账单、通信优惠活动等服务项目，吸引逾

５００名居民参与。５月３０日，区信息委
与上海联通联合在衡山北郊宾馆举行信

息化行业应用巡展。区委常委、副区长

夏雨，中国联通集团客户事业部副总经

理李广聚，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副总经

理季绪浩以及区政府有关部门、各街镇、

园区分管领导、部分企业负责人出席。７
月２５日，普陀区信息委一行８人，到宝
山区交流信息化建设、应用和管理工作。

９月７日，上海市第二次区县信息化工
作例会在宝山区罗店美兰湖举行，区信

息委在会上交流信息化工作情况和下阶

段打算。

■区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　３月２３日，
区信息委与上海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中

心举行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工作会议。

会议就信息化发展水平的评估指标、时

间安排和评估形式等交流意见。８月３１
日，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主持召开《宝

山区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专

家评审会，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

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的信息化专

家参加。该指标体系由信息化保障环

境、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信息化、社

会管理信息化等组成，共有７个一级指
标、２９个二级指标、９３个三级指标。

■信息安全管理　５月１２日 ～１３日，区
信息委开展区电子政务网络应急演练，

以确保区电子政务平台正常稳定运行，

提升应对网络与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实

战能力，提高信息安全防范意识。５月
２５日，在区政府办公大楼第一会议室召
开宝山区信息安全专题会议，区委、区政

府各部门、各街镇的分管领导及信息安

全管理员出席。会议通报信息安全工作

情况，提出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加强信息

安全保障工作的要求。８月 １日，区网
络安全办公室组织召开宝山区重点领域

信息安全检查工作会议，区委、区政府各

部门、各街镇、园区等相关单位出席会

议。会上传达上海市重点领域网络与信

息安全检查行动动员大会精神，部署宝

山区重点领域网络与信息安全检查工

作，并对《信息安全自查指南》进行培

训。区信息委于２００８年启动区电子政
务网数据备份系统扩容项目，在区政府

中心机房和党校远程机房各安装一套完

全基于光纤通道传输的 ＨＤＳＡＭＳ１０００
存储备份系统，满足区内 ＯＡ办公平台、
宝山区基础地理信息与共享平台、宝山

人口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等区级重要

信息系统的数据存储及备份的需要，项

目于年内通过验收。

■牡丹江路无线覆盖免费上网工程正式
开通　５月１７日，区信息委牵头召开宝
山区牡丹江路无线网络覆盖建设方案专

家评审会。１２月２６日，举行工程开通仪
式。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公司经理郭刚出席仪

式。宝山区牡丹江路商业街无线网络覆

盖工程是宝山区首个市民免费上网工

程，也是上海市 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无线覆盖工
程之一。在牡丹江路商业街（盘古路—

双城路），市民每个账号（手机号码）每

天可累计免费上网８小时。

■举办“信息化与我的生活”博客征文
活动　５月 ２１日 ～６月 １０日，区信息
委、区政府门户网站、团区委、东方网联

合举办“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信息化宣传周系
列活动—信息化与我的生活”博客有奖

赛。宝山区、上海市其他区县、全国各省

市的市民通过宝山百姓博客、东方网博

客和邮件报送形式参加活动，共收到征

文７５篇。经评委会评审，评出一等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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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等奖５篇、三等奖１０篇。７月２５
日，“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信息化宣传周系列
活动—信息化与我的生活”博客征文表

彰会在区政府第二会议室举行，会议表

彰１６名“信息化与我的生活”博客征文
获奖者。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１日，信息化促进企业绿色生产论坛在宝山举行 摄影／浦志根

■市经信委调研宝山区“智慧社区”创
建工作　６月７日，上海市经信委相关
领导到宝山调研指导“智慧社区”创建

工作。会上，区信息委和友谊路社区（街

道）、罗店镇朗诗绿岛园社区分区级层

面、社区（街道）层面分别汇报“智慧社

区”推进情况。根据上海市经信委《关

于开展本市智慧社区建设试点示范工作

的通知》（沪经信基〔２０１１〕９１２号），友谊
路社区（街道）、罗店镇朗诗绿岛园社区

申报创建上海市智慧社区。８月，友谊
路街道被评为市第一批“智慧社区”建

设试点街道。

■信息产业发展　６月１４日，推进区域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重要内容之一的上

海市软件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宝山工作站

成立。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党

委书记黄毅、宝山区信息委主任浦志良

在成立仪式上共同签订《上海市软件技

术创新服务平台市区联动合作协议》。

工作站将为“两化融合”（信息化与工业

化）企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提供企业

信息化测试、系统性能测试、安全测试、

软件企业认定、软件产品登记、软件著作

权登记、ＩＴ运维与服务管理等一系列就
近、便捷、优惠的专业化信息化服务。１０
月，启动“信息化应用示范企业”和“中

小企业信息化示范服务商”评选活动。

宝山区信息化应用示范企业将信息化建

设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在产品性能、工艺

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电子商务等

过程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取得明显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区信息委承担的“信

息化促进节能减排”课题通过市经信委

专家评审，课题列入上海市信息化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

■“市民百事通”信息化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通过专家论证　８月３０日，区信
息委在区政府第三会议室组织召开“市

民百事通”信息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专家论证会，来自市经信委、市信息中

心、复旦大学、东方网等单位的信息化

专家针对“市民百事通”项目提出建设

性意见。“市民百事通”是宝山区重要

信息化项目之一，也是“智慧社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项目以宝山市民的生活

需求和服务为导向，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和特点，挖掘和汇聚政府、市场、社会等

服务资源，动态征集服务项目和服务单

位，并推进网上服务与现实延伸服务相

结合，为市民提供就近、便捷、个性化

服务。

■信息化项目管理　９月１８日，区信息
委组织召开２０１２年信息化项目工作例
会，２０余家单位的信息化项目负责人参
加会议。会上，区信息委对信息化项目

建设提出要求，区食品药品监管分局和

区建设交通委分别介绍“宝山区药品在

线实时监控系统”和“宝山区建设工程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启动２０１２年宝山
区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工作，区城市网

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区农村经营管理监

管系统、区村卫生室新农合实时结算系

统、区工商行政管理信息系统等５个信
息化项目纳入评估。区信息委通过政府

采购，委托复旦大学公共绩效与信息化

研究中心作为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评

估根据《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指

标体系》评定等级。

■承办信息化促进企业绿色生产论坛　
１０月１１日，由上海市经信委主办、区信
息委承办的信息化促进企业绿色生产论

坛暨上海市“两化”深度融合进区县、进

园区、进企业宣传培训活动在宝山金富

门酒店举行。论坛围绕“两化”深度融

合，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邀请上海

市智慧城市促进中心、同济大学、宝信软

件、汉康豆制品、中国弹簧等单位专家和

企业领导就信息化促进企业绿色生产、

创新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模式、提升企

业市场竞争力等进行探讨和演讲。上海

市智慧城市促进中心介绍《宝山区２０１１
年“两化”融合企业信息化发展评估报

告》。区信息委介绍宝山区“信息化应

用示范企业”和“中小企业信息化示范

服务商”工作的评选安排。

■组织参展“２０１２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　１１月６日 ～１０日，区信息委组织
宝山区庙行智力产业园、复旦软件园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博济智汇园和宝康电

子、亨钧科技、兆民云计算、越德网络等

２０家企业，以“智慧宝山”主题馆形式，
参加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２０１２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集中展现先进的

信息通信技术及应用产品。１１月７日，
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专程带领区职能

部门，实地考察“工业自动化展”“信息

与通信技术应用展”“智慧宝山”等主题

馆。区领导一行参观上海发那科机器人

有限公司、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涉

及宝山的参展企业与园区，并与参展的

上海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高校代

表进行交流。 （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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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概况　２０１２年，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
站（以下简称网站）以“信息公开、网上

办事、便民服务、政民互动”为核心内容，

搭建政府电子政务窗口与平台，先后筹

建开通“上海宝山”发布政务微博和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年内，网站获上
海政府网站优秀集体称号。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４日，宝山区举办政务微博培训会 摄影／蔡　康

■开展网络宣传　年内以文字、图片、专
题等多种形式开展网络宣传，完成“学习

贯彻十八大精神”“区两会”、２０１２上海
樱花节、吴淞国际邮轮嘉年华活动、东鼎

杯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等重大会议、重

大活动的网络宣传报道，全年发布政务

类信息３１７９条。

■开展网上便民服务　围绕民生工作，
开设民生工作专题网，设“社会管理”等

９个专栏，滚动发布民生工作信息。开
设“政府实事项目信息公开”专栏，及时

发布政府实事项目进展情况。梳理“医、

食、住、行、购、游”便民生活专栏，增加

“金融理财”等栏目。外文版更新“生活

服务”栏目，增加学校、图书馆、体育场

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

事务受理中心、药店、捐赠接受点等教

育、文化和社区服务类信息，为生活在宝

山的外籍人士提供在线服务。

■开通“上海宝山”发布政务微博　２月
２４日，“上海宝山”发布政务微博在新浪
网、腾讯网、东方网、新民网同时上线。

至１２月底，发布信息３４８６条，微博“粉
丝”数达１５万人。１１月至１２月，政务微
博的影响力和活跃度连续２个月在全市
各区县排名第一，在舆论引导、政务公开

方面产生良好成效。１１月，在人民网微
博平台开通宝山发布政务微博。

■筹建开通“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　５
月，网站牵头负责“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
筹建工作，建成服务热线办理平台，完成

第一批知识库信息报送工作，分批对区

政府各部门、各街镇（工业园区）热线承

办员、信息员开展业务培训。１０月 ８
日，宝山区“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专线开通运
行。至年末，市民服务专线及时回复、办

理各类反映问题、咨询事情、投诉、举报、

求助、建议工单７０２件。

■关注社情民意　网站深化网上“书记、
区长信箱”、网上信访、网上咨询、网上调

查、意见征集等互动栏目的实际应用，全

年协调办理网上信访４３９７件，做到件件
有回复。开展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应对

工作，创建舆情收集上报工作机制，全年

编辑《网络舆情简报》１２期，及时回应１０
多起网络热点事件。

■提升网站运行管理水平　网站通过
建设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和信息技术的

应用，提升网站运行管理水平，先后建

成政务微博信息报送及交流管理平台。

整合网站群全文检索系统，方便公众、

企业查询部门信息资料。升级政府网

站信息安全管理系统，通过上海市信息

安全等保三级复测。建成区 １２３４５市
民服务热线管理系统，处理１２３４５市民
服务热线下发的电子诉求工单，数据同

步传输至上海市１２３４５知识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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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名，其中专业技术中级及以上
人员 ３０名，下设办公室、总编室、新闻
部、专题部、广播编辑部、技术部、产业发

展部。全年被中央电视台录用５条新闻
报道，被上海市《新闻坊》《新闻报道》

《新闻夜线》等栏目录用稿件４００余条，
向上广９９０、第一财经频率、艺术人文频
道、上海经济区广播联盟联系播发各类

稿件１３０余篇。全年共录用通迅员稿件
４２０余条。年内，区广播电视台获评全
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集体。广播编

辑部被评为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巾帼文明
岗”。技术部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技术维
护二等奖。广播栏目《少儿广播台》获

２０１１年度少儿精品及国产动画发展优
秀少儿广播栏目二等奖。广播栏目《神

州了望》获美国斯科拉卫星电视网中国

频道２０１１年度交流传播电视外宣繁荣
奖。３件新闻、专题作品分获２０１１年度
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评比

一、二、三等奖。２件广播、播音主持作
品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播音与
主持二等奖。３件新闻、专题作品获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三等奖。

■栏目设置与宣传报道　年内，区广播
电视台在区“党代会”和区“两会”开幕

前后，策划开设“回顾这五年、喜迎党代

会”“民生现场看”“惠民实事工程巡

礼”等专栏，总结宝山区在各领域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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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重大成就及特色、亮点工作，共计

采制报道近百条。在建党９１周年及党
的十八大来临之际，推出“为党旗增辉”

系列报道，集中宣传报道一批市、区级

创先争优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

的事迹，共计播发稿件３５条。启动“科
学发展在宝山，成就辉煌这十年”系列

报道，分经济篇、民生篇、社会篇、文化

篇、环境篇５个部分，宣传党的十六大、
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宝山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所取得的成就，共完成选题

４０多个。举办“喜迎十八大，宝山新印
象”ＤＶ新闻大赛活动，以百姓视角、自
身感受、细节呈现等手段，反映宝山城

乡发展、市民生活的新气象。突出重

点，进行转型发展和民生工作宣传报

道。新闻节目以转型发展为主题，推出

“聚焦五大地区转型发展”专栏，跟踪报

道五大地区转型发展的最新进展和成

就，宣传转型发展的目的、意义和经验；

以惠民生促和谐为主题，推出“改善民

生”专栏，结合区第六次党代会和区“两

会”精神，宣传报道全年区民生工程、民

生项目、惠民政策等开展、落实情况。

广播频率于３月１５日推出整点“微”资
讯，在四个非新闻时间点播出２分钟的
资讯播报，提升广播新闻的丰富性、时

效性和互动性。

与区总工会合作开设“劳模风采”

专栏，在“五一”节前后集中报道宝山

区９名劳动模范和 ２个劳模集体的先
进事迹。８月 ～９月，开设“感动宝山

人物”专栏，集中报道“２０１２感动宝山
人物”２０名候选人的事迹。与区纪委
合作，摄制反腐倡廉警示片《贪婪之祸

２》。制作播出主题为“扬正气、树新
风”的电视宣传片《廉政建设 ３６５》。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 ７５周年和“一
·二八”淞沪抗战 ８０周年之际，与上
海音像资料馆合作完成《历史亲历

者———淞沪抗战》（５集）历史文献纪
录片的制作。组织开展《乡音绕滨江》

宝山区第二届沪剧电视大赛，活动从６
月份开始，历时５个月，共吸引 ２８３名
沪剧票友报名参赛，６０００多名戏迷现
场观摩比赛。９月，启动“尔雅国学广
播”节目。启动《乡土宝山》民俗广播

文艺专辑的采制工作。现场直播、录

播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式、“龙腾宝山闹元宵”《送欢乐

下基层》、宝山区第二批共有产权房摇

号排序活动、四国男篮邀请赛开幕式

及开幕比赛等 ４０多场区大型活动。
组织拍摄两部大型专题片《２０１２，我们
稳中求进》、《奋进发展的足迹———宝

山经济社会建设亮点项目回眸》。共

为区绿化局、教育局、卫生局等拍摄

４０余部专题宣传片。

■安全管理　全面组织部署安全工作，
传达上级要求，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意

识，确保安全播出工作正常有序。年内，

平均每月召开２次安全工作会，做到安
全宣传无盲点。完善安全指挥实施体

系，做到责任到人。完善安全领导小组

和安全播出办公室的分级指挥实施体

系，签订安全工作责任书。组织制定安

全防范制度，编写《台技术规范与制度》

《安全工作应急预案》《突发事件人员疏

散撤离和应急防护预案》《设备检测维

护手册》。加强检查，排查隐患，保障设

施设备正常工作。加强检查和演练，提

高职工应急处置能力。年内代表上海区

县台接受全国广电总局安全大检查过程

中，获检查组好评。

■技术人才培养　注重技术人才培养，
提升技术保障能力。通过师徒带教等方

法，３名青年技术人员成为转播车车长。
２名青年在２０１２年广播电视技术能手上
海赛区选拔赛中，获三等奖。２名专业
技术人员被聘为新一轮台首席编辑和首

席主持人。

■机构管理　同中层干部及职工签定
《岗位目标责任书》《党风廉政建设目标

管理责任书》和《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承

诺书》。组织召开《向市第十次党代表

大会建言献策》专题组织生活会、“创先

争优”活动总结会；组织观看历史文献纪

录片《信仰》《人民的好儿女》等４０部党
建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通过

筹办春节团拜会、组建足球队、篮球队、

乒乓球队等各种载体，让职工充分展示

各自的才艺，培育浓郁的团队合作意识。

（施　琦）

表１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获奖者 内容提要 颁　奖　单　位 奖　项

缪婧瑛　叶　斐 村里的“老娘舅” 中广协会 “彩桥”活动短片类三等奖

李广宇　曹蕙蓓 节能减排　低碳环保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三等奖

梁晓峰　李学军
马　鑫　马　萧 大山深处的挑山女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三等奖

神州了望 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
美国斯科拉卫星电视网中国频道２０１１年度交流
传播电视外宣繁荣奖

周　菁 少儿广播台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广播
栏目类三等奖

国家广电总局
２０１１年度少儿精品及国产动画发展优秀少儿广
播栏目二等奖

李学军　常　亮 新型热超导材料问世　节能环保技术取得重
大突破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广播
新闻类二等奖

施文波　须世婕 村宅管理社区化
星星村创新农村管理模式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三等奖

马　萧 赶潮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二等奖

常　亮　李金挺 时尚盲夫妇　一对新网民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县级广播电视节目创优评析电视
新闻类一等奖

马　鑫 百位书记话廉政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播音与主持二等奖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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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获奖者 内容提要 颁　奖　单　位 奖　项

— 驴背医生 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
２０１１年度中国黄河电视台海外播出优秀电视
节目

— 吴淞文化系列 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
２０１１年度中国黄河电视台海外播出优秀电视
节目

— 女儿 中国黄河电视台理事会 第十三届电视外宣彩桥节目评析活动优秀节目

李学军 深度传播：电视新闻的转型提升之道 —
“宁波广电杯”广播电视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征
文二等奖

须　斌 —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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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柳 —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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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涛 —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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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征遥 —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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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亮 — 共青团宝山区委员会 宝山区青年五四奖章标兵

张幸珍 — 宝山区组织部 宝山区创优争先优秀共产党员

朱海明 — 国家广电总局 ２０１１年度全国广播影视基层统计工作先进个人

李学军 — 区“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领导小组 区“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优秀组织者

杨　昱 —
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中华诵·２０１２年经典诵读大赛”综合组
一等奖

上海市宝山区
电视台

—
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广电总局

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先进集体

广播编辑部 —
上海市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

２０１２年“巾帼文明岗”

团支部 —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 ２０１０年度上海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技术部 —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技术维护二等奖

（施　琦）

有线电视
■概况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
司原名“宝山区有线电视中心”，至年

末，共有职工１５０人，下设办公室、财务
部、业务部、工程部等８个职能部门以及
淞宝、泗塘、大场、罗店 ４个分部、１６个
业务受理点。公司实现网络有线电视传

输频道１５１个，其中各类高清频道共２２
个。２０１２年，宝山有线电视在册用户数
５３７万户，用户总数比上年增加约 ２２
万户，年内实现各类有线电视初装工程

共签协４９２个，创收１４６亿元。年内开
始为期３年的宝山区有线电视数字化整
体转换建设。

■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　下一代广播
电视网建设是以“三网融合”（即电信

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

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过程

中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

同，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基本特征的

新一代国家信息基础建设，通过建设优

质、迅捷、稳定的新一代广播电视网络为

用户提供更多服务。２月，上海宝山东
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正式启动宝山区下

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工作，３月２８日进
场施工。全年 ＮＧＢ网络建设方面的工
程立项共３１２项，主要涉及机房基础建
设、ＮＧＢ光缆扩容和网络基础改造工
程。年内实现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建设覆

盖用户约２５１万户。

■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　１月，上
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启动有线

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队伍的招、投

标工作以及物资、设备采购等前期筹备

工作。５月，成立有线电视数字化整转
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动员大会，根据有

线电视网络建设及分布情况，制定全年

整转计划，确定先行试点工作区域。６
月７日，第一阶段整转试点工作在淞宝、

高境地区正式开始。年内，有线电视数

字化整体转换用户约１８７万户（不包含
零星整转用户），超额完成年度工作

目标。

■加强机房建设与管理　年内，组织专
业人员对部分机房进行实地调研，对机

房内设备的布局进行优化，确定数字电

视前端和数据网设备的具体安装规划，

并对涉及到光缆扩容、直流电源及电池

组安装的机房，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机柜、

电源等设备的安装位置。增加用电设

备、更换到期的ＵＰＳ电池，对机房环境监
测系统进行升级，降低故障发生概率。

完善机房内部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

案，杜绝安全隐患，保证各机房的稳定运

行。 （彭　凌）

宝山报
■概况　《宝山报》全年共出版 ５０期
（总１７４３～１７９３期，其中增刊２期），每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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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开４版，全年增刊４２个版面，新闻
报道文字约３００万字，新闻图片和资料
图片近千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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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名，其中在编职工１０名，聘用人员２名，
专职校对员和兼职人员各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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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开设《努力开创宝山转型

发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专栏，刊发《开启创新门 转

出新景象》《创新路上的“蝴蝶”效应》等

报道，重点宣传区各街镇、园区及部分单

位在城市转型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亮点

和特色工作。开设《科学发展在宝山，成

就辉煌这十年》栏目，全面反映十年间宝

山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的成

就。开设《在党的十八大引领下奋勇前

进》《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全

面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等专栏，反

映各部门、单位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八

大精神的动态和成果。突出重大会议报

道，完成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学习

贯彻报道，开设《努力开创宝山转型发展

新局面，学习贯彻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专栏，刊发《不负重托，认真履职———宝

山代表团在市第十次党代会上》《满怀

信心开拓进取———访参加市党代会的我

区代表》等综合报道２０篇及照片５张。
对上海市及区“两会”进行报道，在区

“两会”报道期间，共刊发１２个版面，其
中自编自采文章 ５０多篇，照片 ３０张。
跟踪采访宝山代表、委员参加市“两会”

情况，采写《“宝山音符”融入上海发展

“乐章”》报道，反映宝山发展在整个上

海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提升宝山影响力

和知名度。推出“贯彻落实区第六次党

代会精神”系列报道，用１９个版面，多方
面详细报道各单位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

的情况。积极主动介入，注重点面结合，

做深专题报道。围绕区第六次党代会提

出的“五个好”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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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列报道：围绕经济发展

好，刊发《本区将组团联动发展高技术服

务业园区》《携手共建“智慧宝山”》《宝

山：产城融合转型发力》《宝山经济发展

交出靓丽“年报”》《上港十四区吹响整

体转型开发“冲锋号”》等，宣传报道“五

大地区”（滨江地区、吴淞工业区、南大

地区、顾村罗店大型社区、老镇旧区）产

业结构调整、产业能级提升等方面取得

的进展和成果；围绕民生保障好，刊发

《新春佳节暖意浓》《让就业困难人员重

拾信心》《淞南“百项实事工程”五年完

成６１５项》等，报道宝山深化城乡统筹、
加强公共服务、抓好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的举措和成效；围绕生态改善好，刊发

综述《绿化建设成为百姓得益的民心工

程》《“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即将举行》
《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圆满落幕》等，宣传报
道宝山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升城

市生态质量；围绕文化建设好，推出“红

红火火闹元宵”画刊专版，及时反映大型

文化活动，专题策划“宝山人一天的文化

生活”，反映普通百姓丰富多彩的文化生

活等；围绕社会管理好，开设《加强社会

管理创新，努力把社会管理好》栏目，刊

发《本区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显现成

效》《本区积极探索大型社区管理新模

式》《念好社区管理“三字经”》等报道，反

映社会管理方面的最新进展和有效做法。

紧扣社会热点，加强整体统筹，做亮图文

报道。头版自拟选题的新闻照片确保每

月两期，相继刊登“扎彩灯、庆元宵”“罗

店古貌换新颜”“满足居民‘一站式’健身

需求”“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沙鸥翔集”

等照片，画刊基本每月一期，刊出“２０１２
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集锦”“新疆孩子在

宝山”等，增强报纸的感染力。

■抓好特色栏目　年内，加大《身边的感
动》栏目报道力度，将该栏目近四年的精

彩报道汇编成《感动宝山》一书，在２０１２
“感动宝山典型人物颁奖典礼上”发放。

《吹响先锋号》栏目集中宣传一批分别获

全国、市级和区级的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

产党员。新设《踏着雷锋的足迹》《劳模

之光》栏目，刊发《“小扁担精神”在这里

生根发芽》《七旬阿婆舍命救起溺水幼

童》等报道，展示宝山公民道德建设的进

展和成效。对四版《百姓生活》进行改

版，明确定位，分别开设“旅游天地”“名

医坐堂”“生活常识”“优生优育”“与法

同行”“科普基地”“做个好父母”“创业

故事”“政策之窗”等１０个子栏目。

■推出党的十八大特刊　 ３月２９日，报

社推出特刊“喜迎党的十八大宝山近年

来民生工程亮点回眸”，以图片形式，展

示宝山区在住房保障、社会保障、劳动就

业、社会管理、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公共

安全、公共交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发展

成就。发行量近３０万份。 （徐　蔚）

宝钢日报
■概况　《宝钢日报》是宝钢主要新闻
传媒之一，１９７８年８月１日创刊，由宝钢
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委托邮局统一在国

内公开发行。至年末，报社在编４０人，
借聘７人。从９月起，《宝钢日报》实现
全彩印刷，给读者以全新的视觉体验。

年内，《宝钢文艺》划转至新闻中

心。《宝钢日报》被上海市新闻工作者

协会评为“上海市最佳企业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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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一等奖６个、二
等奖４个。

■重点报道　年内以“学习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推进宝钢二次创业”为主题，

策划开展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报道，专访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党委

中心组学习、各条战线员工对“十八大”

精神的认识、各单位贯彻落实“十八大”

精神的措施等多种形式报道。聚焦宝钢

集团重点工作，策划实施“管理论坛”

“知行谈”“拍客拍短”“去除不创造价值

的活动”“行为养成，做可爱的宝钢人”

等栏目，以评论、漫画、照片等形式，正反

两面剖析宝钢文化现象，发挥舆论监督

作用。把版面留给员工，让普通员工上

头版头条，策划设立“平凡的岗位、不平

凡的你”“客户代表风采录”等栏目，深

入一线员工，呈现平凡岗位上不平凡的

基层员工。继续推出“降本增效最佳实

践者”并设立“创先争优先进支部、优秀

党员巡礼”栏目，介绍基层党员、职工，立

足本职工作，改革创新的事迹。弘扬真

善美，设立“宝钢人的爱”栏目，展示宝

钢人的社会责任。探索“开放式”办报

的新模式，展现基层员工的创意，策划推

出“安全生产宣传广告”，创意全部来自

基层青年员工。在一些重大活动的报道

中，适当引用员工的微博跟帖，反映员工

心声。增加版面的信息量，根据读者的

需求，对三版的国内外经济信息版进行

扩容，强调“厚题薄文”，版面最多时达

２３篇，每周的信息量增加近一倍。

■报纸发行　《宝钢日报》为对开 ４版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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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版改为双开 ８版），全年出版
２９６期，定价１８０元，发行量７１３万份。
报纸主要发行对象为全体宝钢员工（宝

钢驻外单位和员工也可以订阅或上网浏

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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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１日，宝山区政府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签署《推进“智慧宝山”建设２０１２年度战略
合作协议》 区信息委／提供

■《宝钢日报》数字报　《宝钢日报》网
址：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ａｏｓｔｅｅｌｃｏｍ。２００５年２
月４日，电子版开始上网，２０１１年推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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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大板块。２０１２年文章总数９３０９条，图
片３４６４幅，报纸版面１２８４个，电视新闻
和专题片共 ８９２条。全年访问次数为
１８４８７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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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新闻中心专题部编制，每周

一、三、五制作１０分钟的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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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宝钢电视新闻还

可在宝钢ＩＮＦＯ内网或英特网上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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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爱水资源，宝钢工业废水处理行业领先》

《和谐钢城“鹿”丁兴旺》《宝钢员工杨磊

捐献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等６部电视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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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新闻报道　２０１２年，宝钢电视新闻
报道共１５０次、６５１条。主要做好重大事件
报道，分别制作《影响宝钢的力量》《愿景，

让信念更坚定》《宝钢，请给我一把椅子》

等３部专题片，播放《对标找差、做强做优》
《最佳实践者》系列报道。完成《宝钢股份

作业长管理》《绿色采购在宝钢》《打造亚

洲一流的矿石中转码头》《宝钢“点善军

团”》《湛江，梦开始的地方》《２０１２难忘宝
钢》等多部专题片，为宝钢留下宝贵的历史

资料。《宝钢职代会制度》等专题片播放

后受到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市的好评。全年

共承接宝钢集团及各子公司委托制作的专

题片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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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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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路营业厅、龙镇路营业

厅、顾新路营业厅、永清路营业厅等８个
营业厅。年内以“智慧宝山”为目标，致

力于“城市光网”建设，持续打造覆盖全

区的基础语音、数据通信、移动通信和多

媒体集成精品网络。实施聚焦客户的信

息化创新战略，以全业务经营优势及“天

翼Ｅ家”“天翼”“天翼飞ＹＯＵＮＧ”“天翼
领航”四大主要业务品牌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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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宝山区
“城市光网”建设，推动为民办实事、光

网进小区等工作，全年共有约２２万户公
众客户完成“城市光网”覆盖。至年末，

累计在４５０余个小区实施光网建设，覆
盖全区４５万户公众客户，基本实现宝山
城区光网全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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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宝山区监
管、交通、医疗和教育等关键领域，推进

区域信息化工作。年内实施完成宝山区

教育局专网改造和友谊路街道平安社

区、牡丹江路商圈 ＷｉＦｉ覆盖、区食药监
局实时监控平台、区建交委工地监控项

目、二级政务网接入二期改造等“智慧城

市”重点项目。参与区政府、信息委等部

门开展的信息化宣传、信息安全周和中

小企业信息化论坛等活动。

■与友谊路街道合作建设“平安社区”
　宝山电信局加快推进“平安社区”建
设，与友谊路街道开展合作，年内对 ７３
个小区原有的视频监控系统进行联网，

统一接入监控中心并与相关派出所联

动，建成统一的视频监控系统，采取集约

化建设，为街道建立基础信息支撑系统，

提供长效稳定的维护机制。此举为政府

部门加强居民小区城市建设、人车出入、

治安状况、环境卫生等实时监控，实现区

域大联动、大联勤提供保障。

■完成牡丹江路商圈 ＷｉＦｉ覆盖　该项
目是宝山区政府年内重大实事项目之一，

由宝山电信局配合区信息委实施。建成

后，在牡丹江路商业街（双城路至盘古路

段）约２２公里的室外区域，沿街决业店
铺及该区域活动人群可通过搜索 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信号，每天获得８小时的免费无
线上网。年内，宝山电信局还完成并开放

吴淞客运中心码头、国际邮轮码头和临江

公园等２７处免费无线上网。 （叶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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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编辑　冯　群

审判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２１６７０件，比上年增加 １６４５件，增长
８２１％；连同上年存案审结（执结）２１６７２
件，增加１６３１件，增长８１４％。结案诉
讼标的金额 ４０亿元，增加 １３７０亿元。
审理和执行中的案件 １５８８件，减少
０１３％。强化审判管理措施，建立每月
审判管理例会制度，将月度工作目标量

化分解，同期结案率达到 １００％。开展
庭审和裁判文书“两评查”活动，制订

《开展庭审和裁判文书评查活动的实施

方案》，评查案件庭审７７４件、裁判文书
３１９３份。加强大标的案件诉讼管理，审
结５００万元以上大标的案件９３件，比上
年增加６２件；诉讼标的共计９８５亿元，
增加６５２亿元。加强诉讼事务中心和
执行事务中心工作，为当事人提供材料

收转、案件进展查询、咨询答疑等诉讼服

务。建立在线诉讼服务平台项目，利用

上海法院“１２３６８”平台为当事人提供诉
讼综合服务。加强人民法庭工作，通过

法律咨询、实地开庭调解，方便当事人诉

讼。严格执行《诉讼费缴纳办法》，依法

对当事人减交、免交、缓交诉讼费人民币

９７６２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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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司法民主，加强人民陪审员工作，人

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各类案件１８５９件，陪
审率达到９１１９％。深入全区所有街镇，
听取意见和建议，准确把握和及时回应

基层的司法需求。与区滨江开发建设管

理委员会联系，调研邮轮产业发展中可

能发生的法律问题，制定１６条依法服务
意见，为邮轮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

服务。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发送司法建

议书１０份，关于“防范利用中国电信套
餐诈骗的司法建议”被评为上海法院优

秀司法建议书。加强信息报送工作，编

发每日信息 ２３９期。加强法制宣传工

作，在各类宣传媒体上发表宣传报道

４８５篇，根据执行工作拍摄的电视专题
片《被测出的谎言》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加强司法调研工作，有３篇课题被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采纳，有２篇学术论文
获优秀论文奖，有１４篇调研文章被市级
以上杂志刊用。组织开展“践行核心价

值观、立足岗位建新功”主题教育，认真

践行“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核心

价值观。加强青年人才培养，从强化教

育培训管理、审判长和审判员选任晋升、

初任法官差额遴选等方面入手，完善有

计划、梯队式的干部培养选拔机制，营造

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竞争的选人用人

氛围，使大家干有奔头、学有榜样，逐步

从根本上带动法院队伍综合素质的提

高。加强法院新进人员岗前培训，实行

信访窗口接待和巡回审判站轮岗锻炼制

度，通过以老带新和面对面群众工作的

锻炼，增强群众观念、群众感情和做群众

工作的能力。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的部署，开展一百名办案标兵、一百个精

品案例、一百篇优秀裁判文书、一百个示

范庭审的“四个一百”评选活动，３人被
评为上海法院标兵能手，有４篇案例、４
篇裁判文书和５件案件庭审入选。坚持
“传统与创新兼容、教育与感化并重”的

工作理念，运用影像、视频、网络、杂志等

载体，提升法院文化建设效果，区法院干

警王伟被评为“上海法院十大感动人

物”，《新媒体引领下的法院文化创新实

践》被评为上海法院文化建设特色项目。

完成新审判业务大楼搬迁工作，实现大

楼搬迁与审判任务两不误、双丰收。主

动接受人大、政协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与

区人大常委会制定《涉诉信访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的若干意见》，并在区政协主席（扩大）

会议上通报法院工作情况。组织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特邀监督员旁听案件３５
人次，参加案件评查１００件，召开座谈会

６次，上门走访征求对法院工作意见１２
人次，办理人大交办、督办案件１３０件。
年内，区法院获上海法院系统集体三等

功、上海市“实施妇女儿童发展十一五规

划”先进集体称号、２０１１年度上海市平
安示范单位称号。区法院速裁庭获２０１２
年度上海市巾帼文明岗称号，区法院立

案庭获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区法院民

三庭获上海法院系统集体二等功，区法

院刑庭、办公室获上海法院系统集体三

等功。

■刑事审判　全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９１５件，比上年增加 ２８４４％。在受理
的案件中，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１８３件，
比上年增加 １３４６２％，其中，危险驾驶
罪、放火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案件分别

为１１７件、４件和２件，分别增加１１３件、
３件和２件；交通肇事罪案件５４件，减少
１１４８％。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罪案件５０２件，比上年增加３６０５５％，其
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

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分别为１５２件、１１
件，分别增加１５０件、１０件；信用卡诈骗
罪案件１１１件，增加８５％。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案件１７７件，比上年
减少１７２９％，其中，故意伤害罪、猥亵妇
女儿童罪、强奸罪和非法拘禁罪案件分

别为１２８件、３件、１５件和２６件，分别减
少１４０９％、４０％、２５％和 １０３４％。侵
犯财产罪案件 ６００件，比上年减少
４１５％，其中，盗窃罪、抢劫罪、敲诈勒索
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案件分别为 ４０１
件、７５件、１８件和 ３件，分别减少
７３９％、１０７１％、５２６％和 ６２５０％；诈
骗罪案件４８件，增加２６３２％。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案件４４１件，比上年减少
２４３％，其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罪和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案件分别

５７２



为６３件和 ３４件，分别增加 ２８５７％和
２５９３％；开设赌场罪、妨害公务罪、寻衅
滋事罪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罪案件分别为 ５５件、２５
件、１１５件和 ９件，分别减少 ９８４％、
３０５６％、２７６７％和 ３５７１％。贪污、贿
赂罪案件１２件，比上年增加２０％，其中，
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单位受贿罪案件

分别为５件、２件和１件，分别增加４件、
２件和１件；受贿罪案件４件，减少４件。
连同上年存案审结１９１５件，比上年增加
２８４４％。判决生效１９４６件２９１０人，分
别比上年增加 ２９９１％和 ２３２０％，其
中，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１１４人，３年
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２４６人，３年以
下有期徒刑 ８２９人，拘役、缓刑、管制
１５８１人，单处附加刑１３０人，免予刑事处
罚 １０人。准 确 适 用 《刑 法 修 正 案
（八）》，审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

产销售假药罪案件１６件。加强被害人
合法权益保护，审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案件１３９件，诉讼标的金额 １２４２５９万
元。审结２３名新疆籍被告人以“切糕”
形式进行敲诈犯罪案、“８４９”路公交车
司机被捅致伤案、夏海珍等２人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魏文鑫等２５人
涉诉金额逾亿元的网络赌博案件等多起

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选择危险驾

驶、食品犯罪等社会关注的典型案件，依

法进行公开审判，组织有关单位和公民

旁听庭审，通过以案释法加强法制宣传

教育。至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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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０５４件，比上年增加
２８０％。受理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
２２０４件，比上年增加２０８％，其中，婚姻
家庭纠纷案件１９５２件，增加０９３％，包
括离婚纠纷和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

分别为１５７９件和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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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件、７４件和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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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件、８１件和１９件，其他
纠纷案件１４件；继承纠纷案件２５２件，
增加１２％，包括法定继承纠纷和遗嘱继
承纠纷案件分别为２０５件和４１件。受
理合同纠纷案件 ６５５９件，比上年增加
３４１％，其中，借款合同纠纷、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合同

纠纷、电信合同纠纷和服务合同纠纷案

件分别为 １２１１件、１９４件、１２０件、３６８

件、２９５件 和 １６１８件，分 别 增 加
３２６４％、２９３３％、０８４％、３６３０％、
１５２３和６４５％；买卖合同纠纷、房地产
合同纠纷、租赁合同纠纷和其他合同纠

纷案件分别为１０４５件、１８５件、４８０件和
１０４３件，分别减少 ２２５％、３９９４％、
２０４０％和８１１％。受理权属、侵权纠纷
案件４２９１件，比上年增加２２４％，其中，
相邻关系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人身损

害赔偿纠纷和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案件分别为８０件、３９件、３１３３件
和３１１６件，分别增加 １４２９％、６８０％、
００３％和２１０％；财产权属纠纷、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股东权纠纷和特殊侵权纠

纷案件分别为１５８件、１７４件、１０３件和
４４件，分 别 减 少 １０２３％、３２８２％、
２４２６％和 １２％；不当得利纠纷案件 ３４
件，与上年持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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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监护人、撤销监护人资格、宣

告失踪、宣告死亡等适用特别程序案件

２０３件，比上年增加９５１９％。连同上年
存案审结１３０３５件，比上年增加２５７％。
妥善处理１７件涉及上海宝冶集团有限
公司钢结构分公司和５３件涉及上海新
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群体性劳动争议

案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准确适用

物权法，审结各类房地产纠纷案件１６８７
件。针对审理中发现的通过非正常手

段补开纳税凭证、补缴社会保险费证明

以规避调控政策的问题，与房地产交易

中心进行沟通，并提出建议。积极稳妥

审理好涉及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作、经

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宅开发用地等引

发的租赁合同纠纷。妥善处理上海九

百家居有限公司与上海喜洋洋超市有

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和建设工

程纠纷，审结１９６件涉及上海好天缘置
业有限公司群体性商品房预售合同纠

纷。加强商事审判工作，审结各类民商

事纠纷１９９９件，比上年上升８１７％，诉
讼标的金额１１１３亿元。迅速应对、妥
善处理因经济下行压力引发的民间借

贷、仓储保管、货物买卖纠纷，保障经济

健康发展。审结民间借贷和企业借贷

案件１００４件，比上年上升３２６３％。审
结涉上海特申特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

司、上海新星实业总公司等一批公司群

体性借贷案件。依法对 ９２０件案件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保全到位金额３１３４
亿元，确保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

进行。至年底，未审结案件１０６６件，比
上年增加１８１％。

■行政审判　全年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６９件，比上年增加 １６９５％，其中，劳动
和社会保障类、公安类、城建类和工商类

案件分别为１１件、２４件、２１件和４件，
分 别 增 加 ５７１４％、６０％、２３５３和
１００％；没有安全类和环保类案件。连同
上年存案审结 ７２件，比上年增加
２４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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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件、８
件和１５件，以协调和解方式结案原告主
动撤诉案件３８件，另有４件案件裁定不
予受理。加强行政协调化解工作，促进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协调化解率为

５９％，居上海法院前列。依法审查、执行
非诉行政决定２０２件。成功化解顾村镇
陆某等拆迁非诉执行案件１３件，促进上
海市保障房建设项目的推进。倡导行政

首长出庭应诉，行政首长出庭率为

２５％，比上年上升１４％。至年底，未审结
案件２件，比上年减少６０％。

■执行工作　全年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６４１７件，比上年增加 １４２２％，其中，刑
事类案件１１１件，减少５１３％；民事类案
件６１２８件，增加１４０７％；行政非诉类案
件１７５件，增加 ４３４４％；仲裁类案件 １
件，减少８３３３％；公证债权文书类案件
２件，增加 １００％。连同上年存案执结
６４３８件，比上年增加１４４９％，执结标的
金额１２６９亿元，其中，执行方式为自动
履行、和解、终结执行案件分别为 ３６６１
件、１１３８件、１２件，分别增加 ２７６５％、
５４６２％、３３３３％；强制执行和其他方式
案件分别为１０７０件和５５７件，分别减少
０７４％和４０２４％。开展“清积案、反规
避、护民生”专项执行活动，依法对被执

行人采取司法拘留措施６０名、限制出境
４名、限制高消费 ５５名、网上曝光 ７７６
名、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１名，及时
执结涉民生案件１５８２件，民生类案件执
行清偿率保持在 ９０％以上。针对重点
工程建设面临的动拆迁执行难题，抓住

时机对４件强迁案件实施强制措施，形
成良好的司法示范效应，罗店、顾村、大

场、庙行等地区１０多件拆迁案件得到及
时化解，并带动一大批基地拆迁协议签

订，保障重点工程建设的有序推进。推

进执行联动机制建设，与区公安分局共

同制定实施《查控被执行人的操作规

程》，６名长期规避法院执行的“老赖”被
司法拘留，执行信访矛盾得到及时化解。

３月２０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培生带队调研关于加强民事执行工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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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落实情况，对区法院的执行工作予

以肯定。至年底，未执结各类执行案件

４８４件，比上年减少４１６％。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日，杨行镇东街村居民到区法院参加公众开放日活动 摄影／鲜　奕

■审判监督　全年受理申诉案件５件，比
上年减少 ６４２９％，其中，刑事类案件 １
件，占２０％；民事类案件 ４件，占 ８０％。
审结申诉案件５件，比上年减少６４２９％，
其中驳回申请案件３件，法院决定再审案
件２件。至年底，没有存案。全年受理再
审案件８件，其中刑事案件 １件（抢劫
罪），民事案件７件（包括５件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１件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和１
件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连同上年

存案审结再审案件６件，包括１件刑事案
件和５件民事案件。至年底，未审结案件
３件。加强审判监督管理，检查各类生效
裁判文书１０１５８份、各类归档报结案件
２０８５件、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１００件，
形成常规检查简报４篇、改发案件检查简
报３篇，分别就判决书上网情况、超１０００
万以上大标的案件、同期结案率、简易程

序适用率等专题进行质量检查，形成专项

检查简报６篇。编发审监建议书１３篇，
其中《关于规范调查令管理及使用的建

议》在上海法院首届优秀审监工作建议

书评选中获三等奖。

■诉调对接　推进诉调对接中心规范化
建设，建立驻院人民调解员与速裁庭法官

结对工作机制，促进案件繁简分流，减少

案件流转环节，方便法官对人民调解员进

行法律指导，提高审判效率和调解成功

率。委托人民调解案件７５５３件，调解成
功５９６６件，调解成功率达到７８９９％。依
托罗泾、高境两个诉调对接分中心，组织

法官定期进行巡回审判。与区妇女联合

会建立对接机制，成立“婚姻家庭纠纷调

解室”和“妇女儿童维权合议庭”，有效调

处婚姻家庭纠纷６６０件，上海市妇女联合
会党组书记焦扬专门听取区法院工作的

具体做法。与区司法局成立联合调解室，

选派法官在交警支队就地化解９２６起道
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

■信访工作　全年审查立案２１６７０件，
接待人民来访２７１人次，处理当事人来
信和网上信访 ２４７７件次。加强初信初
访工作，注重从源头治理涉诉信访矛盾。

定期召开社会稳定形势分析研判会，落

实人员和措施，集中力量解决信访突出

问题，中共中央政法委和中共上海市委

政法委交办的２５件案件全部按时化解。

既注重维护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

威，又注重信访问题化解的社会效果，两

起历经５年的信访案件得到有效化解，
受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表扬。加强涉

诉矛盾化解，落实稳控措施，确保党的

“十八大”期间社会稳定的经验做法，得

到上海市委信访办的肯定。

■司法公开　１２月２４日，区法院组织
杨行镇东街村居民参加“公众开放日”

活动，参观了法院新审判大楼立案接待

大厅、执行事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等诉

讼场所，直观感受由审判信息网上公开

系统、案件流程查询系统、诉讼档案管理

系统等信息化技术所构建的司法公开模

式，并观摩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法庭审

理。落实上海法院司法公开意见，全面、

及时公开司法信息，对３２件案件进行庭
审网络直播，６２５０篇生效裁判文书上互
联网，接待社会公众查阅电子诉讼档案

１３８０件次，全面开通法院微博。
（周园园）

检察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人民检察院参与创
新社会管理，加强法律监督，加强检察文

化和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

推进各项检察工作。全年受理公安机关

提请批准逮捕案件 １３３１件 １９４０人，分
别比上年上升 １２１３％和 １１３％，经审
查依法批准逮捕１２５８件１８２１人。受理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 ２５９９件
３８１１人，分别上升 ５９２５％和 ４３５９％，
经审查依法提起公诉 １９７２件 ２８８０人。
受理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线索５９件，初

查９９件，查结７４件；立案侦查１７件２４
人，均为大案，追回２４５９万元。受理渎
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２０件，初查１９件，
立案１件１人，介入安全生产事故调查
２０起。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调查１３件，形
成重点调查报告６份。追捕到案２８人，
追诉到案１７４人。按照二审程序依法提
出刑事抗诉４件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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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监管场所进行安全防
范检查１７０２次，受理在押人员控告、申
诉６９件。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材料５１１份，对其中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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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件，提请抗诉５件，均获上级
人民检察院支抗。受理各类群众举报、

申诉、控告等来信３８１件，接待群众来访
７６９批 １１９７人，其中检察长接待 １５批
２４人。针对执法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
理薄弱环节和治安问题，制发检察建议

６３份。围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忠
诚、为民、公正、廉洁”的要求，分专题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区人民检察院被评为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全国先进基层检察
院、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文明单
位、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检察机关先
进集体、二等功。区人民检察院１１个部
门、４个办案组和６２人次分别受到最高
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区委

等相关部门表彰奖励。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年内突出办案
重点，严肃查办城镇化建设、教育管理、

房产交易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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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查办行业性职务犯罪案件，在某国

有企业连续侦破１０件窝串案。深化办
案机制建设，试行线索专管员制度，获上

海市人民检察院肯定并在全市检察机关

推广。与区监察局会签《关于在查办渎

职侵权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建

立健全查办渎职侵权案件联合调查、联

席会议、预警防范等工作机制。注重延

伸办案效果，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废钢过

磅过程存在漏洞，造成企业财产损失的

情况，推动磅秤技术改造和管理机制完

善。在推进办案工作的同时，引导干警

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

理念。加强办案工作区建设，与宝山区

中心医院协作构建对突发重病对象实施

紧急救治的“绿色通道”，强化办案安全

防范，确保办案安全。开展惩治和预防

职务犯罪年度综合报告工作，为党委、人

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结合查案，在出

入境检验检疫、海关通关等重点领域开

展预防调查，形成专题调查报告１３篇。
开展南大地区综合整治等区重点建设项

目的专项预防，派专人进驻工程指挥部，

深入推进创“双优”工作（工程优质、干

部优秀）。探索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

用房审批及运行、临时建筑审批管理等

环节的职务犯罪预警，推动防范机制的

完善。向相关单位提供行贿档案查询

２３３７次，预防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等
过程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开展预防宣传

警示教育８３１次，推进廉政文化进学校、
进党校、进企业、进社区。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２日，区检察院以“走进社区检察室”为主题举行“检察开放日”活动
区检察院／提供

■履行刑事检察职能　严厉打击涉黑、
涉恶、涉恐、涉众等严重刑事犯罪。适时

开展引导侦查取证１９７次，依法妥善办
理２３名新疆籍犯罪嫌疑人敲诈勒索案
等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与区食品安

全办公室、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会

签意见，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强迫劳动等犯罪的打击力度，

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司法政策，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

偶犯等相对不批准逮捕３６人、相对不起
诉１０人，引导并促成２件轻微刑事案件
当事人达成和解。加强执法办案风险评

估预警，滚动排查涉检信访矛盾，妥善化

解稳控集体访、缠闹访等突出信访 １４
件、涉检不稳定因素３件，确保党的“十
八大”等重要时期的社会稳定。召开

“完善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机

制”研讨会，制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司法

救助实施办法，对 １１名因犯罪侵害导
致经济困难的被害人实施救助。社区

检察科与社区矫正对象谈话 ９９人次，
接待群众法律咨询８６批１０４人。加强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深化涉罪未成

年人社会观护体系（由宝山区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委员会统一领导、总体协调，

区人民检察院、团区委负责业务指导，

以观护工作站和观护帮教点为依托，以

社会工作者为主要力量，对涉罪未成年

人进行帮助和教育，促使其认识错误，

积极悔改，并对其表现进行考察的工作

机制）建设，依托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宝钢发展公司、迈浩公司、灵石学校以

及全区各社工站，逐步形成区级机关、

国企、民企、学校、社工站“五位一体”的

观护体系，对 ２４名涉罪未成年人落实
观护帮教。

■开展法律监督　立案监督方面，全年
向区公安分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

由通知书》９件，公安机关均予立案；向
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６５件。加大对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监督力度，推进

“两法衔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

接工作机制）工作，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

送犯罪线索７８件，比上年上升２２５％，公
安机关均予立案。侦查活动监督方面，

追捕到案２８人，追诉到案１７４人。刑事
审判活动监督方面，按照二审程序依法

提出刑事抗诉４件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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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简易程序案件
的法律监督，开展简易程序案件公诉人

出庭试点工作，年内，公诉人共出庭简易

程序案件９１２件，占全年审查起诉简易
程序案件的 ６８％。刑罚执行和监管活
动监督方面，对监管场所进行安全防范

检察１７０２次，受理在押人员控告、申诉
６９件，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材
料５１１份，并对其中２９份不符合条件的
材料提出检察意见，均被采纳。加强对

减刑、假释案件的庭审监督，派员出席减

刑案件庭审５次。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
监督方面，受理民事、行政申诉件 １３２
件，对不服一审判决的提请抗诉５件，均
获上级院支抗；对不服二审判决的建议

提请抗诉７件，上级院提出抗诉６件，实
现二审申诉案件抗诉零突破。受理执行

案件申诉１７件、调解案件申诉４件，向
区人民法院制发执行监督检察建议 ２
份。执法督促起诉检察建议３份，挽回
国有资产近２００万元。促成检察和解１５
件，息诉８８件。

■检务公开　制定《检务公开项目表》，
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向区人大专题汇报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情

况，认真办理人大及其常委会交办件、人

大代表提出的书面意见，定期向上海市

人大代表报送《人大代表专刊》，及时报

告检察工作情况。以“立足检察职能，促

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公平

和正义”为主题，在区政协主席（扩大）

会议上作专题通报。院领导带队走访区

委政法委、区人民法院、区公安分局等职

能部门，以及杨行、罗店、月浦等镇，听取

对法律监督工作意见建议。院领导做客

东方网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系列

访谈”节目，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检察机

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情况，听

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举行“检察开

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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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日”暨廉政监督员聘请仪式，聘请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等１７人为
区人民检察院廉政监督员，实地视察派

驻罗店检察室，并对区人民检察院干警

日常廉政情况进行监督。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５日，区检察院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 区检察院／提供

■检察调研与宣传　２０１２年召开检察
委员会会议１２次，讨论疑难复杂案件２１
件，审议事项３项，审议检察业务制度４
项。召开专题研讨会６次，编发检察调
研文章１２篇，被《人大复印资料法学版》
《法学》等刊物采用３２篇次，在国家、市
级调研评比中获奖５篇。被各级报刊杂
志采用宣传稿２０１篇次，制作电视新闻、
专题片４３部（条），利用网络发布宣传稿
５４２篇次。院领导至机关、企事业单位、
街镇开展法制宣讲２６次。编发各类检
察情况信息、统计分析１０６期，获上级录
用１２８篇次，获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领导批示５次。

■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
动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部署，区人民检察院全年开展“忠

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

观教育实践活动。以“忠诚”为主题，开

展纪念建军８５周年座谈会、“三优一能”
（优秀公诉人、优秀侦查员、优秀侦查监

督员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案能手）代

表畅谈检察职业精神、主诉检察官聘任

仪式、检察官退休仪式等活动，提升干警

的自豪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引导干警自

觉秉承忠诚敬业的政治品质。以“为

民”为主题，邀请区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

会、档案局等职能部门领导到院作区“十

二五”发展规划、“宝山的历史与人文”

等专题报告。以走进社区检察室为主题

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开展“学雷锋

先进分子”评选等活动，引导干警主动融

入大局，将执法为民作为检察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以“公正”为主题，组织

区人民检察院首届“优秀检察官”评选

活动，通过全院动员、组织推荐、网上投

票和召开评选会等环节，树立公正执法

的先进典型；组织新刑诉法“专家三人

谈”活动，邀请著名法学专家、知名高校

教授、检察业务专家来院进行专题访谈，

帮助干警厘清刑诉法修改后检察机关将

面对的挑战、职能增加以及应对之策，提

高公正执法的能力。以“廉洁”为主题，

检察长与全体干警进行集体廉政谈话、

邀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监察处领导来院

上“保持党的纯洁性”专题党课，邀请廉

政监督员参与执法办案日常督察活动，

通过加强内外监督，引导干警廉洁自律，

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

■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５月２２日，
区人民检察院以“走进社区检察室”为

主题，举行“检察开放日”活动暨第四届

廉政监督员聘请仪式，聘请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区机关工作人员、基层干部等

１７人为区人民检察院第四届廉政监督
员，并邀请其参观区人民检察院派驻罗

店检察室。区人民检察院向廉政监督员

介绍社区检察室的职能定位、人员配置、

硬件设施等基本情况，并听取对检察工

作的意见建议。

■开展“举报宣传周”活动　６月２５日
至２９日，以“惩防并举，保障民生”为主
题，区人民检察院开展“全国检察机关第

十四届举报宣传周”活动。在检察院党

组的带领下，控申、反贪、反渎、预防、民

检、社区检察等部门干警分别至宝山安

信广场、杨行杨鑫路竹韵路口、罗店社区

文化中心广场、宝山文化馆广场等地开

展举报宣传活动，向群众展示宣传图板

２０块。通过区域内 ５个广场电子屏幕
滚动播放廉政公益宣传片，发放检务公

开宣传册３００余份、《北翼预防》报 ３００
余份，现场接待群众控告、举报、法律咨

询５６人次。 （陈怡怡）

司法行政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司法行政工作围绕
“为党的‘十八大’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

境”这一首要目标，以进一步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为重

点，全力履行司法行政职能。加强“大调

解”支撑体系建设，开展矛盾纠纷“大排

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夯实化解矛盾纠

纷基础性防线。提升“高危群体”服务

管理水平，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

法》，全面推进街镇安置帮教工作站建

设。完成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人

选推荐工作，拓展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

覆盖面。弘扬法治文化，依托普法“六支

队伍”（法制讲师团队伍、村居法制宣讲

员队伍、农村“法律明白人”队伍、法律

工作者队伍、兼职法制副校长及法制教

育辅导员队伍、各单位普法骨干队伍）、

农村普法工作站等载体，深化普法和依

法治理工作平台。

■法律服务与法律援助　围绕宝山区
“南大地区”等重点地区建设，组织律师

深入一线进行法律疏导，发挥法律服务

综合效应。３月２１日，召开金融证券法
律服务研讨会，将法律顾问形式引入更

多中小企业，提供项目论证、合同审核、

法律风险分析与防范等服务。整合区内

法律服务行业资源和力量，参与宝山万

达广场建设拆迁、绅德士健身会所资金

链断裂、钢储钢贸经营问题等引起的１４
起群体性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推进区政

府法律顾问室工作，完成法律顾问人选

推荐工作，提高政府依法行政工作水平。

开展“法律援助服务为民创优年”主题

活动，对突发事件的援助案件实行先行

援助制度，优化为外来务工人员和老年

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措施。６月 ４
日，《法制日报》以“让人人都平等地站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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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面前”为题报道宝山区法律援助

中心落实法律援助政府责任，促进法律

效果和谐统一的工作经验。全年律师参

与街镇领导信访接待４８０次，进社区开
展义务法律服务活动４７７次。区法律援
助中心办理援助案件９７０件，区公证处
受理公证１２５４０件。

２０１２年３月，宝山区深入推进依法治区工作会议召开 区司法局／提供

表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各司法服务窗口

单　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单　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大场司法所 大华路１４６９号 ５６５０７６７４

顾村司法所 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６６０４２０６８

庙行司法所 长江西路２６９９号 ６６９８８７９０

高境司法所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６６１８５０５９

杨行司法所 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５６８０１９５４

淞南司法所 淞南路３１２号 ６６１５１５８３

３６０７１０７７

月浦司法所 月浦四村６号 ５６６４９５５６

罗店司法所 市一路２５９号 ６６８６２１９５

罗泾司法所 飞达路８５号 ６６８７６８０５

友谊路司法所 友谊路１９７弄１２号 ６６７９１３０８

吴淞司法所 淞滨路３８５号 ５６８４３７７４

张庙司法所 呼玛路８００号 ５６７６６８６９

３６０７１０７７

表２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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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街道法律服务所 淞滨路３８５号 ５６８４２２６１

（程晓）

■法制宣传教育　贯彻落实区深入推进
依法治区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示范单位、依法经营示范企业的创

建工作。工商宝山分局、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被确定为上海市首批依法行

政示范单位，北翼集团、宝隆集团、长江

口集团、宝山烟草有限公司被确定为依

法经营示范企业。依托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平台，在每个街镇开办以农村

普法工作站为基础的“农村普法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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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深化‘法律六进’，服务科学发展”

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通过区普法

“六支队伍”，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小

区）”创建，推进基层依法治理进程。年

内，全区举办大型法律宣传服务活动１０
次，举办各类法制培训、法制法座及法律

咨询服务活动１７２次，参加讲座听众有
４２９万余人次。区司法局法制宣传教
育科获“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人民调解　年内围绕做好党的“十
八大”维稳安保工作，开展矛盾纠纷

“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建立人

民调解联席会议制度、结对服务机制、

业务指导平台，强化“大调解”支撑体

系，提升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化解重大

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能力。在大场南

大地区与庙行来沪人员公寓设立人民

调解工作站，加强转型发展地区与来

沪人员集中地区人民调解组织支撑力

度。区司法局代表区政府向区人大报

告区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提出的《整合

资源，推进我区“大调解”工作可持续

发展》（０１号）代表议案决议审议意见
的落实情况。年内，全区共调处矛盾

纠纷１４２３２件，比上年上升１８３％，调
解成功１２９１１件，调解成功率９８６％。
５月２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每日动
态》以“宝山区强化队伍建设、完善联

动机制、落实工作保障，积极推进‘大调

解’工作体系建设”为题报道区“大调解”

工作。吴淞街道牡丹江路居委会专职调

解员徐剑平获“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称号。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贯彻落实新出
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梳理完善与

公安和司法部门的各项社区矫正衔接制

度。在全区推广电子定位实时监管工

作，提高社区矫正执法智能化、效率化水

平。完善“需求导向性帮教模式”，全面

推进街镇安置帮教工作站建设，加强区

级和街镇两个层面对刑释解教人员重

大、疑难问题的协调机制。年内，全区在

册社区矫正人员７０４人，在册五年期刑
释解教人员２５２７人，重犯率低于全市平
均水平。 （程晓）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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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与社会安全
■编辑　冯　群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７日，宝山区举行“东方—２０１２”演习活动 区人武部／提供

人民武装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人民武装部
（简称“人武部”）贯彻落实警备区党委

扩大会议精神，紧贴形势任务和当前实

际，以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学习贯

彻“十八大”精神为主线，以作战能力建

设为牵引，以基层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围

绕高标准“窗口”部队建设和服务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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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要求，全面推进民兵预备役和国防后

备力量建设的创新发展。开展“讲政治、

顾大局、守纪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和“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等专题

学习活动，进行“赞颂科学发展成就，忠

实履行历史使命”主题教育，开展政治纪

律专题教育，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

通过“一报两刊”（《中国国防报》《中国

民兵》《东海民兵》），宣传国防后备力量

建设的方针政策，被中国国防报社评为

“２０１２年度国防刊授教育一等奖”。全
年共完成年度民兵训练、集训和演练任

务１３期，参训９８６人次，累计完成训练
时间１４６天。组织街镇民兵应急排分６
个批次轮流在训练基地集中训练，组织

重要目标防卫、导弹、通信等分队干部骨

干参加警备区的联训和集训，５名新任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和６名高校专职人民
武装干部参加上级组织的培训，民兵分

队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区民兵后勤保障

人员参加上海警备区组织的“六支力

量”（驻沪部队支援上海反恐维稳特种

作战、核生化救援、海上和水上联合搜

救、公共卫生事件救援、工程抢险救援、

应急信息保障）考核比武，其中大锅菜制

作获第一名。通过新建、调整，优化民兵

队伍结构，完成民兵预备役整组任务。

拟制、修订、完善各类动员、训练和保障

方案。抓好征兵工作，超额完成冬季征

集新兵３０９人，被上海市评为“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

■民兵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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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原有基本力量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分队建设，调整、新建、优化民兵力量结

构，按编制落实分队人员，完成７３１９人
的民兵预备役整组任务。民兵队伍中，

退伍军人占民兵总数２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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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５％。区
人武部组织对１２个街镇的整组情况进
行检查，总体情况优良。

■国防教育　按照上海市国防教育办公
室要求，结合宝山区实际，建立区国防教

育联席会议，制定相应工作规则，明确职

能部门职责，建立相关工作制度，使国防

教育更加规范、有效。９月 １５日，组织
开展“第十二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全区１２个街镇分别在繁华地段设点宣
传，并邀请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为全区

处级以上干部讲授国防形势。在上海市

国防教育联席会议上，区委副书记袁鹰

介绍宝山区开展国防教育的经验。

■兵役工作　按照征兵工作的有关规定
开展兵役工作。（１）兵役执法检查。３
月中旬至４月上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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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放自查报告表１４０３份，
回收１３５５份，回收率９６６％。（２）兵役
登记。全区符合兵役登记条件的人数为

２５０６８人，持有兵役证１９３１５人，实际登
记人数２０６５２人，其中，高等院校应届毕
业生５６５５人，中等学校应届毕业生２６５１
人。（３）征集兵员。全区共组织应征青
年上站体检９４５人（男性８７６人、女性６９
人），合格４０２人（男３７６人，女２６人），
合格率４２５％。通过对预征对象联审、
政审，合格３２１人，合格率７９９％。经走
访调查和吸食毒品、爱滋病毒项目检测，

完成征集兵员３０９人（男兵２９４人，女兵
１５人）。其中：农业户口 １６人，占征集
数的５１％；大专以上学历２０５人，占征
集数的６６３％；高中（含技校、职高）学
历１０１人，占征集数的 ３３７％；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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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２５６人，占所征兵员的８２３％。

■基层人武部建设　年内以“设施建
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为重点，以“硬

件设施规范化、软件建设标准化、装备

器材配套化、规章制度系统化、资料管

理制度化”为目标，推进区民兵训练基

地规范化建设成果向基层拓展。年初

在月浦、淞南镇进行武装工作规范化建

设试点，５月，召开现场观摩会，上海警
备区副参谋长韩志凯到会指导。１１月，
进行逐个单位考评，全区 １２个街镇全
部达标。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宝山区组织开展庆祝建军８５周年慰问演出活动 摄影／蔡　康

■参加“东方—２０１２”演习　按照上海
市国防动员委员会的部署要求，做好“东

方—２０１２”演习的准备工作，调整完善组
织机构，开展兵员动员潜力调查和普通

民兵登记储备，抓好动员之前潜力数据

采集和数据库录入，做好课题研究和培

训。１２月，组织参加上海市国防动员
“东方—２０１２”演练，国防动员的能力得
到加强。区长汪泓、副区长周德勋、区人

武部部长李红、政委郭孝喜以及区国防

动员委员会“八办”（综合、人民武装动

员、人民防空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

交通战备动员、科技动员和信息动员办

公室）人员参加演习。区国防动员委员

会演习指挥机构设置和演习文书作业受

到上海市演习指挥部肯定。

■军民共建　以“三同”（同学创新理
论、同树文明新风、同建和谐平安）活动

为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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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贫帮困献爱心”“百连百区”共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和“军徽映夕阳”“军徽照

晨曦”等活动。共同抓好驻区部队出租

房地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军地融合发

展，推进区双拥工作深入发展。

■安全管理　紧贴大事之年的特殊形势
和要求，打牢安全管理基础。以开展

“学、训、整”活动为抓手，加大条令条

例、安全常识、政治纪律和战备形势教

育。突出政治性问题、保密、枪弹和车辆

四个重点，加强人员和物资管控。严格

落实日常管理制度，规范工作秩序，采取

网络联通、军地联动、人技联防的办法，

确保安全管理常态长效。

（方春雷　袁少贵　李长明）

驻军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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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重要贡

献。（１）支持地方社会经济建设。驻区
部队坚持从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出发，在创建平安宝山的工作

中，共出动兵力 ３８６７６人次，出动车辆
３２１８台次。支持地方重大活动或建设项
目，参加抢险救灾２８５次，抢救遇险群众
１５４人次，抢救各类物资８０６２吨，挽回经
济损失２２３４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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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２８人次，军训学生
１１７６８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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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８６０部队、９１３２１部队、９２２４４部
队、９２６８１部队等４０余个部队开展国防教
育和军营一日等活动，累计接待２１万人
次。陆军预备役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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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万
人。（３）开展献爱心活动。２０１２年，驻区
部队官兵向困难群众捐款５６６万余元，
捐物１８２６件，与１４０余名困难学生结对。
结合“军徽映夕阳”和“军徽照晨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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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７１６
部队、９２６０８部队供应站等部队，坚持与
１９个敬老院和３２６名社区困难老人结
对，累计赠送慰问品３４万余元。

（方春雷　袁少贵　李长明）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围绕为党的“十八大”创造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根主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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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各项措施落实，政法综治工作呈现出“四

个下降、一个没有、一个提升”的良好局

面。全区报警类“１１０”下降９９％、“八
类”（杀人、伤害、绑架、强奸、抢劫、放

火、爆炸、劫持）案件下降５２％、信访总
量下降５０％、生产安全事故下降（道路
交通死亡事故下降７０７％、火灾事故下
降６１３％），没有发生影响全区稳定的
群体性事件。２０１２年度公众安全感满
意感调查得分为８５９１，列全市第４位，
比上年上升３位。开展创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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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租赁群组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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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委、“无刑案小区”活动和“控刑案，

促平安”督导活动，宝山区被上海市社会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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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２０１２年度上
海市“平安城区”称号，庙行镇、月浦镇、

罗店镇、罗泾镇获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平
安示范社区”称号，友谊路街道、杨行镇、

大场镇等８个街镇获上海市“平安社区”
称号。宝山区获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平安
铁路示范区达标单位”“铁路护路联防

工作优秀单位”称号，大场镇、高境镇、淞

南镇、杨行镇获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平安
铁路示范街（镇）”称号。区见义勇为评

审委员会评出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１５
人，７人被评为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做好党的“十八大”安保工作　年初
通过召开全区性动员部署大会、签订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完善信访

工作考核办法、开展重大事项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落实区领导包案化解矛盾等

一系列措施，把党的“十八大”安保工作

责任落到实处。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

员会牵头，联合区公安、消防、民防、建交

委等相关职能部门，借鉴世博安保工作

的成功经验，按照“管用、有用、实用”的

原则，对宝山区世博期间形成的相关工

作机制和制度进行重新梳理和完善，制

定下发《关于加强当前和十八大期间维

稳和安保工作意见》《十八大期间社会

面稳控及安保工作方案》等文件，为党的

“十八大”维稳安保工作提供机制保障。

区委政法委成立由区综治办、维稳办、司

法局、信访办、６１０办等５个部门组成的
５个联合督导组，每周确定督查重点、每
周坚持下到基层督导、每周编发《督查简

报》，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每周听取督

查情况汇报，讲评工作。各街镇、园区参

照区模式，对村（居）委开展督查讲评。

全年未发生影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创新社会管理　年内以凝炼“一街
（镇）一村（居）”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

经验，形成“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纽

带，以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为抓手”的总

体思路，制定《宝山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工作的意见》任务分工方案，并经区

委、区政府研究后于６月正式印发。坚
持示范引领，制定下发《关于学习推广顾

村星星村经验做法，进一步推进我区社

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意见》，组织街镇和相

关部门参观学习。坚持部门联手，条块

联动，共同推进４４个社区综合服务管理
示范点的创建工作。大场镇华欣苑“五

位一体”（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

会、社区综合管理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共同推

进社区综合管理工作）社区综合管理模

式得到上海市领导的肯定，顾村镇“智联

城”管理模式受到广泛关注，并作为上海

“智慧社区”的典型案例，被新华社智慧

城市年度发展报告录用。组织干部实地

考察学习闵行、嘉定等兄弟区县的工作

经验，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友谊地区

“大联动”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和《关于

构建街镇级“大联动”信息平台系统建

设的实施方案》，友谊地区城市综合管理

体制和工作机制基本建立。各部门按照

《意见》精神，探索创新，创造诉调对接、

社区检察、群租房分类管理、“大调解”

“知心妈妈”等社会力量参与矛盾化解

等一批新经验，流动人口、特殊人群等服

务管理取得新进展。立足居民小区平安

建设的实际，深入社区一线，听取居民群

众代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

民警等对平安建设工作的意见建议，研

究分析基层平安建设存在的薄弱环节和

突出问题，提出把社会管理工作纳入社

会建设体系同民生保障和改善一起统筹

考虑、同步推进的工作建议。

■完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全区各街
镇、各部门注重源头预防、注重事要解

决、注重机制创新、注重方式方法，通过

滚动排查，破解信访突出矛盾，妥善处置

群体性矛盾。全年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１３０９４件。推进重大事项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建立风

险评估基本制度体系，完善运行机制，对

重大工程项目实行“应评尽评”。及时

解决群众诉求，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

会矛盾的产生。坚持领导干部带头接

访、下访和包案，形成党政主要领导负总

责、分管信访工作的领导负直接责任、其

他领导“一岗双责”的责任体系。坚持

信访稳定工作例会制度，开展“联系信访

人”推动积案化解工作，深化矛盾纠纷

“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探索工、

青、妇等社会力量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工

作，区妇女联合会开展的“白玉兰开心家

园———知心妈妈”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工

作取得成效，妥善处置群体性矛盾。

■提高社会面管控水平　围绕群众反映
强烈的治安突出问题，坚持打、防、控有

机统一，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提高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针对存在的治安问题，

在抓好整改的同时，拓宽治安问题发现

渠道，抓好工作发现、群众举报、网上举

报等线索的调查、整治、反馈和“回头

看”各个环节。研究制定《宝山区社会

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管理办法

（试点）》《规范经营场所治安管理工作

实施意见》，建立“黄、赌、毒”发现、查

处、问责分色预警机制，联合社会综合治

理委员会成员单位加大治安复杂地区和

刑案高发地区的排查整治力度，对排查

出治安重点地区，分类实行挂牌督办，整

治和纳管达到预期目标。在来沪人员集

中、治安复杂且条件具备的村宅小区，推

进以信息化为支撑，以图像监控、门禁系

统、实有人口信息平台等“三防”建设为

重点的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制定并

下发《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基层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以奖代补”工作意见》。在罗

泾、顾村、罗店等农村地区实施封闭式管

理条件尚不成熟的村宅，推进“治安中心

户”互助联防技防建设，整合村企联防与

综治力量，推进户户联防、村企联防。对

人民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系统化

规划，实施项目化管理，确定并实施高校

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市场”创建、

“群租”整治等１２项年度平安建设实事
项目。

■开展“政法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
动　２０１２年，区政法各部门开展“政法
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区法院开

展主题征文、演讲比赛等“五个一”（开

展一次“让忠诚成为自觉、让规范变成常

态、让优秀形成习惯、让工作成就尊荣”

主题征文活动；开展一次“走进一线转作

风、走向先进塑形象、走入群众增感情”

专项活动；组织一次“新任法官集中宣

誓”活动；举办一次“政法干警核心价值

观”演讲比赛；开展一次优秀法官新媒体

短片展播）系列活动，展示法院干警践行

政法核心价值观的成果。区检察院开展

“检察职业道德周”“优秀检察官”评选

等活动，激发干警职业光荣感和责任

感。区公安分局以“三访三评”（三访：

访问民情、访察民意、访排民忧；三评：

评议工作、评查问题、评选先进）深化

“大走访”活动为载体，开展“百名机关

干部进社区”爱民实践活动，深化人民

警察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１２月
２７日，区政法委组织召开政法核心价值
观教育实践活动总结表彰暨先进事迹

报告会，以纪实短片的形式展示全区政

法系统的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以宣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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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再现 ７名政法干警的先进事迹。
区领导斯福民、钟杰、杨杰、沈伟民、王

兆钢、汪彤、林立等出席会议，并为教育

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颁奖。

■基层综治社保队伍建设　区综治社保
工作依托村（居）委“六位一体”（包括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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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综治警

务室平台，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工作联

动，推进社区平安创建工作。协助村

（居）党组织抓好日常管理，协调配合村

（居）委落实周碰头、月分析、季讲评、半

年总结工作制度，加强辖区治安状况的

研析，制定针对性措施，落实工作责任。

把群防群治工作与综治社保队员的工作

实绩挂钩，捆绑考核，明确在村（居）委

的领导下，综治社保队员负责“红袖章”

队伍的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全民动员机

制。结合党的“十八大”安保工作和“双

迎双比”（迎国庆、迎“十八大”，比志愿

觉悟、比服务成效）竞赛活动，综治社保

工作提升工作等级，增加“红袖章”人

数，提高出现率，增加辖区社会面防控能

力。坚持把“两个排查”（社会治安重点

地区和突出问题排查、矛盾纠纷问题排

查）工作与队员的日常巡访工作、“三联

单”（综治社区保安基础信息报告、处理

和督办单）信息工作、当前的重点整治工

作相结合，及时发现治安问题和安全隐

患，提高工作效率。４月，区社区保安队
管理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爱岗位、强

素质、树形象”专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对专题教育活动进行部署，举办３次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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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作等方

面进一步明确要求落实责任。开展“十

佳”队员评选活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

典型，激发广大队员争先创优的工作

热情。

■开展政法综治宣传　２０１２年，宝山政
法综治宣传工作在贴近老百姓、具实效

性上下功夫，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平安

建设宣传活动，传播“平安建设人人参

与，平安成果人人共享”理念。组织开

展“宣传周、宣传月、宣传季”活动，制定

下发《宝山区政法综治宣传工作要点》，

组织各综治委成员单位、街镇（园区）开

展宣传活动。制作宣传图板，在各社

区、村宅进行巡展，增强人民群众的治

安防范意识和法制意识。各街镇结合

实际，利用标语、板报、宣传画、公益广

告以及文艺演出等形式进行集中宣传。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阵地优势，在城区主

要道路、车站码头、公共场所、居民小区

悬挂横幅、张贴宣传标语，组织流动宣

传车等，营造宣传氛围。公、检、法、司

等政法部门选择典型案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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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维护稳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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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相关街镇和《上海法

治报》记者，深入基层挖掘整理杨行镇

平安创建专题报道。９月，在街镇开展
“防范和打击骗取医保药品贩卖违法活

动”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宣传活动，展出

宣传版面２０块，设立咨询点３个，发放
各类宣传资料８００余份，５００多名群众
参加活动。１２月，区综治办和区公安分
局印制１０万份防电信诈骗、防盗窃、防
火灾宣传海报，在全区张贴，提醒居民

做好防范工作。

■铁路护路联防工作　４月２７日，宝山
区铁路护路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部署“平

安铁路示范区、镇创建”活动，明确各镇

分管书记为辖区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第一

责任人，提出“平安铁路示范镇”创建目

标，开展平安铁路创建宣传教育活动。

年内，区护路办会同大场镇、高境镇、淞

南镇、杨行镇以沿线居民、职工、来沪人

员和在校学生为重点，开展铁路安全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的宣传及铁

路安全板画和宣传资料的巡展，对无人

看管道口张贴有关安全通行的告示，组

织外口协管员深入铁路沿线来沪务工人

员聚居小区进行重点宣传。通过与铁路

公安部门上门走访、电话联系、季度工作

例会、每月铁路治安通报等方式加强工

作协调，密切配合，掌握铁路治安情况，

共商防范打击对策，研究部署护路工作，

形成“路地协同，保一线畅通，促一方平

安”的局面。消除台风“海葵”对铁路运

输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杜绝爆炸、火

灾、中毒、行车和重大人身伤亡事故，未

发生群体性拦车断道事件，没有因治安

问题形成社会热点。

■禁毒预防　制订《宝山区关于加强十
八大期间社会面吸毒人员管控工作的方

案》，组织开展吸毒重点人员、涉毒高危

场所排查管控专项行动，确保社会稳定。

推进“社会面吸毒人员分类评估和综合

干预”及“社会面人户分离吸毒人员居

住地管理”两项重点工作，完成全区 １２
个街镇分类评估工作，评估完成率

１００％。落实《关于加强本市戒毒康复人
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新增区级就业

基地２个，出台《关于调整宝山区促进就
业政策的若干意见》。加强基础建设，与

区卫生局协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

设毒品尿样检测点，完成“一街镇一检测

点”布局。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禁毒法》和《戒毒条例》，推进禁毒预防

宣传、执法及禁吸戒毒等各项工作。印

发《关于调整区禁毒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通知》，调整充实领导机构和人员力量。

５月３１日，组织召开区禁毒委员会全体
委员（扩大）会议，区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禁毒委主任钟杰、上海市禁毒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王军以及副区长、区禁毒委

员会副主任杨杰、沈伟民等领导出席会

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上海市禁毒委全体

委员（扩大）会议精神，总结全区２０１１年
的禁毒工作，明确下一阶段禁毒工作的

重点任务，并对２０１２年“全民禁毒宣传
月”活动进行部署。加强禁毒队伍建设，

增补一名检察干警充实街镇禁毒专职干

部队伍，加大业务培训力度，严格按照１
比３０配比数，增配一线禁毒社工３名，
协助上海市法学会《禁毒法》研究会组

织开展上海禁毒社会工作沙龙活动，推

动禁毒志愿者队伍建设。加强禁毒预防

宣传教育工作的机制建设和组织协调，

组织开展各类禁毒集中宣传教育活动。

制定《宝山区关于开展“春运”禁毒“流

动课堂”活动的实施意见》，开展“手拉

手远离毒品，心连心造福社会”“鸿雁互

动”等主题活动，展出禁毒宣传横幅２４０
条次、展板１２０套次、播放《小破孩》动漫
７５场次、发放宣传资料８万余份，接受咨
询２５万余人次，走访慰问困难服务对
象８９２名。６月，会同区妇女联合会组织
开展“依法禁绝毒品，构建平安家庭”活

动，结合宝山实际，面向农村及来沪务工

人员等群体，开展“千场禁毒数字电影

‘六进’活动”，深入村（居）委、工厂企

业、建筑工地等广泛宣传禁毒工作，并在

“６·２６”国际禁毒日召开现场推进会，掀
起禁毒预防宣传高潮。６月２６日，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秦冰率区人大内司工委

主任、委员及部分区人大代表实地视察

美沙酮门诊点，听取区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贯彻实施《禁毒法》《戒毒条例》情况，

并出席区“６·２６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
活动。８月１日，区委书记斯福民、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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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泓等区领导陪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丁薛祥视察上海自强社会服

务总社宝山工作站，关心慰问禁毒社工。

加快禁毒宣传阵地建设，在宝山电视台

和《宝山报》开设禁毒专栏，定期播放禁

毒专题片和刊发《禁毒知识问答》，按时

完成街镇“禁毒图书角”建设任务。推

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结合 “中

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八个一”（组织一次

禁毒主题班会、观看一部禁毒影视片、参

观一次禁毒宣传展览、开展一系列健康

教育活动、参与一次禁毒书签征集活动、

推荐一批禁毒教育视频作品、开展一次

毒品预防教育研讨活动、参加一次禁毒

知识竞赛）活动，联合区教育局、团区委

等部门，在中小学举办以“崇尚科学，远

离毒品”为主题的校园文化艺术周，将禁

毒警示教育纳入“优秀青少年维权岗”

创建内容。开展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及娱

乐休闲场所从业人员培训工作，发动学

生、社区居民参与市第七届网上禁毒知

识竞赛，参赛总人数超过５０万人，参观
上海市禁毒教育馆８２００余人次。

（龚桂标　陈伟华）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９日，区公安分局举行“破案会战”新闻发布会 区公安分局／提供

警务
■概况　２０１２年，区公安分局围绕争创
上海市优秀公安局目标，坚持突出“一个

中心”（严打整治）、解决“二个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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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抗击台风“海葵”、上海

旅游节开幕式、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

会木兰拳总决赛、顾村公园“２０１２年樱
花节”“东鼎国际杯”四国男篮挑战赛、

“声动亚洲”歌唱比赛等大型安全保卫

工作和４５批次内外宾警卫任务，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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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５５６５
户，比上年增加３９２２户，增加１１２％；总
户籍人口 ９０６５００人，增加 １１３５８人，增
加１２７％。疏导、化解各类不安定因素
２４１起７２８６人次。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２０５６件，比 上 年 减 少 ３４２件，减 少
１４２６％，办结１８９２起，办结率９２０２％。
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重点信访案件１２９
起，化解率为 １００％。区看守所全年收
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３７１３人，深挖各
类线索２４０条，查破各类案件１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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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６６人，深挖各类线索１０条，查破各类
案件６起，协捕６人，查获“网上追逃”对
象５人。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公众安全感指
数为８５９１，满意度指数为 ８３８４，分别
比上年增加０２５和减少３８８，均位列全
市第四位。全区万人“１１０”报警率为
１７９２７，比上年减少 ６４；万人发案率为
４４４０５，比上年增加０７４３。深化社区警
务工作，在全区１２个街镇４３个社区推
广“星星村社区化管理模式”。年内有

２２个集体和 ６６８名个人被记功、嘉奖。
区公安分局局长杨杰被公安部授予“任

长霞式优秀公安局长”称号，交警支队民

警王刚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区公安分局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公安局、

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

范单位”“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全国公安机
关东西合作素质强警行动计划成绩突出

单位”。

■刑事案件侦破　开展严厉打击多发性
侵财违法犯罪、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破案

会战”“打四黑除四害”“打黑除恶”“缉

枪治爆”等专项行动，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３５８７起，破案率 ４４７％，分别比上年增
加５１７３％、１２４％。其中：侦破“八类”
（放火、爆炸、劫持、杀人、伤害、绑架、强

奸、抢劫）案件２２４起，破案率５６１％；侦
破“两抢”（抢劫、抢夺）案件１６６起，破
案率７１６％；侦破盗窃案件１５９９起，破
案率３７２％；侦破毒品案件１６２起，破案
率９５３％，缴获毒品６０千克，毒资１０万
余元；侦破各类经济犯罪案件８０４起，破
案率５７２％，挽回经济损失３２亿余元。

全年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员 ６３７４
人，抓获“网上追逃”对象４１０人，分别比
上年增加２８１２％和减少４０４９％。

■社会治安管理　加强社会治安防范，
推进“宝剑”工作机制建设，开展“宝剑”

系列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破获各类案件

３３４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１８９
人。建立“黄、赌、毒”分级（分色）预警

机制，加大对“三小”（小理发店、小足浴

店、小按摩店）场所、重点“治安顽症”及

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突出问题整治。查

处各类治安案件６７０２７起，比上年增加
２４４４％，其中查处“黄、赌、毒”案件
８７６５起，比上年增加 ６４９７％。查处违
法人员４４４０人，行政拘留３５９６人，分别
比上年增加５５１％、５３６％。其中：查处
“黄、赌、毒”违法人员３１０６人，行政拘留
２３８３人，强制戒毒２９２人。查处并行政
处罚“黄、赌、毒”违法场所７１４家次，停
业整顿５家，取缔５７３家，收缴各类赌博
游戏机 ３７８６台，没收赌资 ５３万余元。
收缴各类非法枪支１２０支、子弹１９发、
管制刀具１８１把。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废
旧金属收购站（点）１８６家，行政处罚违
法经营ＫＴＶ等场所３１家。检查剧毒化
学品从业单位３３６家次、放射性同位素
从业单位 １２８家次，提出整改意见
１５条。

■公安行政管理　全年共审批（核）户
口材料３８５９份，签发各类户口证件７６３０
张。受理群众申领、换领、补领第二代居

民身份证 ３１０１２张，制发临时身份证
１１１６０张，更改上海市身份证重号１人。

５８２

警　务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日，友谊路派出所新址奠基 区公安分局／提供

登记来沪人员总数９００２７２人，比上年增
加１０９５％。登记人户分离 ５２７９９２人，
比上年减少２８３４３０人。办理《居住证》
总数９９６１４张，比上年减少８３５６％，其
中办理临时居住证９２２０６张。受理各类
出国（境）材料申报４８３４５份，境外人员
申报临时住宿登记 ６５７２３人次（含港、
澳、台、华侨人员），分别比上年增加

２１６％、减少８５７％。侦破偷越国（边）
境案件５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 ５
人，分别比上年减少５０％、６４２９％。查
处境外人员违章住宿案件 ３５４起、“三
非”（指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

法就业）９６起（其中非法入境案件２起、
非法居留案件 ３５起、非法就业案件 ５９
起），分别比上年增加 ２６１％、减少
１７２４％。办理法定不准出境人员２６２４
人次。办理《上海市养犬许可证》２１００６
张，比上年减少２２５３张，减少１２４４％，
其中，控养犬１８２２７张、农村犬２７７９张，
分别减少１１６６％、１５２２％。捕捉无证
犬４６５０条，比上年增加 ３２２９％。向
３７３家单位派驻保安队员３３４０人，培训
物业保安队员６批１５６７人，培训学校、
企业内部保安队员６批４６０人。保安队
员持证上岗２４２５人。

■公安队伍建设　加强宝山公安文化建
设，制定《宝山公安文化建设发展“十二

五”规划》，开通“宝山公安文化中心”网

页，组建１８支文体团队，启动“文化人才
信息库”、宝山公安历史陈列馆、文化走

廊等项目建设。开展“人民警察核心价

值观”“创先争优抓落实”等教育实践活

动，推进“暖心”（解除民警忧患）、“绿

色”（保障民警身心健康）、“安心”（激励

民警勤奋工作）三项工程建设。举办分

局第六届文艺汇演和主题书画摄影比

赛，加强电子画刊、公安微博、民警休闲

室等阵地建设。推进创建示范教育训

练基地建设，探索“战训合一”模式，提

升民警各项业务技能。新增警力向治

安复杂地区和重点街镇派出所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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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７‰。
落实各项从优待警措施，为３１１名困难
民警发放补助金２９８５万元，为１２２名
困难民警发放助学帮困金１１０７万元。
加强培训考核工作，开展即学即用式技

能短训２７场次，参训民警９００人次；组
织警衔培训（积分制）３０期６４１人。完
成２９家执法办案场所改建工作，投入
４５００万元，完成宝杨派出所迁建工程；
投入４２０万元，完成区看守所二期大修
工程；投入５２００万元，实施区拘留所改
扩建工程；启动区看守所三期大修工

程、出入境管理办公室迁建工程、友谊

路派出所迁建工程。开展“多问一句释

善意、多跨一步解民忧、多想一招保平

安”为主题的“三访三评”（访问民情、

访察民意、访排民忧和评议工作、评查

问题、评选先进）、百名机关干部下社区

等“大走访”活动，密切警民关系。

■交通安全管理　加大交通突出问题专
项整治，优化道路交通执法管理，严厉查

处“酒驾”“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开展“四类车”（助力车、电动三轮车、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外省市号牌二轮摩托

车）违法、“二类车”（电动三轮车、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非法营运、“三超一疲

劳”（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专

项整治行动。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３４７９万起；查处“四类车”违法 ２７２８８
起，暂扣移交７２８４辆；查获被盗车辆１５
辆，暂扣机动车２６２０５辆、非机动车７８２８
辆、驾驶证 ２３１９本，吊销驾驶证 ４９本，
收缴假证１４５０本；查处行人和乘车人交
通违法８６７６起，行政拘留３１５人。抓获
“网上追逃”对象１２人。新增机动车泊
位２８９个。路政审批（各类住宅、道路
等公建项目）１１６件；复划标线 ２５４公
里，横道线 １８万平方米；增设各类交通
标志 ８２块，新增、改建路口信号灯 ３５
个。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

证》５７８张，办理“三超”（超长、超宽、超
高）许可证３５８０张，办理占、掘路施工交
通安全意见书４３０张。发放校车标牌４７
张、交通安全宣传资料５万余份。全年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上报）１４５起，其中
死亡事故９２起，死亡９４人，伤６９人，直
接经济损失３２０２万元，分别比上年减
少 ７０５％、７０７％、８７４％、２８１３％、
６２１７％。年 内 完 成 交 通 保 卫 任 务
１１７次。

■消防安全监督管理　加强派出所三
级消防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清剿

火患”战役、“打非治违”“啄木鸟”等专

项行动，推进“全警消防”工作，提高

“四个能力”（检查消防火灾隐患能力、

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人员安全

逃生能力、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能力），建

立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完成区政府

实事工程项目建设，在全区１０８个村委
会、３０２个居委会建成４５８个消防工作
站，提高“全民消防”工作水平。全年派

出所检查单位 １２８５０９家次，发现火灾
隐患 ６４２１６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６３１２８处，罚款 ２２４０３万元，行政拘留
１９１人。全年发生火灾事故３６０起，死亡
１人，伤 ３人，直接经济损失 ４８６８１万
元，分别比上年减少 ５０５％、６６７％、
５７１％、３３５％。

■华欣苑探索党建带动社区管理新模式
　年初，区公安分局总结顾村镇星星村
社区化管理经验，在全区推进试点工作。

大场镇华欣苑以党建带动社区自治建

设，探索实践“五位一体”（居委会党支

部、社区综合管理委员会、业主委员会、

６８２

军事与社会安全



社区综合管理服务站、物业公司）的社区

自治管理新模式。成立由居委党支部书

记任站长，社区民警、物业经理任副站

长，居委、物业工作人员、业委会成员、居

民志愿者、人口信息员任组员的社区综

合服务管理站。设置“两个实有”（实有

人口、实有房屋）基础信息采集、矛盾调

解、就业指导、医疗卫生、房屋出租等窗

口，同步办理“门禁卡”和采集“两个实

有”基础信息，定期公布房屋出租信息，

实行统一招租，对房屋出租人和租赁人

进行管理。以居委会党支部为领导核

心，成立由社区居民和来沪人员参加的

社区综合管理委员会，制定规章制度，参

与社区自治管理，形成社区服务和管理

合力。实行社区封闭式智能管理，在 ６
个出入口安装电子门禁系统和２０个视
频监控探头。设立消防工作站，组建 ４
人义务消防队伍。至年底，华欣苑社区

实有人口登记率９８％，偷盗案件比上年
减少 ４２０３％，入 室 盗 窃 案 件 减 少
３００４％，未发生盗窃“三车”（摩托车、
助动车、电力自行车）案件，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分别上升１８％和１７％。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５日，区公安分局举行“破案会战”再动员大会 区公安分局／提供

■建设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区公安分局
按照上海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年内完成

２１家地区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建设。制定
“关于推进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建设的实

施意见”等１０项规范和制度发至各派出
所，统一配发一机双屏图像网计算机、公

安内网计算机和传真机、打印机等办公设

施，统一交接班记录簿、勤务检查记录簿

等８本台账，规范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各项
工作和职责。挑选工作经验丰富的民警

担任综合指挥室勤务指挥员，经岗位培训

后上岗。将近年开发建成的多个宝山公

安信息应用系统与各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系统平台对接，实时共享。分类整合“视

频监控平台系统”，增加功能，提高图像

监控逐点控制、查找和捕捉效率。

■开展“宝剑”系列集中整治行动　围
绕严重影响地区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

出问题，区公安分局开展８次“宝剑”系
列集中整治行动，集中警力对“六类”

（两抢、入室盗窃、盗三车、扒窃拎包、盗

窃车内物、诈骗）侵财案件、制假售假、涉

黄涉赌违法犯罪、“四类车”交通违法行

为、“群租”房等开展重点打击整治。破

获各类案件３３４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１８９人，查扣涉嫌非法营运“四类车”
１０４辆，清查出租房屋２２８户３６８９人，查

处制作假证窝点４个、贩卖假证窝点１４
个，查获一批制假工具和假证件。

■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区公安
分局以公安信息化建设成果为支撑，完

善“四项机制”（情报预警、警务指挥、勤

务运行、综合保障），加强“六张网”（街

面巡逻防控、社区农村防控、单位场所防

控、警务合作、技术视频防控、虚拟社会

防控）建设。确定建设任务３３个项目、
１６２项目标。区政府落实专项经费１７４
亿元，完成情报中心、２１家派出所综合
指挥室、４５３个三期视频监控探头和
８７５％执法办案场所的规范化建设工
作。完善社区警务工作内容，推广星星

村创新经验，在２２家派出所辖区选点４３
个社区（村宅）推进社区化管理工作，实

行封闭式管理。开展“实兵”和“视频”

巡逻勤务双规范月活动，完善公安、武警

联合巡逻机制。建立社会治安分级（分

色）预警机制，每日对地区社会面治安情

况进行评估，对违法犯罪案（事）件进行

预警。制定宝山水域检查工作规范，搭

建与地方海事、渔监、水务等水域综合执

法部门的联动联勤指挥平台。深化苏浙

沪１５市（区、县）公安机关区域警务合作
机制，与江苏省太仓市交警大队开展警

务合作。推进“全警消防”工作，建立

“驻所作业”工作制度，建成 ４５８个居
（村）委消防工作站。加强单位和行业

场所防控网建设，全区１２８家治安重点
单位保卫机构设置和专职保卫人员配备

实现１００％目标。

■开展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　３月
１日 ～８月３１日，区公安分局开展严厉
打击经济犯罪“破案会战”。联合检法、

金融、工商、税务、食药监、烟草稽查等单

位，建立宝山区打击经济犯罪协调会商

机制平台，共同开展联打联防，对假币、

假发票、银行卡、侵权售假、传销、非法集

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开展综合治理。通过

在区政府门户网站设立举报信箱，在宝

山公安微博群发布“防范经济犯罪小贴

士”，结合分局“百名干部进社区”“守护

平安·干净社区”等活动，发动群众检举

违法犯罪线索。期间，分局共接报线索

８７７条，其中可立案侦查的线索３０８条，
提请并被公安部确认发起集群战役 ８
次，共立经济犯罪案件１０１１起，破案４６８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１３８５人。侦破
公安部督办案件７起，查处制造、储藏假
冒品牌卷烟的地下工厂（仓库）５处、制
造假烟生产线４条，案值２３００万余元。
分局在上海市公安局“破案会战”考评

中列第一名。

■开展集中收教失足妇女专项行动　９
月２０日～２８日，区公安分局根据上海市
公安局统一部署，开展集中收教失足妇

女专项行动，教育、挽救失足妇女，严厉

打击卖淫嫖娼违法活动。利用黑板报、

网上工作站、公安微博等宣传平台，宣传

启发群众关爱、帮助失足妇女，为公安机

关提供线索。向全区娱乐场所、旅馆、浴

场、“三小”（小理发店、小足浴店、小按

摩店）场所业主和经营负责人发放告知

书，并逐一签订责任书。期间，查处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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嫖娼“黑窝点”１９处，抓获组织、容留卖
淫违法犯罪嫌疑人１２人，收容教育失足
妇女２３人。

２０１２年６月４日，区公安分局举行社会管理创新教育基地签约揭牌仪式 区公安分局／提供

■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　区
公安分局按照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统

一部署，协调区食药监局、质监局、工商

分局等部门，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健康

黑心经营的“黑作坊”、严重危害群众利

益非法牟利的“黑工厂”、严重危害公共

设施和群众财产安全收赃销赃的“黑市

场”、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涉黄涉赌

涉毒的“黑窝点”。专项行动第一阶段

（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底）结合严
厉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亮剑”

行动，以打击制贩“地沟油”犯罪等危害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为重点，共侦破盗窃

“三车一机”（助动车、二轮摩托车、电动

车、手机）类案件和“瘦肉精”“地沟油”

“病死猪”“假药”“假农资”“假证章”

“涉黄涉赌涉毒”等“四黑四害”类案件

７７９起。其中，刑事案件２２７起，行政案
件５５２起；查处犯罪团伙４２个，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 １４８８人；查处“黑窝点”
４２７个、“黑市场”５７８个、“黑作坊”８个、
“黑工厂”１个；查处场所１０１４家次，取
缔９９８家次，停业整顿１６家次；发现违
法犯罪线索 ３３００条。第二阶段（２０１２
年４月至１２月）结合“打假证、建诚信”
“铲赌患、正风气”“集中收教失足妇女”

专项行动，以打击制贩伪劣药品、伪劣卷

烟、假证章为重点，共查处“四黑四害”

类案件 １４４３起。其中，刑事案件 ５８２
起，行政案件 ８６１起；查处犯罪团伙 ３１

个，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２２４２人；查
处“黑窝点”５７８个、“黑市场”１２个、“黑
作坊”５２个、“黑工厂”９个；查处场所
６５１家次，取缔６３８家次，停业整顿１３家
次；发现违法犯罪线索６３８７条。分局整
体打击成效位列全市第二名。

■开展“三电”专项整治行动　２０１２年，
宝山区被公安部定为全国“三电”（电

力、电信、广播电视）专项整治重点挂牌

地区。区公安分局联合区综治、工商、电

力等部门和“三电”企业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制订工作方案，开展“三电”专项

整治行动。坚持以打开路，结合“打四黑

除四害”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盗窃、破

坏“三电”设施违法犯罪活动，破获“三

电”案件２９起，查处犯罪团伙９个，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４５人，取缔无证废品收
购站９５家。加强人防、物防和技防建
设，指导电力部门和“三电”企业加强电

力设施保护专项工作试点，在地区部分

３５ＫＶ变电站安装电子巡更系统，组建８
人变电站电子巡更队，每晚１０点至凌晨
６点开展护线巡逻工作，与公安民警的
巡逻工作形成互补。在罗南、盛桥地区

安装５２组断电报警技防装置，两地区偷
盗“三电”设施案件分别减少 ６６７％、
１００％。在宝杨、顾村地区安装防攀爬设
施及２０副杆式变压器防盗螺栓，两地区
偷盗“三电”设施案件分别减少９００％、
１００％。至年底，全区盗窃电力设施案件
比上年减少 ３６３％，公安部批准予以
摘牌。

■开展“守护平安·干净社区”主题活

动　１月～６月，区公安分局实施“三访
三评”活动，开展以“访、评、改、建”为内

容的“守护平安·干净社区”大型主题

活动。以“五访”（案件回访、诉求疏访、

纠纷调访、困难助访、安全查访）为重点，

实行职能部门和各派出所领导包片包点

走访制度，定期走访社区、学校和单位，

并在警务室、派出所网上工作站向社区

群众进行述职，听取民心民意和居民意

见建议。集中评改影响社会治安、规范

执法、形象作风、廉洁从警的突出问题，

开展送“平安服务”、送“便民服务”、送

“防范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分局机关

干部进社区７５６人次，接待群众咨询４００
余人次，走访社区 １９６４个次、村宅 ８３１
个次、企事业单位３７６９家次、学校（幼儿
园）１３３７所、地区群众５６３４人次。刑事
治安案件回访 ４９９２次，化解矛盾纠纷
１２７２起，解决访民诉求３２０件。帮困群
众５１９户，送证上门１６８９张。开展防范
宣传活动 ６４９场、警民恳谈评议活动
１２１８场，征求意见６０７条，整改反馈３６９
条。排查整治治安乱点３１２处，破获刑
事案件６４５起，查处治安案件 １４７１起，
捣毁犯罪团伙 ３０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２２８７人，其中抓获逃犯１０８人。新建群
防群治队伍１２支，招募治安志愿者１１６
人，新增技防设施６８处。

■开展保安服务市场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１月～６月，区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
组织开展保安服务市场清理整治专项行

动。以物业服务企业等自行招用保安员

单位为重点，全面排摸保安服务公司、保

安培训单位和跨区域经营备案、内部经

营管理等情况，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督促保安从业单位、培训单位健全各项

管理制度，严格落实保安员招录、培训、

资格审查、资格考试、持证上岗等规定，

加强内部管理和保安员信息录入工作。

期间，开展检查 １１０次，提供业务咨询
２３０次，登记备案４３９家（其中物业企业
８４家、企事业单位３５５家），采集保安员
信息 １２６００条。查处非法提供保安服
务、保安培训的违法违规单位６家。

■抗击台风“海葵”　８月 ８日，第 １１
号台风“海葵”袭击上海，造成吴淞、张

庙、大场、顾村、杨行等地区６７４户居民
家中积水１０厘米～２０厘米，大华二路、
佳龙路、外环线桥洞等 ３０余条道路不
同程度积水，受淹菜田１７５１亩，发生电
力线路故障７０处，近３０００户居民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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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倒伏树木 １６６３６棵，砸坏轿车 ５
辆，意外死亡２人（其中１人高空坠落
玻璃致死、１人路面积水触电致死）、受
伤２人（均为高空坠物致伤）。区公安
分局启动防台防汛紧急处置预案，全员

上岗，组织警力加强辖区重点路段和道

路巡逻工作，迅速投入抗击台风工作。

当日，分局共接处涉及台风类警情６００
余起，出动执勤巡逻警力１５００余名、备
勤警力 ２００名，疏散转移群众 ４１１５２
人，排除险情 １４４处，加固受损广告牌
９４块，抢修受损交通信号灯１５处，救助
群众３２人，配合海事、水务部门引导船
只进港避风１７７艘。

２０１２年上海旅游节期间，区公安分局交警规范指挥，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区公安分局／提供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日，区公安分局整治“二类车” 区公安分局／提供

■加强“二类车”管理　９月，区公安分
局在“四类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的基

础上，重点加强对“二类车”（电动三轮

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非法营运违法行

为集中整治。以轨交站点、公交枢纽、商

业网点、学校和医院周边为重点，联合区

综治、交通、残联、工商、城管等部门，通

过社区宣传、街面执法、设卡盘查、查扣

处罚等措施，上门劝导发放告知单３０２３
张，上门对非法改装残疾车强制恢复原

样５３起，查处违法、违规销售、改装电动
三轮车商店（窝点）１４家，责令停业 ３
家，罚款 １１家；查扣“二类车”２７５８辆
（其中残疾人机动轮椅车７６６辆，电动三
轮车 １９９２辆），行政拘留违法人员
４４人。

■开展“群租”房集中整治　１０月 ～１２
月，区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开展“群租”

房集中整治。以各派出所为单位，会同

区有关职能部门对辖区租赁房开展全面

排查，摸清情况，录入“租赁房屋分类管

理”信息系统。区公安、房管、税务、城

管、电力、燃气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查处“群租”行为，完善常态长效分

类管理机制。期间，发放宣传资料２４４５
份，组织联合整治５６次，登记实有人口
信息１９３９人，整改消防隐患 ３０３处，取
缔“群租”房１２３套，取缔非法经营旅馆
业３家，行政拘留３人，罚款１５人，警告
１０人。

■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区公安分局推
动执法规范化建设，将刑事、行政执法，

１１０接处警、出入境、监管、消防、人口、
涉案财物管理等方面纳入执法规范化建

设内容，由各单位“一把手”负责抓落

实。制定规范性文件４０余件，下发执法
规范化建设任务书，将每项任务落实到

相关责任单位。在“窗口”单位印制交

通、户籍类等相应工作菜单，方便群众办

事；在出入境受理大厅设置网上预约机，

原有１０个工作日的申请时限缩短为 ８
个。与区检察院、法院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人审理机

制”，规范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强化执法

培训，分局民警９９６％通过基本级执法
资格考试。改造完成２９家执法办案场
所、３１家联网实时监督单位、２２间全程
录音录像房间。在各业务支队及派出所

聘用５４名专（兼）职法制员。建立一线
执法民警和领导干部的执法档案，为基

层一线执法民警配备录音笔、警务通、警

务取证仪等信息化装备，全程记录执法

过程；在各部门的受理室、候问室、调解

室等执法场所安装声像监控系统；成立

案件审理中心、审核中心、网上督察监督

中心，确保每起案件“案前、案中、案后”

全程监督。建立“宝山区道路交通事故

赔偿纠纷调解工作室”，从案件咨询、调

查取证、认定、调解以及民事诉讼等环节

由工作室人员提供专业援助。１０月，分
局被公安部命名为“全国公安机关执法

示范单位”。

■完成高清卡口信息化系统二期工程
建设　区公安分局完善分局综合视频
监控系统，在高清卡口视频监控图像信

息化综合应用系统一期工程建设的基

础上，投入资金１８５０余万元，新装摄像
机３１２台、车辆监测器１１９台、光端１２４
对，新装接入电子警察设备３９套，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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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８４个重要路段１９１个段面、５３１根
车道和１７个派出所辖区。二期工程通
过与已建的 ＧＩＳ地图衔接，使整合后的
图像监控系统可以为公安实战提供更

为优化的智能操作平台，实现全网集中

统一的系统管理和调度。结合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开发图像监控道路管

理取证功能，实现多用途发展，为公安

实战服务。年内，高清卡口系统为业务

部门提供服务 １２００余次，侦破刑事案
件１６０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１５０
余人。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７日，上海公安艺术团在宝山慰问演出 区公安分局／提供

■开展大型企事业单位实有人口管理
试点　区公安分局加强大型企事业单
位实有人口管理工作，选择辖区实有人

口比例倒挂、拥有企事业单位１２９９家、
单位用工总数 ６万余人的宝杨地区开
展试点。围绕宝钢冶金建设单位、停车

场、商务中心 ３个重点，探索以“单位
人”理念推动社会人管理新模式。具体

做法：（１）强化组织作用。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制定企业单位内部集中住宿人

员管理规范、企业员工社区管理办法，

实施分类管理。与辖区内５６家大型企
事业单位及 ３８８家入驻商务楼单位签
订治安管理承诺书，落实工作责任。

（２）创新管理方式。在冶金建设单位宿
舍区设立警务站，组建由社区民警、社

区综治协管员、企业保卫干部、物业保

安组成的综合治理队伍，加强综合管

理；对停车场实行封闭管理，并联合职

能部门定期开展检查；与大型商务楼宇

物业公司签订协议，建立共建合作开展

人口管理工作机制；成立“新上海人自

治管理委员会”，吸纳来沪人员共同参

与社区管理。（３）延展管理措施。派出
所在冶金建设单位宿舍区以及各商务

楼宇集中区内设置办证受理点，定期上

门服务，方便来沪人员办证需求。帮助

用工单位把好从业人员进口关，从源头

上为企业做好内部安全防范。至年底，

宝杨地区“１１０”报警类警情１７９１起，比
上年减少２４％；登记来沪人员４３１９３人
（占实有人口总数７７％），增加５４１％，
来沪人员登记率９３％。

■推进宝山公安文化建设　年初，区公
安分局制定下发宝山公安文化建设发展

“十二五”规划。成立分局公安文化工

作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进文化

团队建设。建立“一人一档”信息库，完

善骨干人才使用管理机制。以评选“分

局公安文化工作示范点”为抓手，推进

“一警一爱好、一所一特色”创建活动，

组织各单位成立各类文体活动兴趣小

组。推进“宝剑”公安画刊、“滨江警园

论坛”、民警“微博”等文化品牌建设，编

印“宝剑”公安画刊４期。建设宝山公安
历史陈列馆、文化廊、网上博物馆和基层

单位荣誉室、民警休闲室，加强基层小图

书馆、小阅览室以及民警休闲室等阵地

建设，开展读书、知识讲座、文化沙龙等

基层文化活动，组织书画摄影等各类竞

赛活动，每两年交替举行一次文艺汇演

和体育运动会。年内举办分局第六届文

艺汇演，以“奋进的足迹”为主题，展“有

魂有力有激情”风采，树“可敬可爱可信

任”形象。组织“三访三评”主题书画摄

影展，４００多名书画摄影爱好者参展作
品５００余件。利用“警营开放日”“大走
访”“公民警校”等平台开展爱民、亲民

活动。举办“公民警校”培训班１５期，参
加１３００人次，发放心理健康护航保障卡
２９９７张。

■庙行派出所试行“群租”房分类管理
机制　４月，区公安分局庙行派出所为
引导“群租”户自觉整改，牵头与宝宸共

和家园居委会建立小区出租屋、房东及

承租人信息动态分类管理机制。由社区

民警、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组成

评定小组，按照“人口信息登记、环境卫

生、消防安全、邻里关系”等７个方面，每
月对出租房评定打分，提出整改意见，

对连续２次自行整改不到位的，由相关
部门联合执法进行拆除。至年底，庙行

派出所共排查登记“群租”房信息 ５０８
条，组织开展“群租”房联合整治３３次，
整治“群租”房 ７１３套，其中自行整改
１４５套。辖区内的“群租”房全部整改成
为分隔出租的合租房，“群租”引发的刑

事、治安案件分别比上年减少 ６７０１％
和４８０２％。

■全国妇联副主席宋秀岩到顾村镇星星
村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３月２８日，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全

国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宋秀岩率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委员会第六蹲点调研组成员到顾村镇

星星村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区委书

记斯福民，区委副书记、区长汪泓，副区

长、区公安分局局长杨杰等领导陪同

调研。

■民警摄影作品获上海第十一届国际摄
影艺术展银奖　９月，区公安分局民警
钱庆的摄影作品《赴汤蹈火》在上海第

十一届国际摄影艺术展上获银奖。本届

国际摄影展参展作品包括美国、英国、德

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３２个国家和地
区，国内 ３２个省市 １６０００余幅摄影
作品。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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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破“２０１２·０４５”制造、运输、贩卖毒
品案　４月１０日，区公安分局与公安虹
口分局组成联合专案组，在上海市公安

局有关部门指导下，在广东省深圳市罗

湖区抓获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犯罪嫌疑

人张某某（男，３９岁，广东省惠来县人）
等３人。４月１３日，专案组抓获犯罪嫌
疑人蔡某某（男，２８岁，广东省汕尾市
人）等３人，捣毁毒品加工点２处，缴获
冰毒成品、半成品共计１４０余千克。该
案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１２年度“刑警８０３破
案奖”评比中获“金奖”。

■侦破“４·１３”入室抢劫杀人案　４月
１３日２１时５０分许，宝山区通南路 ３２８
弄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被害人郑

某（男，５５岁，上海市人）被人用绳索捆
绑手脚杀害。区公安分局会同上海市公

安局刑侦总队和有关单位成立专案组开

展侦查。４月１４日，专案组抓获犯罪嫌
疑朱某（男，２０岁，江苏省东台市人）、高
某（男，２０岁，江苏省盐城市人）、杨某某
（男，２５岁，江苏省淮安市人）３人。２０１１
年６月、７月，曾借住郑某房子的朱某听
说郑某买福利彩票中了大奖，便与高某、

杨某某预谋对郑某实施抢劫。４月 １３
日，３人经事先“踩点”，待郑某回家后，
上门实施抢劫，劫得人民币４９００元后，
再威逼郑某说出银行卡密码，在发现卡

中无钱后，３人用绳索和刀将郑某杀害。
该案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１２年度“刑警８０３
破案奖”评比中获“银奖”。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区公安分局召开案件审理中心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 区公安分局／提供

■侦破“２·０３”假冒注册商标案　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底，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获悉有
人在上海、江苏等地开设地下工厂生产

销售假冒“中华”牌香烟牟取暴利，遂成

立专案组侦查。４月１１日，在上海市公
安局相关部门的指导和宝山烟草专卖

局、公安嘉定分局的配合下，抓获制贩假

烟违法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男，５３岁，上
海市人）、王某某（女，４６岁，上海市人）、
王某某（男，３４岁，安徽省寿县人）、王某
（男，３８岁，安徽省淮北市人）等１８人，
查处制造、储藏假冒品牌卷烟的地下工

厂（仓库）５处、制造假烟的生产线４条，
查获假冒“中华”牌香烟６６０条、一批生
产设备和大量包装材料、散装香烟等。

经查，２０１１年５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
某伙同他人从广东、福建等地购进制假

原辅料，采取“以低充高”“以假充真”的

作案手法，流水线批量生产、加工假烟，

大量销往江苏省常熟市等地，形成组织

分工明确，生产、运输、贩售一体化、规模

化的犯罪链条，涉案金额２３００万余元。
该案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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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系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案　３月，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接群
众举报，称有人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犯罪活动，遂成立专案组侦查。３月
２９日，抓获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女，５５
岁，上海市人）等人，查获用于虚开犯罪

的电脑、打印机、税控盘等作案工具。经

深挖扩审，破获“５·０９”朱某某（男，４１
岁，上海市人）、朱某某（男，３５岁，上海
市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公路、内

河货物运输业发票案和“７·２５”仲某某
（男，５０岁，上海市人）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以及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发票案，

查处２个窝点。５月２９日，抓获犯罪嫌
疑人朱某某等２２人。７月２５日，仲某某
投案自首。经查，２０１０年４月以来，犯罪
嫌疑人朱某某等 ４人以收取票面金额
３０％左右开票费的方式，利用其实际控
制的的上海彩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上

海崇南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上海言

勇物流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名义向全国

２８个省、市３０００余户单位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以及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

发票，涉及虚开价税总计６７亿元。该
案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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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出售假币案　５月，区公

安分局经侦支队发现宝山区出现大量假

币流通，其出处大多为流动水果摊贩，有

人驾驶卡车流动贩卖西瓜时对顾客的

１００元面额的真币实施调包，遂成立专
案组侦查。７月１１日，在上海市公安局
有关部门协助下，抓获犯罪嫌疑人周某

某（男，２２岁，江西省铅山县人）、周某某
（男，４８岁，江西省铅山县人）２人，缴获
百元面额假币１７万余元。经查，犯罪嫌
疑人周某某等在宝山、闵行等地流窜作

案多次，涉案假币数额１００万余元。该
案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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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盗窃邮政储蓄所案　５月
１日，宝山区富南路长浜邮政储蓄所内
发生一起盗窃案，区公安分局即成立专

案组侦查。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和

相关部门的指导下，５月３日，专案组抓
获犯罪嫌疑人甘某某（男，３３岁，安徽省
安庆市人），当场查获被盗保险箱一只及

部分作案工具。甘某某交代：经事先“踩

点”，５月１日１时１５分许，其驾驶牌号
为“皖ＨＡＹ８６８”的黑色斯柯达轿车窜至
长浜邮政储蓄所附近，通过破坏储蓄所

的技防设施，将柜台内一只保险箱（内有

现金１３５８元、邮局公章３枚、现金收讫
章２枚、监控硬盘 １个）运回暂住地藏
匿。该案的侦破工作在２０１２年度“刑警
８０３破案奖”评比中获“铜奖”。

■侦破“７·２４”系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名酒案　７月，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获
取线索，安徽籍男子曾某某（男，４４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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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安徽省霍邱县人）伙同张某某

（女，４３岁，安徽省霍邱县人），用三星
金六福白酒灌入五粮液空酒瓶中，冒

充五粮液白酒对外出售，即成立专案

组侦查。在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等

有关部门、区酒类专卖局、江苏省宿迁

市警方的配合下，抓获犯罪嫌疑人曾

某某、张某某、谢某某（男，４１岁，江苏
省淮安市人）、郑某（男，７６岁，上海市
人）、鲁某某（男，４０岁，上海市人）、王
某某（男，４３岁，山东省商河县人）等
２４人，查处制假团伙 ３个，捣毁生产、
销售窝点９个，查获洋河系类、窖藏等
品牌酒 ４０余种，假冒洋河牌天之蓝、
海之蓝、梦之蓝系列白酒 ７６７箱，查扣
涉案车辆 ３辆，查缴部分制假工具及
大量洋河品牌的酒瓶、商标纸、包装纸

以及销售台账，涉案金额 ４０００万余
元。该案的侦破工作在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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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处特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１０
月初，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接区工商局

移交线索，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冷库内

一批无检验检疫证明的冷冻猪肉中检出

含有违禁物品莱克多巴胺（俗称“瘦肉

精”），该批生猪肉系市场内轩扬肉类经

营部所有。分局即成立专案组与区工商

局开展联合调查。１０月２２日，抓获犯罪
嫌疑人徐某某（男，４５岁，浙江省衢州市
人）、赵某某（男，３３岁，浙江省衢州市
人）、汪某某（男，４６岁，浙江省衢州市
人）、姜某某（女，３４岁，浙江省衢州市

人）４人，缴获含“瘦肉精”的猪肉 ２４０
箱，共计４５００多千克。９月２５日，汪某
某在明知所购生猪肉没有合法检验检疫

证明，并可能含有“瘦肉精”成份的情况

下，为贪图非法利益，分两批从苏州金巨

食品商行和苏州肉联厂以每千克２６元
人民币价格购入冷冻生猪肉４５００余千
克，并以每千克２９元至２９５元人民币
的价格在其经营的轩扬肉类经营部销

售。汪某某交代，其之前曾先后３次从
苏州金巨食品商行徐某某和赵某某处购

入无检验检疫证明的生猪肉４０００余千
克，非法获利１２万余元。该案的查处
工作在２０１２年度上海治安系统综合评
比中被评为“十大典型案件”之一。

（黄忠才）

表１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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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通路５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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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通路５１８号 ５６１００２３１ ２０１９００

罗店派出所 罗太路２３２号 ５６８６４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８

罗南派出所 南东路１０７号 ５６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９０８

月浦派出所 月罗路１６８号 ５６６４６４８２ ２００９４１

月新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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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２

军事与社会安全



消防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９日，上海市消防局杨行消防站奠基 区公安分局／提供

■概况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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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１个。全年区消防支队共接警出动任
务６５７９次，出动消防车 １０３３５辆次，出
动消防官兵９００８３人次，抢救被困人员
２１８人，疏散被困人员６４４人，抢救财产
价值１６６７８万元。成功抵御强台风“海
葵”，成功扑救“８·２７”场中路３９９９号上
海顺泰木材有限公司火灾、“１０·１０”上
海杰尔曼尼有限公司火灾等灭火应急救

援任务，完成党的“十八大”、四国男篮

邀请赛、国庆６３周年、美兰湖高尔夫球
赛等消防安全保卫任务。全年未发生较

大以上火灾事故，火灾形势保持持续平

稳，支队实现全年安全稳定无事故。全

年共检查单位 １４１万家次，出动警力
２８４万人次，发现和督改火灾隐患５６６
万处，消防行政处罚单位５５８家（人），罚
款４５３２３万元，发出《火灾原因认定书》
５５份，《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７６
份，到期复查率１００％，火灾原因查结率
１００％。支队全年有 ２９人记个人三等
功，７９人被评为优秀士兵，４９人受到嘉
奖。支队、吴淞、大场中队等３家单位被
评为“宝山区拥政爱民模范单位”，顾

村、罗店等６个中队被评为“宝山区拥政
爱民先进单位”。支队被上海市消防总

队评为冬季执勤岗位练兵活动“优胜单

位”和全员岗位练兵“优胜支队”。支队

共有５个中队被评为一星级铁军中队，
支队被评为“三争优”（争当优秀警种、

争创优秀警队、争当优秀官兵）考评“先

进支队”。

■完成党的“十八大”消防安保任务
　推行“５＋２”（５个工作日加２个休息
日）、“白＋黑”全天候、全方位、无缝隙、
无盲区勤务安保模式，严格执行等级战

备制度，搭建消防安保应急处突指挥架

构，明确“点、线、面、环”层层设防的消

防安保体系，落实机关警力下沉一线督

导，实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全区社

会面无较大火灾、社会面单位火灾事故

零伤亡、队伍形势安全稳定的既定目标，

全区火灾起数、直接财产损失全面下降。

■完成政府消防实事项目　完成上海市
政府为４８幢２０年以上房龄的高层建筑
增配消防设施、完善高层建筑楼层标识、

更新小区周边缺损的９４个消火栓和组
织开展居民疏散演练的消防实事项目，

完成区政府“在４５８个村（居）委建立并
实化运作消防工作站（室）”的消防实事

项目，超额１１７１％。配备的消防装备器
材成功扑救多起初期火灾，最大限度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加强部门联勤联动　 区建设、安监、
质监、商务、文化、民政、卫生、教育、民

防、环保、电力等部门主动作为，落实养

老机构、医院消防设施改造、“平安校

园”建设、“开学第一课、我们学消防”教

育、滚动式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大型灭火

救援演练等工作，定期研判区域消防安

全，为全区消防工作提供正确决策，消除

一批重点消防安全隐患。

■实施消防“网格化”“户籍化”管理
　年内，区综治、工商、民政、安监、公安
等部门联合印发“网格化”实施方案，提

出支队推行“户籍化”管理要求。全区

划分街镇第一级“大网格”１２个、村（居）
委第二级“中网格”４５８个、居民楼组或
生产队第三级“小网格”２１万个，配备
消防管理员４６名、协管员４８９名、巡防
员２１万名，逐步成立群众性消防自治
组织。全区重点单位全部落实“三项报

告”（消防建筑设施维护保养报告、“四

个能力”自我评估报告、消防安全管理人

员报告）备案制度，建立“户籍化”消防

档案，开展“四个能力”（社会单位检查

消除火灾隐患的能力、组织扑救初起火

灾的能力、组织人员安全疏散逃生的能

力、消防宣传教育培训的能力）自查

１８００余次。

■市级挂牌重大火灾隐患督查　区政府
年内统一领导区规土局、大场镇政府、公

安分局及消防支队等部门成功消除上海

东方国贸有限公司违章建筑占用防火间

距、消防车道等重大火灾隐患。该单位

按期拆除所有擅自搭建的违章建筑，将

１月被挂牌为市级重大火灾隐患成功
销案。

■完善消防公共基础建设　区级财政
年度投入基本消防业务费８４０万元，项
目经费８０８万元，应急救援装备建设经
费３０２９７万元，打造现代公安消防铁
军经费４０万元，防火墙建设经费７０万
元等专项经费。街镇级财政投入资金

８２０万余元，用于增设消防栓、改善消防
通道、协管员补贴及政府实事项目建设

等。宝一消防站改建完成并投入战备，

宝山消防支队部及杨行消防站全面开

工建设。

■开展“啄木鸟”行动　支队开展贯穿
全年的“啄木鸟”１号至７号行动，整治
对象涵盖寄宿制学校、养老院、高层、地

下空间、商市场、消防产品、在建工地、易

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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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易爆和民爆物品、烟花爆竹单位和场

所、人员密集场所和“六小”（小网吧、小

歌厅、小企业、小录像厅、小电子游戏厅、

小旅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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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宗教活动

场所等１２大类，累计检查各类单位、场
所１２００余处，发现和督改火灾隐患２５００
余处，取缔非法加注甲醇汽油的洗车店

１家，非法存储、销售成品油窝点１处，
收缴非法成品混合油２０余吨、非法加油
装备１套。

■推进“全警消防、多警联勤”战略　区
公安分局、消防支队发挥主力军和主推

手作用，组成分局业务职能部门、派出

所、警务责任区共同构成的“１１＋２４＋
６４”（指挥、政治、治安消防等１１个职能
部门、２４个公安派出所、６４个警务责任
区）三级网格管理模式，并将消防工作

纳入各派出所责任区警长考核范围，夯

实多警联勤工作机制，开展“保消合一”

（保安消防合一）培训，辅警、协管员火

灾隐患“消协合一”（消防协管员合一）

排查，推进防火监督员每周到派出所

“驻所作业”，派出所民警定期到消防工

作站（室）“进站作业”等工作。

２０１２年，区民防办开展应急救援队专项训练 区民防办／提供

■开展消防知识宣传教育　年内宣传
贯彻《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和

《消防安全常识二十条》，开展主题为

“人人参与消防、共创平安和谐”消防宣

传教育和“１１９消防宣传周”活动，每月
进社区设摊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加强对

孤寡老人、年幼儿童、外来务工人员等

弱势群体的消防关怀，发动全民发现和

查改身边火灾隐患，鼓励市民拨打

“９６１１９”火患举报热线。全年累计发放
居民消防安全告知书 １８０万余份，下
发“五进”（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农村、进家庭）消防宣传册６万余份，悬
挂宣传横幅近 １５００余条，督促区重点
单位悬挂“四个能力”宣传挂画１２００余
套。 （忻文杰）

民防与救灾
■概况　至年末，全区实有民防工程
５６２座，建筑面积１０７８１万平方米，使用
面积 ８９７３万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
１０９８平方米，比上年分别增加１３８２万
平方米、１１７１万平方米、０１６平方米。
其中，新增非公用类民防工程２２座，建
筑面积１３８２万平方米，使用面积１１７１
万平方米。已使用民防工程２７８座，建
筑面积５５４７万平方米，使用面积４６０３
万平方米。其中：公用类民防工程 ６３
座，建筑面积５６５万平方米，使用面积
４８０万平方米；非公用类民防工程 ２１５
座，建筑面积４９８２万平方米，使用面积
４１２３万平方米。共有非人防地下室
１８９９座，建筑面积２１６１３万平方米。开
展民防工程大、中修项目２２项，维修面
积３５万平方米。公用类等级工程完好
率 ９６％，非公用类等级工程完好率
７５％。民防窗口参与规划许可审批１１０
件，建筑面积５６５８万平方米；完成结建
民防审批２４件，建筑面积１６６万平方
米。民防工程竣工备案３６件，２２６５万

平方米。区民防办公室围绕构建战时能

力强，平时作为大的主线，深化人防准备

工作，推进防空防灾一体化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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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工程管理使用单位、协管

员、社区民防志愿者、民防管理员、区民

防办机关人员、区民防办领导６个层面
监管和民防工程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加

大３个街道９个镇的地下空间网格化管
理的力度。区民防办机关和部分事业单

位２１名干部职工与区民防办党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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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个、
新安装消防栓２０个。公用类民防工程
使用单位中，被区民防办评选为民防工

程安全使用先进个人６人，民防工程管
理先进单位的有６家。

■民防指挥训练和演练　８月２５日，开
展以作战指挥、工程防护、通信信息保

障、后勤保障、战时救援为主要内容的

“检验—２０１２”平战转换综合演练。９月
１５日全民国防教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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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万人。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９日，举行
代号为“民防—２０１２”的信息化条件下人
民防空网上指挥演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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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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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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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区内大中型

企业多的实际，主动协调，整合社会资

源，切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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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对

友谊路街道、杨行镇、罗店镇、顾村镇和

月浦镇管辖内的重点单位安全干部、居

委会主任、小区物业负责人、业委会负责

人、各大公司分管负责人及安全干部共

１０００余人进行核、生、化突发事件处置
和预防的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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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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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和伤员救护等专项训练８次，开展
队伍拉动演练４次。全年参与处置各类
突发事故２２起。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建设　全年维修
保养警报器８７台，排除故障 １０起，对
４台拆移、恢复的警报器和２台新装警
报器跟踪复查和联调，对全区 ８０多名
防空音响警报器专管员进行专业理论

和操作技能培训 ２次，更新 １７４块防
空警报有线控制模块，完成市、区级联

调测试２次，确保“９·１５”防空音响警
报试鸣鸣响率达到 １００％。更新 ＧＩＳ
基础电子底图和卫星遥感图等 ４９个
图层，更新 ４万多个基础数据。完成
“２１５”人防指挥所的人防指挥系统升
级扩容工作，对视频会议系统进行升

级改造，增加网络程控电话交换设备，

视频会议系统实现市、区、街镇三级指

挥网络的联通。

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指挥通信设备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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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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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１ 上海中远化工有限公司 １

２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１

３ 上海试四赫唯化工有限公司 １

４ 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 １

５ 美国华瑞中国技术服务中心 １

６ 上海三邢无损检测设备厂 １

７ 第二军医大学 １

８ 华谊集团 １

■国防动员潜力调查数据统计　完成对
人民防空保障队伍、重要防护目标、人口

疏散区域、人防工程、警报通信系统、指

挥所等共计４０００余个数据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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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社区，会同天馨居委会在天馨花园举

办社区民防知识竞赛和民防工作纳凉晚

会，参与居民２００余人。在月浦实验学
校、月浦第四居民区开展“小手牵大手，

民防进万家”试点活动。对四年级学生

家长开展民防讲座，组织四年级学生开

展民防知识问答，发放资料及宣传品

２００余份。联合月浦第四居民区居委会
组织实验学校和社区居民１００人参观上
海民防科普教育馆。结合“５·１２”防灾
减灾日，组织全区１１９所中、小学８万余
名师生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社区民防建设　完成３期社区民防干
部及志愿者培训工作。３月，组织召开
区内３６个社区民防干部年度工作会议
并到江苏省太仓市学习考察社区民防建

设工作。完成３６个社区７２名民防宣传
志愿者培训，组织１５０名大场镇民防干
部及志愿者进行集中培训，并参观上海

民防科普教育馆。

■民防工程建设　年内，区体育中心市
民运动广场民防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工

程项目获上海市“民防杯”荣誉奖。完

成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战时医院建

设。有序推进大场医院救护站、美兰湖

救护站、罗店镇镇级指挥所工程建设。

全年新增民防工程使用面积１１７１万平
方米。

■民防工程维护和治理　完成公用类民
防工程维修养护３５万平方米。完成民
防大修项目２项、中修项目２０项，总投
资２１５万元。发放非公用类民防工程维
修养护通知书 １３３张，维修养护面积
２５７万平方米。开展公用民防工程标
准化管理工作，探索民防工程防护设施

设备管理标牌建设，健全和完善民防工

程防护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管　重视地下空
间监管队伍建设，做到纪律教育和业务

培训相结合，围绕工程管理、设施设备维

护、安全监管，采取专题讲座、现场指导、

工作交流等形式，多途径提升监管队伍

工作能力。完善监管制度和工作考核，

落实地下空间管理使用单位的安全责

任，与全区１５０家地下空间管理使用、物
业单位签订《地下空间安全使用承诺

书》。组织开展以安全使用和管理为重

点的从业人员培训２期。在东鼎国际大

厦和依云湾大型社区，开展地下空间防

台防汛演习，全区１５０家单位现场观摩。
强化日常监管，对地下空间信息系统进

行维护更新，新采集工程信息 ２２５条。
依托地下空间网格化管理手段，完善“及

时发现和快速处置”机制，全年通过网格

化管理发现各类隐患１５２个，整改落实
１４４个，结案率９５％，向相关部门发送抄
告单９份。牵头和参与党的“十八大”安
全保卫工作、安全生产月、防台防汛等专

项整治活动 １０次，参加检查人数 ４２４２
人次，查处各类隐患１８０个，在相关部门
协助下，隐患均得到整改。全年办理使

用备案工程６０个。

■优化民防服务流程　根据区“五大地
区”（滨江地区、吴淞工业区、南大地区、

顾村罗店大型社区、老镇旧区）开发和稳

增长重大项目建设的要求，主动介入，提

前服务，现场协调，寓服务于规划编制、

项目审批之中。同时，争取上海市民防

办公室的支持，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

批、报监时间，做到项目建设不在民防环

节上延误。

■民防机构调整　根据宝山区机构编
制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机构编制委员

会关于同意调整宝山区民防办所属事

业单位职能、机构、编制的批复》，撤销

上海市宝山区民防工程管理所、上海市

５９２

民防与救灾



宝山区民防通信站独立事业建制。上

海市宝山区民防工程监督检查站更名

为上海市宝山区民防工程监督管理所，

转入原上海市宝山区民防工程管理所

职能、编制、人员关系。上海市宝山区

减灾应急指挥中心更名为上海市宝山

区民防通信信息保障中心，转入原上海

市宝山区民防通信站职能、编制、人员

关系。上海市宝山区化学事故应急救

援工作站更名为上海市宝山区民防特

种救援中心。 （贺　勇）

表４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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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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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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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用钢瓶 ４

充气泵 １

宝钢二厂维护部化救队 ６
备用钢瓶 ４

进口呼吸器 ４

石洞口煤气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堵漏器材 １

防暴工具 １

防暴照明 ２

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区武装部防化连 — 进口呼吸器 ４

表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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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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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活
■编辑　刘　娴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宝山区举行实施扶持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计划启动仪式 摄影／陆铭华

就业
■概况　年内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
策，完善“政策扶持、创业引导、服务推

动、培训提升、托底安置”五位一体的促

进就业工作体系，出台促进就业新政策，

启动上海市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加强

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实施青年就业

“启航”计划，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

加大就业援助力度，优化来沪人员就业

服务，确保全区就业形势的稳定。全年

新增就业岗位２７２３１个，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的 １０２３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２９５１４人（控制在年度指标数 ３０１００人
以内）；实现非农就业５２３８人，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 １７４６０％；帮助成功创业
６３２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０５３３％；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１５００人，安置“零就
业家庭”成员 ４４户，按时安置率达
１００％。年内，杨行镇成功创建国家级充
分就业示范社区，月浦镇成功创建上海

市充分就业星级社区，杨行镇、月浦镇、

罗泾镇、罗店镇、顾村镇、大场镇、庙行

镇、友谊路街道８个街镇被评为上海市
２０１２年充分就业社区达标街镇。

■出台就业新政策　年内制定出台促进
就业新政策《关于印发〈关于调整宝山

区促进就业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进一步完善就业扶持政策体系，扩大补

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统一补贴期限，

突出对特殊群体的扶持。新政策首次将

长期失业青年、外来配偶纳入就业补贴

范围，给予每人每月３６０元的就业补贴；
提高就业补贴、社会保险费补贴、见习基

地录用见习学员社会保险费补贴的标

准，就业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２００元 ～
３００元提高至 ３６０元（刑释解教及社区
戒毒康复人员就业补贴从每人每月５００
元提高至６００元），社会保险费补贴标准
从每人每年 １００００元提高至 １３０００元，

见习基地录用见习学员社会保险费标准

从镇保标准（约 ７８００元／年）提高至
１３０００元／年；统一就业补贴期限，补贴
期限从２４个月至３６个月统一为３６个
月。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开通“宝山就业

网”和“宝山区创建上海市创业型城区

专题网站”，印制《宝山区公共就业服务

导航》，结合“就业促进，幸福共进”主题

活动，依托新民晚报、解放日报、东方卫

视、宝山电视台、宝山报等媒体平台，加

大政策宣传力度，形成政策合力。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实施新一轮“鼓
励创业带动就业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年），启动“优培成长、优培体
验”的“双优培”活动（优培一批创业热

情强烈、创业想法成熟、市场前景良好的

创业新苗，优培一支业务能力精湛、服务

水平突出的开业指导队伍），完成３１名
“微创新苗”和开业指导专家结对。深

入校区、园区和社区开展各类创业服务

活动，年内共开展“青年力量、创造未

来”青年创业故事征文大赛、“你我同

心、创业同行”女性创业论坛、“以商会

友、畅享资源”创业沙龙活动等创业活动

６６场。年内开展创建上海市创业型城
区工作。６月，正式启动创建上海市创
业型城区工作，成立由区主要领导任组

长、区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１９个部门和
街镇、园区共同参与的创建上海市创业

型城区工作小组，制订出台《宝山区创建

创业型城区实施方案》，提出在 ３年
（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创建期间，投入鼓励
创业资金 １亿元，实现帮助创业成功
２０００人，创业带动就业１２万人，创业教
育３６００人，创业培训１２００人，建成创业
园区 １８个（其中区级 ６个，街镇级 １２
个），基本建成政府政策支持、教育培训

先行、服务水平精湛、社会氛围良好的创

业型城区；９月２４日，编制完成《宝山区
创建上海市创业型城区专刊》创刊号，用

每月一刊的形式及时报送创建工作中的

好思路、好做法、好典型和好经验；９月
２６日，召开宝山区创建创业型城区动员
大会。同时，开通宝山区创建创业型城

区专题网站，网站设有“宝山介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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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报导”“相关政策”“成果展示”“组织

机构介绍”等栏目，为创建工作提供信息

展示和交流的新平台、便民服务的新窗

口和群众监督的新渠道；１１月 ～１２月，
举办以“回看三年典型引路、创业城区再

铸辉煌”为主题的宝山区创业嘉年华活

动，举行宝山区创业计划大赛、创业典型

巡讲、专家现场咨询诊断等活动，初步形

成区政府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履行职

能，工商联、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广泛参

与，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调动的创业带

动就业社会化运作机制。全年共帮助成

功创业６３２人，带动就业 ４０９３人，创业
教育１９６５人，创业培训 ６２２人，创业园
区达１０家（区级２家，街镇级８家）。

２０１２年３月４日，宝山区来沪人员就业自助查询现场 摄影／谢　丽

■扶持失业青年就业　４月，根据上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市人

社局”）统一安排，启动“关注青年，关注

未来”扶持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计划，

帮助３５周岁以下、有劳动能力、就业愿
望的失业青年实现就业，重点帮扶失业

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青年群体。结合实

际，从四个环节重点突破。调查排摸环

节：对辖区内失业青年开展定期调查回

访，做到“一人一档五个清”（生活状况

清、择业意向清、就业能力清、就业状况

清、社会保险清）；职业指导环节：整合体

制内外的各种资源组建“启航导师”队

伍，针对失业青年特点开展特色职业指

导，实施“三个一次”（上门一次，指导一

次，回访一次）服务，至年末，共有２４２名

志愿者加入“启航导师”队伍。举办就

业沙龙、面试实训等活动，为失业青年提

供认识自我、展示自我的平台。召开“家

长座谈会”，指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念；文化引导环节：开展“学军、学工、学

农”三个一日行活动，组织失业青年到部

队、企业、罗店老镇一日行，用爱国文化

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热情，用企业文化

激发青年自主就业的热情，用地方文化

激发青年为宝山做贡献的热情；推荐就

业环节：开展各类专题招聘会和见习推

荐会，将失业青年信息与企业招聘信息

进行匹配，帮助失业青年尽早实现市场

化就业。至年末，根据市劳动力资源管

理系统统计，宝山“启航”人员库在库数

由启航计划实施前的 ７２９１人下降到
５００１人。

■援助困难群体就业　依托区级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街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和就

业援助员力量，对区内未就业的困难高

校毕业生、长期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

员及贫困家庭和一户多残家庭中登记失

业的残疾人员进行入户家访，掌握援助

对象的动态情况，准确记录其求职需求，

建立重点援助对象一人一表档案，做到

专人负责，实名管理，为援助对象提供有

针对性的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就业信

息等服务。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２６日 ～２０１２
年１月２０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简称“区人保局”）联合区残联，开展主

题为“帮扶到人、岗位到手、政策到位、服

务到家”的２０１２年就业援助月活动，活
动期间集中为５０名困难人员送上工作
岗位，举办专场招聘会２４场，提供适合
未就业的困难高校毕业生、长期失业人

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及登记失业残疾人

员的岗位１６３３多个，共吸引２８００余人
应聘，达成意向录用９４３人。为１２７１名
符合条件的家庭生活困难的城镇登记失

业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共计发放

补助金３８１３万元。年内，共安置就业
困难人员 １５００人，安置零就业家庭 ４４
户，按时安置率达１００％。

■公共就业服务　打造“双为双服务”
（为企业和劳动者创造机会、为职工创造

机遇，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品牌，实施

“企业连心”“优培体验”计划，选派５名
业务骨干深入重点企业、高校、园区宣传

政策，指导企业享受国家、市、区相关促

进就业创业优惠政策。整合社会优势资

源开展职业指导，推广月浦镇“小艾”工

作室的成功经验，新建淞南镇“心灵花

园”工作站、罗店镇“就业爱心加油站”、

罗泾镇“知心阿姨农村帮扶站”、杨行镇

“相约星期三”、庙行镇“沈颖萍青年就

业之家”、高境镇“宝山万达”工作站 ６
个特色职业指导站平台，全区特色职业

指导站达７个。发挥首席职业指导师和
职业指导智囊团联动效应，为求职者提

供个性化指导，全年开展一对一个人指

导２９５７０人次，开展集体指导４５７场，组
织９６６人参加青年职业见习，见习后就
业率达８６９０％。举办大型公益综合性
招聘、大型居住社区招聘、民营企业招聘

周等专场招聘会，搭建双向交流平台，提

高就业成功率，全年共举办专场招聘会

３５８场次，累计提供岗位２４５２０个，意向
录用１４１６６人。

■职业技能培训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全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８６６１人，其中中
级培训４０９７人，占４７３０％；高级及以上
培训 １９０１人，占 ２１９５％。举办“２０１２
年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打破学

历、资历等限制条件，结合区产业需求新

增竞赛项目，设电焊工（五级）、美发师

（四级）、网页设计制作员（四级）、维修

电工（三级）、育婴师（四级）、家政服务

员（四级）、仓库保管工（四级）、汽车美

容装潢工（四级）８个竞赛项目，为历年
之最；增加考核难度，更加侧重复合型人

才选拔。共有１１０２人报名参赛，比上年
增加３４７９７％。１０人获一等奖并被授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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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宝山区技术能手”称号，１８人获二等
奖，２６人获三等奖，１３人获维修电工国
家职业资格三级合格证书，５人晋升维
修电工国家职业资格二级，５４５人获美
发师、育婴师等项目的国家职业资格四

级合格证书，４３人晋升美发师、育婴师
等项目的国家职业资格三级，４２人获电
焊工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合格证书。与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等４所高职院校、宝山
职业技术学校等３所中职院校开展校企
合作，开发高技能人才项目，开设专业

２０个，培训学生１１６１人。全年开展农民
工培训１５３４９人，发放农民工中央就业
补助资金７１４９２万元，确保资金专款专
用。年内，大场动漫园区被列入全市第

二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上海中集冷

藏箱有限公司被评为市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８日，区人保局开展社会保障政策宣传 摄影／樊　林

■来沪从业人员就业服务　深化“满意
３６０”品牌服务内涵，将品牌原有的“三
个不断、六个有、零投诉”提升为“三项

服务承诺、六项管理体系、归零心态”。

“三项服务承诺”即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服务流程不断优化、服务内容不断创新；

“六项管理体系”即培训体系、服务体

系、业务体系、宣传体系、监督体系、文化

体系；“归零心态”的本质是精益求精，

追求更好，永不停步。开展“春风行

动”，组织“周周招聘会”、来沪人员街镇

就业服务专场等活动，提供远程面试、就

业服务免费短信、招聘信息微博预告、企

业“招聘管家”“供需信息自助查”“满意

３６０课堂”等特色服务，为用人单位和来
沪人员双向选择搭建平台。年内共组织

各类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专场活动 １０７
场，发布就业岗位 ７０１０１条，推荐求职
２４９８８人次，成功就业８４７５人。做好来
沪从业人员招退工备案登记工作，全年

共办理招工备案登记１１７７６１人次，退工
备案登记１１５４０３人次。 （高　丹）

社会保障
■概况　贯彻“完善制度、扩大覆盖、落
实权益、提升水平”总体思路，实现新农

保和城居保制度全覆盖，新征地人员落

实社会保障率达 １００％，工伤认定和劳
动能力鉴定按期认定、鉴定率达１００％。
至年末，新农保参保缴费人数５７７５人，
享受待遇人数１３７６０人；城居保参保缴
费人数２４７２人，享受待遇人数３６９９人；
区集中管理征地养老人员７９５７人，全年
发放征地养老待遇１２９７９０１万元；全区

居民医保参保缴费１４３６万人。全年共
发放失业保险金 ９３６０２人次，共计
７１４４９１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８５９％。

■开展社会保障政策宣传　 深入全区
１３个街镇、城市工业园区开展“进社区、
宣政策、落保障”新农保、城居保政策宣

传及现场咨询活动，制作新农保、城居保

宣传海报、横幅４００余套，发动“五个一”
宣传攻势，将一封信、一本宣传册、一支

笔、一本记事本和一个环保袋共计１６０００
余份发放到城乡居民手中。７月１８日，
在月浦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开展新

农保、城居保政策的全市首场现场咨询

活动，现场接待咨询群众１５０余人，发放
宣传资料３７０余份。开展工伤保险政策
宣传，４月１６日，在区文化广场开展工
伤保险集中宣传活动，共接待咨询者

１２０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３５０余份。同
时，在１３个街镇、工业园区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各主要公共场所和企业单

位张贴海报、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等。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根据《上海
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标准（试

行）》要求，制定宝山区标准化管理实施

细则，开展业务经办标准化管理活动，完

善基础管理工作，完成２８４４０名新农保
正常缴费、正常养老人员的信息收集修

改工作。对新农保正常缴费、停止缴费、

无账户人员进行逐一排摸，了解参保对

象实际状况，及时记录排摸信息，确保不

遗漏一人。各镇成立宣传小队，针对停

止缴费和无账户人员开展一对一的政策

宣讲，帮助群众选择适合的参保模式，引

导群众参保缴费。至年末，新农保参保

缴费人数达５７７５人，享受待遇人数达到
１３７６０人。调整提高待遇水平，新农保
养老人员月均养老金５５８元，比上年增
加１５５３％。其中，参保养老人员月平均
养老金为６２８元，比上年增加１３３６％；
老年农民月统筹养老金标准为４１５元，
增加１２１６％。全年中央、市、区三级财
政补贴区新农保资金 ４８０６０３万元，其
中区财政补贴３４４５７４万元，至年末，农
保基金结余５１５４３２５万元，其中个人账
户结余３５０７０６３万元。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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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审批程序，发放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稳岗补贴 ４２７家企业 ５８３６
人，共计８５５４１万元；２０１２年上半年稳
岗补 贴 ４２１家 企 业 ５４１５人，共 计
７８４８９万元。年内，区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事业管理中心被国务院评为全国新

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先进单位。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区人保局联
合区残联推进重残人员参加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全区重残人员中筛

选出１７８３名符合城居保参保资格人员，
按照１１００元／年的参保标准，领取城镇
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的人员由区财

政、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全额出资参保，

其他重度残疾人员由区财政、市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承担９５％，个人承担５％，顺
利完成所有人员的参保工作。至年末，

城居保参保缴费人数２４７２人，享受待遇
人数３６９９人。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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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落实保障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本市试行小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门诊统筹搞好被征地人员门诊医疗

保障的通知》（沪府办〔２０１２〕４５号）和
《关于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

办理工作若干问题处理意见（试行）的

通知》（沪人社农发〔２０１２〕４２号），宝山
区结合实际，在做好相关风险评估的基

础上，拟定并实施《关于本区调整被征地

人员等参加“镇保”缴费标准有关事项

的通知》《关于本区被征地人员社会保

障办理工作及执行“三联动”的操作口

径》；加强与市人社局的沟通协调和对街

镇的业务指导，确保新老政策顺利衔接

和两项政策在宝山的平稳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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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区重点征地项目落

实保障，配合做好南大地区综合整治一

期、罗店医院扩建工程等项目的征地落

实保障相关工作，指导督促各镇做好被

征地人员参保标准的调整。全年实现新

征用地人员纳入镇保２１２６人、征地养老
保障１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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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人，其中，原征地劳动力４２
人，失水渔民７人，乡村医生３人，小城
镇户籍１人，农来农去１人，家属农转非
２人。提高征地养老待遇，区征地养老
人员月生活费标准由８６５元提高到１０００
元，增幅１５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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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重阳节一次性补助，标准为１００
元。推进２０１２年度征地养老人员参加
居民医保工作，年内区集中管理征地养

老人员参加居民医保２７６０人，比上年增
加２３３２％。全年发放区集中管理征地
养老各项待遇１２９７９０１万元，年末区级
征地养老结余养老资金５７８８８３７万元。

■外来从业人员参保　根据《关于在沪
施工企业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

工基本社会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沪

人社养发〔２０１２〕２０号）精神，在沪施工
企业外来从业人员自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
起，应当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

险，同时停止参加本市外来从业人员综

合保险。至年末，宝山区外来从业人员

参保人数达１９７９６６人。其中，非城镇户
籍外来从业人员参加“三险”（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１６６０１８人；城
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参加“五险”（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

育保险）３１６４９人；外来从业人员（外来
护工）参加综合保险２９９人。

■工伤保险　年内针对工伤争议多发、
工伤案情复杂等情况，落实工伤疑难案

件定期研讨、处理备案制度，在确保案件

按期办结的基础上，提高办理质量。全

年共受理工伤认定申请５７００件，作出工
伤认定５６９６件；受理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４８３１件，作出鉴定结论４７９０件；作出老
工伤确认１００６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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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件，按期认定、鉴
定率达１００％。工伤康复申报７件。

■医疗保险　 年内，为城保人员结算医
疗费用１５５４９１３９万元（其中医药机构
１５３０１０８９万元），办理医疗费用减负
２１５１６１万元；为镇保人员结算医疗费
用４９７６２０万元。因人口导入增加，全
区 ２０１２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人数
１４３５６５人，比上年增长 ６９０％，结算医
疗费用共计８７１２８４万元；因支内、支瞗
退休返沪人数逐年上升，全区２０１２年度
市民互助帮困计划参保缴费人数１９６６５
人，增长 １３１１％，结算医疗费用总计
３３５８９９万元。为全区公务员办理日常
医疗补助８３６人次、９４４４万元，给予患
大病重病公务员一次性医疗补助７６人
次、１５２０万元。落实医保政策，确保城
保及镇保办法调整、“镇保”门急诊统筹

（试行）等各项医保办法和参保工作平

稳实施。完善医保预算管理；完善医保

网络安全管理，成立区内“信息安全工作

小组”，完成各街道镇医保服务点医保备

用线路检查激活工作；完善档案管理，通

过市级档案管理达标验收。加大医保监

管力度，完成新一轮医保督导员聘任工

作，完成定点医药机构全覆盖日常监督

检查，开展专项检查，追回不合理费用共

计１５６０１万元（含医保卫生联合执法追
款）；将参保对象“二个异常”（门急诊就

诊次数异常、就诊费用异常）审核重点延

伸至医疗机构和执业医师，追回不合理

费用１０７８万元。完成“综合性医院医
疗服务中医疗保险规范调查与监管对

策”课题研究，形成两篇论文发表于《中

国卫生资源》《中国医疗保险》。优化医

保服务，深化医保经办管理服务标准化

试点工作，将 ＩＳＯ９０００体系认证有机结
合到标准化工作中，发挥 ＢＳＩ外审对中
心内部管理的作用，开展每月服务对象

满意度征询工作；开展医保经办人员定

期培训和轮岗学习，做到一岗多能；年内

区医保事务中心被评为上海市标准化工

作先进集体。

■医保平安建设实事项目　推进“继续
开展防范和打击骗取医保药品贩卖违法

活动”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加强成员单位

及街镇、园区间的组织协调，完善工作机

制，制定《打击和取缔骗取医保药品违法

活动的报告制度和处置流程》。加强源

头防范，举办“医政管理、医保政策”知

识竞赛，３１家定点医疗机构共计２５００余
名医务人员参与；制定实施《宝山区执业

医师违反医保有关规定约谈制度》，对违

规操作的执业医师进行约谈。加强对医

院内外、农贸市场门口等药品非法交易

活动的巡逻排摸，重点开展医保卫生联

合执法，追回不合理费用 ５７５２万元。
加强街镇宣传网络建设，在顾村、庙行集

中举办两场“共同维护医保基金使用安

全、切实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医保宣

传活动；全年在医保服务窗口、定点医药

机构发放３万余份自制宣传折页。
（高　丹）

劳动关系
■概况　年内加强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
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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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

工作为抓手，通过完善制度、加强宣传教

育、规范执法行为、加大监督力度，提升

依法行政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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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２３％，比上年增加 ０２２％。年内，区
人保局被评为上海市依法行政示范

单位。

■劳动关系协调　年内，以推进集体协
商机制建设为抓手，推动劳资双方就工

资福利等内容开展平等协商，年末工资

专项集体合同覆盖劳动者人数 １６８８２１
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１６８８２％。２
月１６日，召开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加强和谐
劳动关系建设工作会议，表彰２０１１年宝
山区集体协商机制建设工作５家先进单
位、４９家先进企业和７８名先进个人。８
月３１日，召开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劳动关系
协调联席（扩大）会议，正式启动第三届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评选活动。企业

申请实行其他工作时间工作制的 ２８２
家。以做好党的“十八大”维稳为重点，

００３

社会生活



整合全局各部门资源开展信访工作，坚

持信访工作例会制度常态化，推进疑难

信访问题解决。发挥信访维稳作用，全

年共接待群众来访 ２６１５批 ５０５４人次，
受理群众来信（含网上来信）４２８件次，
接听群众来电５３０８７次（含医保咨询服
务电话 ４７１８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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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群体性劳资纠纷处置　制定《宝山区
进一步完善群体性劳资纠纷三方联合处

置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劳动关系三方

（政府部门、企业组织、工会组织）在处

理群体性劳资纠纷中的职责，完善三方

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健全群体性劳资

纠纷的常态化处置机制及定期通报制

度，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突发性、群

体性劳资矛盾，确保劳资矛盾发生后及

时得到妥善处置。全年共妥善处理群体

性劳资纠纷突发事件１２２起，涉及劳动
者５８４３人。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庭徽启用 区人保局／提供

■劳动保障监察　开展“送法进企业、维
权促和谐”专题宣讲活动，贯彻实施《劳

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坚持执法与

服务结合、监察与预防结合、处罚与教育

结合的“三结合”原则，打造“维权３６５”
监察执法品牌，采用日常监察、专项监察

的方式，运用网络化和网格化两网联动

的监察手段，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力

度，年内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三

八”妇女维权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

秩序、集装箱运输企业劳动用工、异地劳

务派遣用工情况５项专项检查活动。全
年共监察用人单位１０３３户，其中处理举
报投诉７０９件，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１５４
份，行政处理２８户，行政处罚１４户（其
中警告６户）。通过监察，维护６０８５名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涉及资金 １５５２５５
万元。根据企业的守法诚信情况，对企

业守法诚信档案和分类情况进行更新调

整，注重抓好分类监管工作，提高监管效

率，全区诚信企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失

信企业户数逐年下降。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打造“公信仲
裁”服务品牌，设计以天平代表公平正

义、三色环代表质量、效率和服务的“公

信仲裁”品牌标识，确立“秉公办案，取

信于民”的品牌理念，提出“厚德尚法、

公正廉明、务实高效、追求和谐”十六字

院训和“让党和政府放心、让社会各界有

信心、让案件当事人顺心”的工作目标，

细化“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光明磊落、谨

慎谦抑”的工作人员形象要求。推行

“院领导接待日”，每周四上午安排院领

导和各部门负责人轮流到窗口接待来访

者。开设“公信仲裁”讲堂，深入街镇、

社区、学校、企业进行案例宣讲，通过“以

案说法”帮助用人单位掌握劳动法律法

规政策，指导其规范用工。制作“公信仲

裁”季刊，向社会公众介绍当前热点、难

点和焦点问题，解读典型案例，解答政策

咨询。３月 １日，举行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揭牌和仲裁庭徽启用仪式。推进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接待窗口下移工作，７
月１６日，实现１３个街镇、园区（城市工
业园区）仲裁委托接待全覆盖，使区内当

事人在申请调解的基础上，就近申请劳

动仲裁，减少来回奔波。完善办案机制，

加强与工会、法院的沟通协调，加强仲裁

调解联动，在确保案件按期办结的基础

上提高办案质量。年内依法受理劳动人

事争 议 案 件 ３８７８件，比 上 年 增 加
９４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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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６７件，比上年增加 １０１５９％，其中调
解结案 ２３４３件，调解结案率 ６３８９％。
全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平均办案周

期 ２７２７天，案件按期办结率保持
１００％，为劳动者维护利益４０２５万元，为
用人单位维护利益８１２６万元。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以“和为贵、和为
先、和为本”为指导思想，坚持“基层为

主，预防为主，调解为主”的工作原则，通

过“一个完善”即完善体系建设、“一个

探索”即探索争议预防、“一个推进”即

推进品牌建设、“一个提升”即提升调解

能力、“一个强化”即强化业务规范、“一

个稳固”即稳固调解基础六个一打造

“和谐调解”品牌。年内，在街镇（园区）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人

事争议调解和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职能，

组建成立街镇（园区）劳动人事争议预

防调解委员会，数量由１３家增至１４家，
吸纳人大代表、企业高管及法律工作者

各１名加入预防调解队伍，完善预防调
解体系。结合国家年初颁布实施的《企

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制定和下发

企业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委员会工作规范

性文件，积极探索争议预防工作，区内

１８２家企业成功组建企业劳动争议预防
调解委员会。成功举办 ＱＱ群上“每日
一问”活动 ２６１次、街镇园区“每月研
讨”活动 ２４次，全区企业 ＨＲ“每季培
训”４场，及时解答实务难题、开展调解
心得交流，强化人员业务水平和综合素

质。进一步提高街镇调解员待遇，逐步

形成正常的工资福利增长机制。“和谐

调解”全年共受理劳动争议３８０４件，成
功调解２８９９件，调解率达７６２１％。

（高　丹）

人口与计划生育
■概况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总数为
９０６５０１人，比上年增加１１３５７人；常住人
口１７９２３７３人，增加１００６９４人。户籍人
口出生７７１３人，比上年增加１２２９人，增
幅１８９５％；户籍人口出生率为８５６‰，
上升１２７‰，自然增长率０５２‰。常住
人口出生１６９２８人，比上年增加２０７４人，

１０３

人口与计划生育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宝山区举办纪念第２３个世界人口日活动 区人口计生委／提供

增幅１３９６％；出生率９７２‰，自然增长
率５５６‰，上升０７６‰。户籍人口计划
生育率９９５５％，比上年上升００４％；常
住人 口 计 划 生 育 率 ９４９９％，下 降
０９９％。户籍人口一孩率９２５２％，比上
年降低 １３９％；二孩率 ７３９％，上升
１３６％；多孩率 ００９％，上升 ００３％。
全区有３７６１０对夫妇领取《独生子女父
母光荣证》，领证率 ２８６１％，比上年下
降 ０１６％；晚 婚 率 ９１１３％，上 升
１４３％；一般生育率为 ３７７０‰，上升
６０７‰；总 和 生 育 率 １１２４７，上 升
０１８６７；全区生育峰值年龄为 ２８岁，与
上年持平。全区共有育龄妇女 １８７３１１
人，占总人口数的２０６６％，比上年增加
５７１人，增幅０３１％；其中，已婚育龄妇
女１３１４５５人，增加５９５人，增加０４５％。
全年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９４５５
例，换领７２０例，补领１０８４例，注销５４７
例；再生育子女审批７７７例，出具符合再
生育条件流产证明１９３例；出具征收社
会抚养费决定书６３例，实际征收社会抚
养费２４１１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１７
例，强制 执 行 到 ２２万 元，结 案 率
８５７１％，未发生一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
讼案件。年内，共建成１个区人口计划
生育指导中心、１２个社区人口计生综合
服务站、２５０个家庭计划指导室、２２３个
社区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点、１１８６个计生
自助栏、１８４２个避孕药具免费发放点。
区委、区政府继续将人口计生３项工作
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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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开展《宝山产城融合发

展中的人口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总课题

及《宝山产业转型发展中的人力资源开

发与管理研究》《宝山产城融合发展中

的人口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宝山大型

居住社区的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

新研究》等３个子课题研究。年内，宝山
区人口计生委宣教科技科获“２０１１年度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统筹协调、强化

服务，构建实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

目录”项目被评为上海市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色项目；区

计划生育协会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社会

组织”；由区人口计生委撰写的《宝山区

外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满意度

及需求研究》《宝山区外来流动人口的

发展现状、滞留规律及公共服务需求研

究》分获２０１１年度统计论文二等奖和优
胜奖。

■开展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示范区活动
　４月１３日，宝山区召开婚育新风进万
家活动第二次联席会议，会议回顾宝山

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开展家庭计

划指导取得的成效，观看宝山人口与家

庭发展纪实专题片，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对２０１２年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提出相
关建议。在顾村公园建设人口文化苑，

建成《生命年轮》《生命彩虹》《真爱永

恒》《孕育》《哺育》等群雕，将人口文化

与公园文化、旅游文化、婚礼文化、民间

艺术有机结合。建成罗店镇《生命长

廊》主题雕塑群。全年共发放印有人口

文化苑信息的《宝山旅游地图》、幸福泉

品牌ＬＯＧＯ等标志的幸福伞、文化衫、折

页等宣传资料（物品）４５万余份。在区
广播电台“百姓连线”栏目中制作播放

婚育新风专题节目。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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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广告清除、网格化

巡查和抽查机制。开展打击“两非”专

项行动 １４３次，共取缔“两非”窝点 ６３
个，没收Ｂ超机３台、药品５１袋、医疗器
械２４０件。

■推进全国流动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试点工作　制订下发《宝山区流
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目录》，为流动人口

提供“３８项基本公共服务”。全面开展
“百千万”计划，完成８６４对流动人口免
费孕前优生优育健康检查、１０５５名流动
育龄妇女免费妇科病普查、１０２４７人次
流动人口免费计生政策和生殖健康知识

培训等。开展关怀关爱活动，举办慰问

演出及各类联欢会 ９５场，知识讲座 ５０
场，受益６１８２人次；慰问流动人口及家
庭６１０人次；为流动人口送温暖、办实事
４６８人次（户），送去慰问金１０８９万元，
慰问品７６６份。启动“人口计生与就业
服务同行”计划，与劳动保障部门联合开

设来沪人员就业服务网，为流动人口提

供招聘、岗位推荐、计生政策等信息 １２
万余条。主动融入“周周招聘会”，为外

来务工者发放宣传资料３６４０份、避孕药
具１４８９盒，现场咨询服务２６０人次。在
全区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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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３６万
份。为７５９９名流动育龄群众提供３５万
元的免费基本项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为１０６９４名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免费
提供孕检。落实“一例一奖”制度，全年

共计５７８７例，兑现金额 ２４４４９７万元。
联合区人口办进一步推进流动人口信息

抄告制度，落实抄告７２６份。

■开展“幸福泉·泽万家”系列品牌创
建活动　制订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幸
福泉·泽万家”系列品牌创建活动的实

施方案》，坚持“以人为本、以爱润心、以

家融情”的工作理念，在全区开展“幸福

泉·泽万家”系列品牌创建活动。幸福

人生———建设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创新

载体宣传，打造顾村公园人口文化苑、罗

店美兰湖人口文化圈、高境人口和家庭

发展服务中心、张庙“通肶洗衣社”幸福

工程项目点等四个传播家庭人口文化的

核心区域。举办宝山区纪念第２３个世
界人口日活动暨顾村公园人口文化苑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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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仪式、“人口文化作品展”等主题活

动；幸福佳园———围绕生命各阶段需求，

完善服务网络，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

能力，开展家庭计划指导系列活动 ４５４
场次，受益人群３４０１６人次。率先建成
全市第一个军民共建家庭计划指导服务

阵地———“绿苗佳苑”。在安徽白茅岭

农场建成首个家庭计划指导室，为居民

提供家庭计划指导优质服务；幸福驿

站———强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

理，促进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围

绕国家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

点工作，加快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

制创新，逐步建立“配置合理、功能完善、

发展均衡、便捷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幸福港湾———关注计划生育民生，完

善利益导向机制。各项计划生育奖励扶

助依法落实率１００％。完善“幸福工程、
计划生育保险、专项扶助、生育关怀项

目”四位一体的计生困难家庭帮扶机制。

开展“耆彩六助”（助身、助心、助联、助

急、助乐、助趣）服务，加大对独生子女伤

残、死亡等特殊家庭的关怀关爱力度。

开展“关爱青春 同沐阳光”活动，为来沪

青少年开展生活技能培训；幸福大

使———继续着眼能力水平提升，加强人

口计生工作者、人口计生社工等各类人

口计生队伍职业化建设，对各级人口计

生专兼职干部开展系统化培训。弘扬人

口计生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精神，深入社区、家庭、流动人口集聚地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９日，韩国人口保健福利协会访问团访问高境人口和家庭发展服务中心
区人口计生委／提供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　审核发放年老一
次性计划生育奖励、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等各类奖励扶助２８６０７人，总金额
２２８９２４余万元，各项奖励扶助制度依
法落实率达到 １００％。其中，年老一次
性计划生育奖励 １７２１人，金额 ８３４７６
万；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６１４２人，金额５６１０４万；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 ２８８６人，金额 ４４８６０８万；无
用人单位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１７７９７
人，金额４２２７４１２万。春节、重阳节、母
亲节期间，走访慰问６８０户计划生育空
巢家庭、４４０户困难家庭，发放慰问金５２
万元。５月，开展“救助贫困母亲、构建
和谐社会、创建幸福家庭”主题宣传月活

动，救助８０名贫困母亲、为１００名０～３
岁困难家庭赠送育儿宝典礼包，为 ５００
名贫困母亲赠送女性安康保险。全年共

计募集“幸福工程”款１６４万元。

■开展家庭计划指导系列活动　完善街
镇、村居家庭计划指导站（室）硬件建

设、软件提升。区级依托“幸福佳园”平

台，结合具体工作实际，针对符合再生育

的家庭、参加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

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特殊家庭、部队官

兵等服务对象，组织开展“优生促进”

“爱心之约”“同沐阳光”“绿苗工程”等

家庭计划指导系列活动。各街镇开展

“好孕俱乐部”“小叮当”“午后阳光”

“依水缘”“飞扬的青春”“女婴妈妈阳光

屋”“孕妈妈沙龙”“耆彩人生”等特色品

牌项目。至年末，共服务１５７万人次。

■完成优生健康检查市政府实事工程
　组织落实孕前免费优生健康检查市政
府实事项目，全年共完成１５２９对计划怀
孕夫妇的检查工作，目标完成率达

１２７％。建立高风险对象随访制度，为
４２７位高风险对象开展全程跟踪随访，
随访率１００％；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定期
通报服务对象检查评估建议；建立咨询

评估制度，为服务对象提供一对一的情

况评估、生育建议和就医导引。为参加

孕前健康检查人员提供“三个一”套餐

服务，即发放一张检查流程图及导检标

识；为远郊地区交通不便者配备一辆公

共用车；为参检夫妇免费发放一份营养

早餐。组织市区专家深入社区巡讲１５８
次，受益１０２０５人次。在区婚育服务中
心，发放优生礼袋，全年共有７２３０对新
婚夫妇接受宣教服务。

■开展“优质服务提升年”活动　制订
并下发《宝山区 ２０１２年计生药具“优
得”工程项目方案》《２０１２年计生药具目
标管理考核标准》。制订下发《宝山区

开展“推进免费计生药具优得工程———

优质服务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开展

“优质服务提升年”活动１０５次。组织开
展培训、“双结对、双促进”和“服务提

升、培训先行”———读书实践等活动。启

动“上海市免费计生药具管理系统升级

项目”，实现区、街镇、村居三级药具发放

管理信息化。开展严禁国家免费计生药

具流入市场集中整治活动。完成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１年区内免费 ＩＵＤ使用管理情
况的摸底调查。继续开展药具发放监测

哨点建设项目试点。开展“免费安全套

集中配送”工作，共发送药具 １０３５万
元。在大场镇开展“产后避孕节育服务

干预”课题研究。进一步探索免费计生

药具“优得”服务与家庭计划指导对接

模式。

■推进０岁～３岁婴幼儿早期启蒙工程
　坚持０岁～３岁婴幼儿早期启蒙工程
与家庭计划指导工作相结合，逐步完善

全区“１＋ｘ＋ｙ”———区、街镇、村居三级
立体化、多层次的早教公共服务工作体

系，全区０岁 ～３岁优生优育指导服务
率达到 ９９７％。区人口计生、教育、卫
生、妇联四部门联动，形成“人口计生宣

传倡导在先，教育、卫生指导服务为重，

妇联配合组织发动为辅”的网格化、流程

化工作格局。制订出版《０～３岁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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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指导方案》《走进 ＯＫ宝贝，我们共
同成长———家长育儿百问》等专辑，帮助

解决家长教育的困惑和宝宝发展中的问

题。免费发放２２万册《宝山黄页》，通过
“宝山区０岁 ～３岁优生优育指导服务
网络图”，引导群众获取便捷、优质的指

导服务。庙行镇“星星点点”、罗店镇

“大妈妈课堂”、杨行镇“女婴妈妈阳光

屋”、大场镇“孕妈妈沙龙”等活动为 ０
岁～３岁婴幼儿及看护人员提供免费、
优质、便捷、高效的早教指导服务。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２日，区长汪泓（左二）看望百岁老人 摄影／浦志根

■开展关爱青春活动　联合团区委继
续开展“关爱青春·同沐阳光”项目，全

年共组织５０场“爱、健康、责任”生活技
能小班化培训，培训来沪青少年 ３０００
人次；举办上海大学“蒲公英”同伴教育

强化培训班，组织开展 ３０场同伴教育
活动，１０００人次受益。大场镇“蒲公
英”、高境镇“小燕子”两个青春健康俱

乐部成为全市首批青春健康教育实践

基地。

■完成计生协会工作　５月３１日，召开
区计生协五届四次理事会，部署２０１２年
协会工作，调整增补五届计生协会常务

副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１０月
２５日～２６日，举办全国人口计生群众自
治示范村（居）创建工作培训班，发挥协

会“自我教育中唱主角，自我管理中当骨

干，自我服务中挑重担，自我监督中维民

权”作用，抓基础、建规章、重服务，推进

宝山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至年

末，全区成功创建１０个国家级万村（居）
示范点、３个市级示范点、７个区级示范

点。 （林　琳）

民政
■概况　年内，宝山区民政局坚持以人
为本、以人和为目标，紧扣保障民生、服

务民生、改善民生工作主线，强化“有效

管理、有效服务”，推进现代民政建设。

完善社会救助机制，针对困难人群制定

医疗帮困措施，提高医疗救助比例；联合

区合作医疗办出台《宝山区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统筹基金医疗风险救助实施细

则》，降低救助重复享受率。至年末，全

区共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１７６２１人，累
计投入社会救助资金 ２１９亿元，８６３８
万人次享受各类救助。支出综合帮扶资

金４８０３万元，累计实施帮扶 ２８４８例。
加快为老设施建设，全区共新建２个助
餐点，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３４２名，完
成高境镇敬老院、庙行镇敬老院新建以

及罗泾镇敬老院扩建，完成新增３７３张
养老床位的工作目标。完成 ３７４个居
（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规范居（村）

委会撤建，撤销村民小组２４个，新建和
调整居委会２０个。扩大公益招投标成
果，鼓励扶持宝山公益性社会组织积极

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和社区服务，推出１４
个公益招投标项目，完成２个项目，续标
２个项目，受益人群５８８０５人。

■社会救助　年内加大救助和帮扶力
度，规范民政资金运作，制定《关于规范

民政保障资金核拨流程的通知》，《三级

社会救助网络工作经费管理使用实施细

则》，开展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完成

低保复审清退工作。完成各项经济状况

核对任务，受理经适房、廉租房、低保申

请等各类经济状况核对委托共计１８５６９
户，出具核对报告７５７３户。推进发展慈
善事业，全年共募集慈善基金 １９７０６７
万元，出资１４３２６９万元，为１５９１５名困
难人员、学生和老人提供帮助。首次成

功组织承办“蓝天下的至爱———爱心大

放送”启动仪式。

■优抚安置　全区接收２０１１年冬季退
役士兵２３４名。其中，城镇退役士兵２０５
人，农村退役士兵２９人，城镇退役士兵
安置率１００％；安置军嫂１４７名。全面落
实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率先探索优抚档

案电子化管理，接收安置军休干部 １８
人，为２３５８３名各类优抚对象发放抚恤、
补助和优待金２８２５万元。开展军休干
部房改工作，全区涉及房改人员共 ２３５
人，通过公示者共计２０２人，涉及房改综
合费用约３５００万元。

■完成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顺
利完成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全区

３７４个居（村）委会共选举产生委员１８１６
名，村（居）民参选率分别达 ９９９％ 和
９２２％，海（直）选率分别达到 ７５％和
９１５％，分别比 ２０１１年提高 １２％和
９％，选举过程严格依法，尊重民意。

■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一口受
理”　６月，出台《进一步加强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各街

镇按照“成熟一家，运作一家”原则分步

推进，年内全部实现“全年无休”“一口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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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完成各项祭
扫接待工作任务。殡仪馆完成焚烧厂改

造，礼厅瞻仰架更新，内部装饰，职工休

息室新建等７项基建工程，推出６套“殡
仪服务套餐”，满足不同层次服务对象的

需求。

■婚姻管理　年内共计依法办理结婚登
记７５７８对，比上年减少７０％；离婚登记
２６０９对，增加１３８８％。出具《无婚姻登
记记录证明》１９８２５份，查询婚姻档案
９２４人次。开展“离婚劝和”服务工作，
为６９０对夫妇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和法律
咨询服务，劝和４６对。 （赵珍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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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持证残疾人
１９７５１人。年内组织残疾人各级各类培
训１６７０人次，共安置残疾人就业 １９５
人，残疾人就业率达９８％，其中，分散就
业９４人，集中就业５７人，公益性岗位就
业４４人。５名应届残疾人大学生全部
落实就业，连续 １０年安置应届残疾人
大学生就业率达１００％。元旦、春节期
间，筹集残疾人帮困资金５８７７８万元，
比上年增加 １１８１％；开展“八送”活
动：送帮困慰问金、送盲人电脑、送盲人

收音机、送助听器、送双人电动轮椅车、

送护理用品、送年夜饭、送就业岗位，帮

扶困难残疾人８６０５人次，占持证残疾人
的４３５７％。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８日，宝山区残联举行盲人定向行走知识讲座 区残联／提供

■创建全国“阳光家园”示范区　３月，
宝山区被市残联推荐参加以“残疾人机

构养护”“残疾人居家养护”“残疾人日

间照料”为主要内容的全国“阳光家

园”示范区创建，正式启动创建工作。５
月９日，区政府与中残联签订《关于创
建“阳光家园”示范区备忘录》；７月２３
日，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宝山区创建

全国“阳光家园”示范区实施方案》；８
月９日，召开创建全国“阳光家园”示范
区工作动员会。年内配合区民政局对

２０家养护机构进行综合评估，增加“残
疾人养护”经营项目，并出台残疾人机

构养护管理细则，改善全区入住机构养

护的重残无业人员日常生活、护理质量

和精神生活；对居家养护对象进行不间

断评估，对居家养护服务质量进行监

督、考核和满意度测评，满意率达到

１００％。３月起，对肢体一级、长期卧床
并需要全护理的残疾人量身定制居家

养护服务内容；扩大日间照料机构场

所，以落实“阳光家园”示范区场所达标

要求，建立日间照料机构规范化管理建

设台账及检查考核指标，自主开发学员

和援助对象评估系统，规范日间照料机

构管理。年内，淞南、罗店“阳光家园”

获“上海市残疾人之家”称号；罗店、友

谊“阳光心园”成功创建“上海市示范

型阳光心园”。

■出台１０项惠残新政策　年内多次走
访兄弟区县交流经验，组织基层残疾人

工作者走访困难残疾人家庭了解情况，

召开３次不同层面的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座谈会，形成１３８条意见和建议。在此

基础上，区残联召开专题会议，梳理意见

建议，研究制定１０项助残新政，年新增
８００多万元资金用于新政策实施，全区
共有２万多人次残疾人受益。制定《关
于宝山区残疾人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的暂行办法》，５月１日起为全区持证残
疾人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年内共有

３４３人次残疾人申领保险金 ９４４０５２５４
元；制定《关于为居家养护志愿者购买意

外伤害保险的暂行办法》，１０月起投入
资金２８９万元，为全区１２１名居家养护
志愿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减少

志愿者后顾之忧，确保志愿者队伍稳定；

下发《关于宝山区城镇重度残疾人参加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为

宝山１７４４名城镇重度残疾人代缴每年
５５元的城市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个人缴
费，确保老有所养、应保尽保；下发《关于

扩大困难残疾人助残实物帮困卡救助范

围的通知》，将助残实物帮困卡的救助范

围扩大到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市城镇居

民最低保障标准的１５倍，或家庭人均
月收入低于市城镇居民最低保障标准的

２倍且本人患有８种重大疾病的困难残
疾人家庭，救助金额每月１２０元，年内共
投入资金２０４５６万元为１５５２名困难残
疾人发放帮困卡；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大

残疾人助学帮困的暂行办法》，在为贫困

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发放春雨助

学金的基础上，加大助学力度，对大学专

科、本科及以上学历残疾学生分别给予

５０００元、８０００元一次性入学奖励，低保、
低收入残疾人家庭子女被录取进入全日

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及以上）学

习的给予３０００元一次性奖励，年内共为
５６名贫困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
发放一次性奖励金２１４万元；下发《关
于贫困残疾人家庭重度残疾人入住养护

机构实行经费补贴的通知》，对家庭人均

月收入低于上海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２
倍的重度残疾人、６０岁以上未办理民政
孤老手续的残疾人入住养护机构给予每

人每月４００元补贴，为贫困残疾人家庭
排忧解难，年内共有１４名符合条件的对
象享受补贴；下发《关于调整宝山区０～
７周岁肢体残疾少儿康复训练补贴标准
的通知》，将补贴标准由每年１万元提高
到１５万元，以缓解０～７岁的肢体残疾
少儿康复经费支出明显增加的问题，满

足肢残少儿康复需求；制定《关于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更新补贴的暂行办法》，将残

车置换补贴由３５００元每辆增至４０００元
每辆，年内共为 ５１名残车主发放补贴
２０４万元；制定《关于促进阳光家园学
员实现社会就业补贴的暂行办法》，在录

用单位工作的前三年分别按每月 ３００
元、２００元、１００元标准给予学员社会就
业补贴，以鼓励和促进“阳光家园”学员

参与社会就业，年内共有１１名基地学员
享受补贴；制定《关于宝山区阳光家园学

员交通费补贴的暂行办法》，５月正式实
施，以缓解“阳光家园”地域宽、学员分

散、学员交通费负担较重的实际困难，年

内共有 ２５３人享受交通补贴 １４４万
余元。

■优化残疾人康复服务　年内共投入康
复经费１８７５６２万元，２１７７６人次享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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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康复服务。其中，自闭症儿童康复救

助３０人，投入经费２５６８万元；０岁～１６
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１８６人，投入经费
７９４９万元；骨关节置换９例，投入经费
９万元；重残医疗救助中门急诊医疗救
助１４７７人次，投入经费 ８５４４万元；贫
困、重残无业人员患大重病医疗特别救

助６７３人次，投入经费 ９９９６万元。超
额完成市政府实事项目，共为８５１名困
难残疾人提供个性化辅助器具适配服

务，为百名生活困难的听障老人免费配

发助听器，为４６名脊髓损伤患者提供护
理用品并提供长期服务，完成百名盲人

定向行走训练考核，分批组织２５３２名残
疾人参加免费健康体检，送康复服务上

门达１４１３９人次。扩大困难残疾人家庭
个性化无障碍设施新产品覆盖面，在为

１４０户家庭铺设无障碍坡道、进行辅具
组合适配型的基础上，扩大提高型产品

的家庭受益面，完成３５６家残疾人家庭
电动晾衣架及２９４家智能电子马桶盖的
安装。

吴淞街道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区老龄办／提供

■市人大检查《残疾人保障法》贯彻执
行情况　５月２１日，市人大常委会内务
司法委员会主任杨全心率检查组到宝山

检查《残疾人保障法》贯彻执行情况。

市残联理事长金放，副理事长季敏、祝永

康，区委常委、副区长、区残工委主任周

德勋，区人大副主任秦冰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陪同检查。检查组听取宝山区就

《残疾人保障法》颁布以来执行情况的

汇报，实地考察宝山区自闭症康复中心，

走访２户残疾人家庭，并对宝山区残疾

人事业的快速发展给予高度评价。

■开展文化助残周系列活动　５月，围
绕第二十二次全国助残日“加强残疾人

文化服务、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的主

题开展文化助残周系列助残活动，丰富

广大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全区

５８９名“阳光家园”学员和百名聋人参
观长江河口科技馆；举办“圆梦心

桥———用手指与世界交流”活动，为５４
名盲人捐赠电脑、读屏软件、盲人专用

电子手表、盲人专用电话机、电子秤；举

办区残疾人第九套广播操比赛，各街镇

盲人、聋人和智障人士共 ３７０人参加；
举办宝山区首届残疾人书法、绘画、摄

影、手工工艺作品比赛，全区 １２０名残
疾人士选送２４６件作品参评，经专家评
审入选作品 １０８件，印制成精美画册
２０００册。

■加强残疾人工作者队伍建设　３月、９
月分别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残疾人

工作者，经过笔试、面试和上岗培训，共

有６６名残疾人助理员走上工作岗位；９
月，对全区３００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进
行全面培训，加强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５月１６日，召开区残联第五届主席团第
四次全体会议，补选中共宝山区委常

委、副区长周德勋为区残联五届主席团主

席，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周裕红为区残联

五届主席团副主席。１２月１４日，各街镇
残联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共有１８名街镇
党政领导和１０８５名代表参加街镇残联第
二次代表大会（其中残疾人代表 ６５１

名），选举产生２０７名各街镇代表，出席区
残联第六次代表大会。 （李秋洁）

老龄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户籍老年人
２２９１万，占户籍总人口的２５３％，比上
年增加１４７万人，增加１３％。其中，６０
岁～６４岁低龄老人（８１５万人，占老年人
总人口３５５７％；６５岁 ～７９岁中龄老人
１０９４万人，占老年人总人口４７７５％；８０
岁～９９岁高龄老人３８１万人，占老年人
总人口１６６５％；百岁以上老年人６０人，
占老年人总人口００３％。年内，罗店镇
张浩成、吴淞街道浦晓芳获“全国孝亲敬

老之星”称号。

■老年维权　年内，全区各级老龄组织
共接待受理老年人来信来访３７７人，受
理涉老纠纷７５２件（区老龄办接待办理
２１件）。其中，涉及赡养权 ６９件，居住
权１０７件，财产权２６件，婚姻自由权１３
件，其他纠纷 １６２件；调处 ３７５件，调处
率９８％。

■老年活动室　全年新建标准话老年活
动室２１个（其中市级项目１０个，区级项
目１１个），改造陈旧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２２个（均列入市级项目）。至年末，全区
实有老年活动室４６２个，比上年增加２１
个。其中，街镇老年活动室１３个；村居
委老年活动室４４９个。全区老年活动室
日均活动人数２４３７１人。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年内新增养老
床位３７３张，撤销泗塘街道敬老院，减
少２５张床位，全区共有养老床位８２２４
张，占全区老年人口 ３５９％；新增居
家养老服务对象 ３４８名，全区享受居
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数达 １１９４８名；
新建综合型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２个，
至年末，全区共有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２４个，为区内１７０６名老年人提供助餐
服务；实施“老伙伴”计划，完成志愿

者招募 １１４０人，为 ５７００名老人提供
陪伴服务，电话拜访 ５３４７１１次，上门
服务１８２３１３次。

■养老机构　至年末，全区执业的养老
机构有３８家，其中政府办１７家，社会办
２１家，核定床位 ８２２４张，比上年增加
３７３张；机构入住老人４５９３名，床位入住
率为５５８５％。 （黄帼英）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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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养老机构

序号 隶　属 单　位 核定
床位数

入住
人数

性质 地 　　址

１ 区民政局 区福利院 ２００ １２７ 政府办 长兴乡潘园公路１６６６号

２

３

４

友谊路街道

友谊路街道敬老院 ５０ ３７ 政府办 宝林四村１２号

康乐敬老院 １５０ ８９ 社会办 宝林八村１２８号

宝康老年公寓 ２５５ ２３８ 社会办 宝山十村１０６号

５

６

７

８

吴淞街道

海滨街道敬老院 １６０ １６８ 政府办 永清二村１２２号

永清养老院 ９３ ８６ 社会办 永清新村７６号

吴淞街道敬老院 １７０ １２６ 政府办 同济路２号

明珠养老院 ２０６ ２１１ 社会办 塘后路６８号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张庙街道

未央安养苑 ６０ ４１ 社会办 通河四村５３号

通河街道敬老院 ７９ ５８ 政府办 通河二村４０号

通河温馨敬老院 ５２ ７２ 政府办 通河四村７２号

新康安养院 １９０ １２２ 社会办 呼兰路呼玛四村２７号

泗塘承苗养老院 ９７ １００ 社会办 泗塘五村１２８号

１４ 庙行镇 庙行镇敬老院 ９５ ０ 政府办 长江西路２７００号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大场镇

大场镇敬老院 １４０ １０６ 政府办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１５８号

大场镇祁连敬老院 ９６ ８９ 政府办 锦秋路２０８８号

大场德照敬老院 １７１ ７４ 社会办 沪太路３６１５号

峰华养老院 １５０ ４３ 社会办 沪太路３２７９号

１９ 高境镇 高境镇养老院 ２６９ １１７ 政府办 何家湾路９９弄９号

２０ 淞南镇 文华淞南安养院 １４４ １００ 社会办 淞南九村７３号

２１

２２
顾村镇

顾村镇敬老院 ２０３ １７３ 政府办 沪太路５１２９弄１０号

永福养老院 ３３１ １２１ 社会办 蕴川路２８９号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杨行镇

杨行镇敬老院 １４３０ ２３５ 政府办 盘古路１９１１号

杨行镇宝山敬老院 ２３０ ２３０ 政府办 漠河路１１００弄１号

泰和养老院 １３０ １００ 社会办 杨行镇西浜村西浜宅４３

海剑敬老院 ２２０ １１０ 社会办 泰和路１１５５号

百姓敬老院 ３９６ ７８ 社会办 杨行镇杨宗路３０８号

勤丰家乐敬老院 １４２ １１６ 社会办 盘古路７１５弄９号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月浦镇

月浦镇天颐敬老院 １１０ ６４ 政府办 月罗路３０７弄５６８号

月浦乐业养老院 ６５ ６１ 社会办 春雷路３３２弄２号

月浦镇怡康敬老院 ５８ ５１ 社会办 盛桥一村２８号

金色晚年敬老院 ５０３ ４４６ 社会办 月浦镇新镇车站南首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罗店镇

金罗敬老院 １８０ ８１ 社会办 罗东路１１７６号东首

罗福养老院 ２２０ １６８ 社会办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６号

西埝敬老院 １１０ ８１ 社会办 沪太路６２８９弄８８号

美兰金苑敬老院 ８５０ ２９２ 政府办 沪太路６２７３弄２５８号

３７

３８
罗泾镇

罗泾镇敬老院 ９９ ８０ 政府办 沪太路集宁路１７９号

罗泾丽康养老院 １２０ １０２ 政府办 罗泾镇新川沙路５０３号

合 计 ８２２４ ４５９３

（黄帼英）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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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社会团体管理
局（简称“区社团局”）依据《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

行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

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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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宝山社会组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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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家；变更登
记社会团体 １９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３０
家；注销登记社会团体１家，民办非企业
单位８家；社会团体筹备５家；民办非企
业单位核名３２家。至年末，区内有社会
团体１４１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３２６家，共
计４６７家。

■开展社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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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年度检查，采用网上年检方式，基本实

现无纸化上报。同时依据便民原则，按

照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的要求，利用电子

钥匙，简化操作流程。全年社团应检数

１３９家，合格率 ８３９％，基本合格率
１６１％；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检数３０３家，
合格率８５７％，基本合格率１２７％。

■信息核对与宣传　区社团局依照国务
院行业分类标准，对区内社会组织信息

进行逐一核对，保障社会组织信息的准

确性、完整性。扩大对社会组织的宣传

力度，全年在上海社会组织网站共发布

信息１０９０条，其中被首页采用 ９４４条，
采用率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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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０余人，其中户籍少数民族
３９个、８４９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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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处，宗教教职人员１２６人，信教
群众约４５万余人。年内，区民族宗教
事务办公室（简称“区民宗办”）落实上

海市民宗委、区委、区府和区委统战部对

民族宗教工作的指示精神，对照市民宗

委五年工作思路、宝山十二五规划提出

的要求，统筹规划，推进落实，促进全区

民族宗教工作的和谐发展。加强宗教教

职人员文化教育，提升教职人员综合素

质，委托上海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开办佛

教教职人员本科学历班，至年末，共有

１８名僧人在本科班学习。年内，贯彻落
实有关文件精神和《上海市少数民族权

益保障条例》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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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未出现因侵犯少数民族合法权

益而引发的群体性矛盾和纠纷，未发生

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的事件。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年内，区民
宗办开展“同心同行”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通过分层次、有步骤的组织、举办各

种讲座、报告会、专题培训班、知识竞赛、

宣讲会等活动，扩大宣传面，发挥民族宗

教界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９月１９
日，为庆祝建国６３周年，区民族联举办
“宝山区少数民族迎国庆、迎中秋联谊

会”，来自各街镇的少数民族同胞用富有

民族特色的舞蹈、诗朗诵、独唱、大合唱

等形式，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推进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　根据市
民宗委和区委统战部统一部署，于３月１
日～７日、６月，分别组织开展“２０１２年
区民族宗教法制宣传周”“宗教政策法

规学习月”，并于１０月份开展宝山统战
宣传周等活动。“宣传周”期间，区民宗

办在罗泾镇海虹村为当地佛教信徒约

３０人举行《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
宣讲活动，增强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法

制意识，有效遏制非正常宗教活动。各

街镇、各民族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

参与宣传周活动，共计设立咨询点 ６５
个、咨询人数３３０６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３９０５余份，出黑板报２６２块、宣传栏２０５
块、墙报３３１块，悬挂横幅 １４２条、张贴
标语１１９条，举办各类讲座、座谈会 １５
场。“学习月”活动期间，围绕上海市民

宗委工作要求，结合宗教界实际，制定实

施方案，下发通知，突出组织协调与检查

落实的要求；全区各宗教团体和场所都

相应成立“学习月”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工作计划。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通过

学习宪法及有关法律、党和国家宗教政

策，进一步增强宗教法规意识。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社区创建活动　年
内贯彻落实中宣部、统战部、国家民委联

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活动的意见》和市民宗委下发的

《关于开展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民族

团结进步社区、乡镇创建活动的指导意

见》，围绕“四个加强”即加强组织领导，

形成创建工作好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实

现创建活动全覆盖；加强分类指导，确保

创建活动有实效；加强特色培育，巩固创

建成果惠民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５月，召开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工作推进会，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

发林出席并对创建工作提出要求；区民

宗办深入基层加强调研指导，重点指导

街镇做好为少数民族提供公共服务的平

台建立、制度完善、措施落实、台账完备

等工作，组织完成创建申报和区级评审；

协调街镇做好市民宗委对民族团结创建

单位的评审组织工作。至年末，宝山实

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街镇全覆盖的

目标，社区民族工作水平全面提升。顾

村镇、庙行镇、吴淞街道被评为上海市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镇）；友谊路、张

庙街道，月浦、高境、淞南、杨行、大场等

镇被评为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秀社区

（镇）；罗店镇、罗泾镇被评为上海市民

族团结进步达标镇。

■开展清真食品供应监督检查　年内贯
彻落实《上海市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组

织开展对清真食品网点的监督检查工

作。配合有关街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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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有关街镇对申请“清真食

品”标志牌的单位开展审核检查，引导市

场进一步规范清真食品经营。至年末，

全区有清真供应网点１２家，其中副食品
供应点４家、清真饮食店８家。

■配合开展援疆培训工作　根据“区新
疆喀什地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培养工作

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区民宗办

配合做好在宝山区培训的新疆高校毕业

生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生活服务指导、

与培训单位的日常联络等工作。

■加强宗教场所规范管理　年内，区民
宗办加大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备案和宗教

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两个专项工作的

常态化管理，在全市宗教活动场所中首

先实行财务电算化管理工作，提升场所

规范化管理水平，巩固“两个专项工作”

成果。开展文明场所创建活动，根据上

海市第四轮市级文明宗教活动场所和全

国第二轮“和谐寺观教堂”创建工作要

求，围绕“爱国爱教、知法守法、团结稳

定、活动有序、教风端正、管理规范、安全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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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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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　食
（８家）

上海为民清真饮食店 南大路１６４号 大场镇

清真马源斋烧烤店 聚丰园路９９号 大场镇

上海豫纪斋清真餐饮公司 同泰北路４０３弄－２ 吴淞街道

清真兰州牛肉拉面店 淞滨路５４号 吴淞街道

兰州清真牛肉拉面店 牡丹江路４５５弄４号 友谊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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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

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佛教

宝山寺 罗溪路５１８号 ５６８６２４１１

太平禅寺 富联路３２８弄２８号 ５６１８１６５５

永福庵 南陈路３５１弄２号 ５６１３９１３７

察司庙 泰和支路８７弄５０号 ５６４９５６１６

萧泾古寺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５０号 ５６８７３７７５

金皇讲寺 丰宝路３５０号 ３６３８６６６９

甘露寺 练祁路６８８号 ３３８５２１０２

天主教

孟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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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泰路５１０弄５号 ５６８０３２６９

月浦堂 北安路１０３弄１５号 ５６９３７９８０

罗店堂 罗店镇界泾村６３号 ５６８６２０５９

大场堂 沪太支路１２２５号 ５６５０２３４８

谢恩堂 大场镇南大村野猫弄生产队 ６３６３７８３３

葑塘聚会点 锦秋路２３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３５１

宝山聚会点 漠河路２８号东 ５６７８０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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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泾镇牌楼村三房宅 ５６８７０６９０

（毕烈峰）

整洁、服务社会”，加大宣传动员力度，及

时制定工作计划，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有序开展创建工作。全区共有１１个
宗教场所依据考评标准进行全面自检和

申报，经区级、市级评审，佛教宝山寺、太

平禅寺、永福庵、察司庙，基督教吴淞堂、

施恩堂、罗店堂、大场堂、罗泾活动点，天

主教孟家堂等１０个场所被授予“上海市

文明宗教活动场所”称号。

■开展宗教活动场所安全大检查　为贯
彻落实市民宗委关于以“安全”为主题，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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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安全大检查的工作

要求和做好中共十八大期间消防安全保

卫工作会议精神，年内巩固和深化“清剿

火患”战役成果，确保宝山宗教活动场所

消防安全。区民宗办成立安全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安全工作方案》，下发通知

要求各宗教团体和场所增强消防安全工

作意识，强化消防安全工作措施，加强排

摸，消除隐患，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开展

督导检查，及时做好各街镇及各宗教团

体上报的数据汇总，并按时完成每周工

作信息以及每月工作小结和工作总结等

安全信息的上报工作，确保宝山宗教场

所的安全稳定。

■治理非正常宗教活动　针对区内的非
正常宗教活动，区民宗办协同街镇、公安

部门、宗教团体开展滚动排查，做到及时

掌握情况。发挥“四个抓”工作机制，即

区民宗办抓治理工作的全面推进；各基

层单位抓治理工作的层层落实；各相关

职能部门抓治理工作协作配合；各宗教

团体抓治理工作的介入跟进，加大查处

力度。全年共配合有关单位整治和取缔

５起非正常宗教活动。

■开展民族宗教帮困解难题工作　区民
宗办协同各街镇重点做好元旦、春节期

间少数民族困难家庭的帮困、走访和少

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慰问工作。全年市、

区、镇各级组织共落实帮困资金１３２３００
元，受助少数民族困难群众２６２人。根
据市、区综治委工作部署，探索做好新疆

少数民族来沪务工经商人员服务管理工

作的有效途径和协作机制；推进宗教教

职人员参加社会综合保险，确保教职人

员的社会保障，至年末，全区共有２０个
宗教场所为教职人员办理社会保险；推

进宗教团体的基建工作，协助区基督教

两会（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

督教教务委员会，简称“基督教两会”）

完成宝山聚会点的迁建以及葑塘聚会点

的改造，谢恩堂基建项目的前期手续基

本完成，进入实际开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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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７个，比上年增加
１１７个。全区有红十字会成人会员３８６６
名，比上年减少 ５３６９名；青少年会员
１８３５３名；志愿服务者 ４７９２名，增加 ７
名。全区建成街镇红十字服务中心 ５
所，比上年增加３所；社区红十字服务站

２９７所，红十字救护培训站（点）１２个，红
十字冠名医疗机构４所，市级红十字达
标学校１１所。３月中旬至４月底，全区
１２个街镇红十字会分别召开第二次会
员代表大会并完成换届选举工作。６
月，区红十字会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

会，会议审议通过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和《宝山区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选举产生宝山区红十
字会第五届理事会。年内根据各红十字

服务站的实际需求，增添２７３台血压计、
８６台血糖仪、１１６辆轮椅车。全年共收
到捐 款 ８３５３２２８４元，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７５９４３９１元；支出 ５９８０７３５０元，减少
１７７７５４５０元；历年余额１７０５４８４２７元，
增加２３７２４９３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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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８２９户，资助金额４１４５万元（其中帮
困卡８２９万元）。“为社区重度困难失
智老人配送护理用品”被列为区政府实

事项目，全年共配送护理用品２９３１箱，
受益对象２３９１人次，总价值６０万元，并
对近５００名老人家属、护理员和志愿者
进行介护培训。日常性救助各类贫困者

１８人次，资助金额 ０９万元；援助全区
５８名居家麻风病人中的致残者，资助金
额２９万元；会同区教育局、团区委开展
“为本区青少年献爱心主题活动”，帮助

大病青少年７３名，资助金额２１９万元；
向１名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的患
者，资助医疗救助款６万元。接收上海
市儿童健康基金会和明治乳业捐赠的

４００箱（共３２００罐）奶粉并转赠给 ９个
街镇的部分困难家庭儿童和农民工

子女。

■备灾救灾　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年内，
区、街镇两级红十字会对报灾员、红十字

服务站志愿者和专（兼）职干部进行专

题业务培训。按照市、区火灾救助的流

程和标准，对区内１起火灾家庭进行人
道关爱，资助金额０５万元。

■救护培训　年内组织４０余名救护师
资进行复训。完成 ２１９４名救护员、
２６４２６名普及员的培训。利用“５·１２”
防灾减灾日和世界急救日等纪念日，开

展救护演练和操作竞赛活动。

■红十字会网站建设　年内完成宝山区
红十字会网站改版运行，增设捐赠信息

公示平台，实现信息“四公开”（捐赠指

南公开、捐赠款物公开、项目支出公开、

审计报告公开）。

■募捐箱管理　根据《上海市红十字会
募捐箱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全区范围内

的红十字募捐箱进行清理，在１２个街镇
共设置１２个红十字募捐箱，及时公示有
关信息；由专人对募捐箱进行定期巡查

和开箱管理。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年内为 １７４９４０
名学生、儿童办理参保手续，比上学年增

长约５个百分点，参保费１３９９５２万元；
为５４８９人次住院或大病儿童报销医疗
费４４３０４万元；受理少儿医疗保障基金
医疗费报销５８７３人次，支付金额８３２８６
万元；资助３７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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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９８万元；区红十字会资助
１９６６名民工子女参加少儿住院互助基
金，资助金额１５７３万元。

■志愿服务　全区２９７所红十字服务站
为社区居民提供租借轮椅车、拐杖和医

疗咨询服务近２７万人次。组织３２名遗
体捐献志愿者及家属参加遗体捐献纪念

日活动。

■志愿捐献　会同团区委、上海大学、震
旦学院组织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宣

传和集中采血活动。年内共有６１９名造
血干细胞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库，有 ３
名造血干细胞志愿者成功配对实现捐

献，占年内全市实现捐献者的 ９６８％。
各红十字会全年共为１０３名市民办理遗
体捐献手续（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２年累计登记
８９２人），其中有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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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篇、市红十字
会网站４６篇、市红十字报５７篇、市电视
台新闻坊１篇、宝山电视台６篇、宝山报
４７篇。在《宝山报》上编辑专版宣传红
十字会工作和活动。会同区卫生局和罗

店镇政府在罗店镇龙船广场举办“人道

的力量———纪念５·８世界红十字日”大
型义诊、为民服务活动。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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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晓倩

表１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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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１０年 ９２６７ ４５６９ ４６９８ １６．３３ ６８３ ７．９６

２０１１年 ９９８２ ４９２９ ５０５３ １７．４ ９２６７ ７．７

２０１２年 １０９６８ ５４１８ ５５５０ １９．４ ９８６ ９．９２

表２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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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天馨校 ３０ １１３８ ８７ 水产西路２８９弄 ５６４９９６５９

杨行中心校 ２３ ９９２ ６６ 杨泰路３２１号 ５６８０１０６８

杨泰实验学校 ４６ １９１６ １３９ 杨鑫路３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８４３

杨行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５０４ ３４ 杨泰路３５８号 ５６８０２５７３

杨泰三村幼儿园 ９ ３０８ ２４ 杨泰三村东区９５号 ３３９１２８４２

四季万科幼儿园 １５ ４６２ ３７ 镇泰路１９８号 ３６０４６８５０

友谊家园幼儿园 １２ ３６３ ２７ 铁峰路１９９１号 ３３７９９０９９

康桥水都幼儿园 １１ ３７８ ２４ 竹韵路８号 ５６７８０６２６

海尚明城幼儿园 ３ ８０ ９ 盘古路１８７６号 ５６１２２６２２

杨东小学（民办） ２２ １１２３ ６６ 宝杨路２０４３号 ３３７９１７２５

杨行小学（民办） ２２ １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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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隔?藻浜与淞南镇、张庙街道相

望，西与顾村镇、罗店镇接壤，北依

Ｇ１５０１与宝钢、月浦镇相邻，总面积
３４７７平方公里。辖有１８个行政村、３４
个居委会（另筹建中２个）。至年末，全
镇有户籍２１７０１户，户籍人口５６１３９人，
分别比上年增加 ３１２９户、减少 ５９８人；
常住人口２０２３８５人。户籍人口计划生
育率 ９９１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８８％；户籍人口出生率１２９６‰，常住
人口出生率４５６‰；户籍人口自然增长
率 ７７６‰，常 住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２９１‰；人口密度 ５８２０人／平方公里。
镇域内有党委３个，镇党委下辖１１个党
总支、１６８个党支部，党员人数４５００人。
辖区内有各类法人单位４９９１个，学校１１
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６个，居民健身
点３５个，农民健身家园９个。年内成功
创建“国家级充分就业示范社区”“上海

市民族团结进步优秀镇”“上海市示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上海市拥军优

属模范镇六连冠”“上海市孝亲敬老模

范镇”“上海市劳动保障监察协管工作

规范操作示范单位”等称号。镇政府地

址：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经济建设　全年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６８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完成增加
值８５亿元，增长１１％。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３７亿元，增长１２％。完成经营性
固定资产投资１３亿元的年度任务。农
民人均收入２１７８５５元，增长１０％。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拓展“北外环信息产业

园”辐射效应，加快?川路沿线商业商务

楼宇建设，打造钢铁交易中心和木材经

济总部，提升钢领钢铁市场、福人木材市

场、江杨农产品市场管理水平和经济产

出。推进杨行商业商务综合体土地收储

等前期工作、标五紧固件公司（二期）扩

建项目开工建设。“钢领”二期、凯迪商

务广场、华泰大厦建筑面积共计 ２３８７
万平方米基本建成。城西综合大楼、警

备区商业项目建筑面积８７６万平方米
开工建设。新宝创意服务中心、北翼生

活广场、北外环创意港二期、劢迟公司、

液压油缸厂二期等６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８５亿元。做好中铝项目改造、
华冶钢铁交易大厦、宝交大厦、杨北总部

经济办公基地、北外环信息产业园（三

期）项目储备。注重招商引资，年内招入

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５个以
上，新招商企业 ５９９户，比上年增长
２３７６％；新增注册资本 １１０７亿元，实
现税收总额１２２５亿元，增长１３９％；实
现区级税收３６４亿元，增长１０７％。成

立上海晋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解决

行业内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有序推进

涵景国际货代项目、胜狮管理总部落户

境内。加强节能减排，年内关停搬迁崇

芝烘漆、起帆市政、桑迪化工、三冠钢铁、

建欣开板、宝山羽毛厂等７家高能耗、高
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利用工业园区

内现有物业和园区外老厂房、老仓库等

存量资源，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互动发展。

■城乡建设和管理　全年完成私房动迁
３１４户，成功削减动迁基地３个，动迁企
业２０家。有序推进配套商品房开发建
设，杨泰康苑７５２套、友谊家园４１３套配
套商品房完成分配工作。完成友谊苑

（动迁二期）１１６万平方米现场施工，推
进和家欣苑（大黄二期）约５７５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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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２年杨行镇村（居）委会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籍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东街村 杨泰路７２５号 ３３９１２３８８ １０５０ ３０３８

西街村 宝杨路３２５８号 ６６７６３３８５ ８９５ ２７０２

星火村 江杨北路３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０４６ ４６６ １４０７

钱湾村 杨泰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０５８１８ ３７３ １９０３

西浜村 泰和路１９６９号 ５６８０３５２９ ４５６ １３６０

大黄村 ?川路１１８８弄４８号 ５６８００２２５ ３９２ ８３６

城西一村 江杨北路１５１９号 ５６８０２８７６ ３７８ １００１

城西二村 富杨路３８８号 ３３９１１０５１ ５３２ ２０４９

湄浦村 ?川路２２５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３９ ７２３ １５９８

杨北村 杨北路１８５弄３６５号 ３３８５３５２７ ３９９ １４１９

苏家村 共祥路２５５号 ５６３９１８５６ ３５４ １２２４

桂家木村 富锦路２３７９号 ５６３９１０４５ ３３２ １１７７

北宗村 杨宗路３６８号 ３３８５２８１５ ６６２ ２１９３

陈巷村 铁力路２８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３５ １６２ ４６１

泗塘村 铁力路７８５号 ５１２６７１５７ ４６０ １４１４

杨东村 宝杨路２０２６号 ３３７９２３１１ ５５４ １５４２

八字桥村 宝杨路２０１７号 ５６１２３７９１ ３６ ６７

三汀沟村 铁山路１２８号 ３３７９４２２１ １５３ ４２８

杨泰二村一居 杨泰二村２５号 ５６８０３１１６ ２０１６ ９２３０

杨泰二村二居 杨鑫路１５２号 ５６８０２５８０ ４７６ １４４７

富锦苑居委 富锦苑９０号 ３６３００４１８ ５２５ １３８７

城西居委 富锦路１６５９号 ５６９２０１７６ ３６７ １００４

杨泰三村一居 杨泰三村１９５号 ３３９１１０８５ １６１６ ２３５９

宝地绿洲居委 湄浦路２１８弄３４号１０２室 ３６２１６５６８ ２２１ ６８７

２０２１弄居委 宝杨路２０２１弄 ３３７９５０２１ ３９４ １１７０

杨泰春城居委 镇太路３８２号 ３６０４５６５８ ４４ ９４

天馨一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弄 ５６８０７８４３ ７４５ １６８１

天馨二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号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 ７３４ １６２１

宝启公寓 ?川路１６２５弄 ５６８０９６５９ ５３９ １４４６

康桥水都一居 水产路２６００弄 ６６７６９９０５ ８１８ １６４８

宝启花园 宝杨路３２８８弄７８号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 ３５２ ７８１

友谊家园一居 铁峰路２０００号会所２楼 ３３７９７０８８ １１３ ２３４

友谊家园二居 铁锋路１９９９号 ３３７９７３７８ ３０ ６６

四季花城一居 松兰路１１６９弄３９号 ３６０４５５０２ ６１６ １４４０

四季花城二居 松兰路９６０号２楼 ３６０４７９００ ６７８ １４０６

富杨居委 富杨路２２３弄 ５１０５２０６９ ３４４ ９２７

杨泰一村一居 杨桃路１５９号 ５６８０１３５８ ６２７ １２９１

杨泰一村二居 杨泰路３３８弄５７号 ５６４９２００８ ６６８ １６２８

梅林居委 杨鑫路４５１弄４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５６９０ ２１６ ４７４

禄德嘉苑居委 竹韵路２５８弄２７号２楼 ５６８０７２７７ ２１６ ５１２

柏丽华庭居委 ?川路１６２３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７６０５８７ ２１５ ６２７

大黄馨苑居委 水产西路４８９弄４号 ３６３１７６１３ — —

同盛家园居委 月城路２５０弄１号楼３０７室 ３６０４５９７７ ２０７ ４０３

丽景翠庭居委 盘古路２６１８弄４３号 ３３９１４２２７ １４７ ３０２

禄德华苑居委 杨鑫路９５弄２楼 ３６５１１９２５ — —

福地苑一居 友谊路１８６９弄１０号１０１室 ３３８５０８５６ ３７６ ７７６

福地苑二居 友谊路１８９９弄６８号１楼 ３３７１７５９８ １５８ ３３４

保集绿岛居委 友谊路１９９９弄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２１１３８８ １６７ ３６５

香逸湾 莲花山路５１７弄１２８号２楼 ３６５０６２１１ ２７０ ５６０

东方丽都居委 友谊路２８５８弄３号２楼 ３３９１３８０９ ２７２ ６１６

宝虹水岸 梅林路８６５弄４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０６６３２ ４４ ８５

飘鹰 红林路５９弄１０号１楼 ５６８０６８８９ ７９ １５３

杨鑫居委 松兰路３２８弄２楼 ３６５１１９２５ — —

紫辰苑（筹） — — — —

春江美庐（筹） — — — —

（顾士俊）

米各项目建设。万业、海德花园等楼盘

销售情况回暖，实现房产销售１４５万平
方米，销售额２４５亿元。北块Ｋ地块幼
托、宝杨派出所、梅林路小游园、大黄村

幼儿园交付使用。继续推进月城路邮政

支局、Ｆ地块小学、漠河雨水泵站、月浦
（南）雨水泵站项目。松兰路、红林路、

月城路等７条路（段）建设完成并顺利移
交。完成西城区２０１２年及后三年的土
地储备规划和供应计划申报。水产路

Ｅ、Ｇ地块成功出让，完成西城区南块 Ｃ
地块前期储备工作。推进杨行镇级商业

中心规划和老镇改造的前期准备工作。

对西城区北块的“牛津中学”地块进行

规划调整、对区委党校周边地块进行重

新规划定位和优化。推进西城区南块、

“吴淞产业区特定区”控规修编，水产路

北侧的“镇级商业中心”地块规划修编

工作。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区域内

２３条河道（总长 １１６６０米）疏浚。对镇
域内重点扬尘污染源开展排摸和整改，

全镇降尘量均值为１０４吨／平方公里·
月。完成江杨农产品市场雨污水分流及

截污纳管工程。深化吴淞工业区环境整

治工作。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全镇共组

建１２００多人的应急抢险队伍，疏散安置
群众１３２２人。优化城市环境整治工作，
１３个村成功通过整洁村的验收。全年
完成河道、道路养护１８万平方米，种植
行道树１１万棵，草皮４万平方米。环卫
部门清运生活垃圾４３９６６吨。加强市容
环境长效管理，建立城管运行新机制，成

立综合执法队、道路巡查队、渣土专项整

治队伍等。制定《杨行镇城管队伍管理

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渣土规范

化管理的实施意见》等。完善沿街店招

牌管理机制，杜绝安全隐患，对镇域道

路、夜排档、卫生死角等环境状况加强管

理和整治，取缔无证废品收购站和堆场。

累计拆除各类违法建筑７６２８０平方米。

■平安建设　完成党的“十八大”等重
要节点的维稳安保任务和重点人员稳控

工作，重点打击各类犯罪，加强社会面排

查，完善群防群治网络，强化“六位一

体”（即综治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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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综治警务室建设，深化治安重点区

域整治。建立来沪人员管理平台，推进

“两个实有”（实有房屋、实有人口）全覆

盖。全年没有发生影响全镇稳定的群体

性事件，没有发生非正常进京上访。落

实领导包案，开展“重信重访”专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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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现信访矛盾“控增减存”目标，化

解信访矛盾，办结一批信访积案。推进

信访代理、人民调解等工作。加大社区

管理，整合社区资源，组织举办邻里文化

节、社区运动会等，满足社区居民群众的

实际需求。完成居委会、村民委员会换

届选举工作。组织开展环境整治、医疗

咨询、文艺演出、扶贫济困等主题活动。

坚持开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综合考评，

发挥物业联席会议这一平台，促进物业

突出矛盾的妥善化解。依法引导业委会

组建和换届。组织开展城市交通秩序管

理、绿化设施管理、交通枢纽周边环境秩

序等专项整治，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问

题。落实开通“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落
实城市管理联动机制。全面加强消防安

全、生产安全、食品、药品安全、建筑工地

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实现村、居

委消防工作站（室）全覆盖，实行安全管

理网格化。结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开展对部队出租房地产、高层、地下空间

等专项检查，实现重点隐患整改１００％。
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值班

和紧急信息报送，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１日，杨行镇举办第三届运动会 杨行镇／提供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３２３１人，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
１００％就业，举办各类招聘会４３场，扶持
成功创业５４人，创业带动就业６４３人。
年内被评为“国家级充分就业示范镇”。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处置群体性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及处置流程，保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企业建立集体协商机制

７０６户，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覆盖劳动者
２１２９１人。开展全镇低保家庭经济收入
核对工作，加强救助与就业联动。推进

新农保、城居保工作，落实征地保障，医

疗保障全覆盖。全年共发放各类社会救

助金 ６５８万元，救助覆盖 １４７４４人次。

完善养老服务格局，完成旧敬老院的搬

迁安置工作，居家养老服务对象人数增

加１０％。东方丽都等５个老年活动室创
建达标，开展富有特色的老年教育和文

体活动。

■社会事业　海尚明城幼儿园开园，推
进南部小学、大黄幼儿园建设工作，整治

取缔非法办学，推进特色学科建设。建

设防震减灾科普馆，完成上海市社区创

新屋，提升科普活动影响力。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实行七天对

外服务，推行一口受理的服务模式，全年

接待办事群众９万多人次。完善社区卫
生服务网络，建立镇红十字服务中心，依

托全国卫生城区创建，推进爱国卫生工

作。完成区计生委下达的各项指标，香

逸湾居委获“全国第三批万村居示范单

位”。举办第三届杨行镇运动会，新建１
条健身步道，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开展“五在社区”

（共建在社区、奉献在社区、服务在社区、

活力在社区、和谐在社区）创建活动，强

化社区基层党建核心，开展组团式联系

服务群众工作。编写《镇管社区，自治与

共治的家园》案例汇编手册，推行“三

会”（评议会、协调会、听证会）制度，提

升居委会自治能力。试点开展动迁房小

区、商品房小区及老小区三种模式分类

管理。

■精神文明建设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争创上海市文明镇，开展各类文明共建

活动，培育杨行文明创建特色。深化文

明小区、文明村、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坚

持宣传引导与管理整治并举，提升市民

素养和地区文明程度。组织纪念建党

９２周年宣传活动。开展全镇群众文化
需求调研，优化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大楼

管理，用足用好镇文化中心资源，完善

镇、村居委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参与区

十大群文活动，举办“欢乐在社区”周周

演等系列活动。依托中国画乡杨行年会

平台，展示乡土文化成果，培养吹塑版画

人才，传承文化非遗，举办第五届上海杨

行“画乡邻里文化节”系列活动和“第九

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

■举办第三届杨行镇运动会　３月 ３１
日至５月２６日，举办第三届杨行镇运动
会，共设飞镖、田径、拔河、乒乓等１３个
竞赛项目，有７３支运动队、６１２５人次参
与，累计９６家单位获团体名次，１１８名运
动员获个人名次。

■举办第五届上海杨行“画乡邻里文化
节”　９月至１１月，举办第五届上海杨
行“画乡邻里文化节”，以“共建杨行新

邻里，喜迎党的十八大”为主题，举行社

区“６＋１”（围绕“学”“乐”“帮”“净”
“颂”“亲”六大主题，以喜迎十八大为背

景）系列活动、杨行“九大民间艺人”评

选、杨行十佳好邻里评比等系列活动。

■举办第九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
会　１１月２６日至１２月２４日，举行第九
届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主题为

“与名师对话”。年会聘请杨行镇吹塑

版画创始人龚赣弟、著名版画艺术家评

论家朱国荣、苏颐忠、妙笔大师潘德龙、

民间健身舞蹈大师卞桂清等，以“帮”

“带”“教”为主要形式，提升一批文化骨

干的文化水平，并以“画吹塑版画”“舞

吹塑版画”“说吹塑版画”“写吹塑版画”

“演吹塑版画”为主题，创作出一批具有

杨行画乡特色的文化作品，为杨行镇的

文化发展贡献力量。 （顾士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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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２年月浦镇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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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６％ — —

２００７ １０１３８ ４８９３ ５２４５ １５％ １６９ １．７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５７ ６２１６ ５９３７ １４．３７％ ２０１９ １９．９

２００９ １２２５７ ６０８７ ６１７０ １３．１４％ １００ ０．８

２０１０ １３９３４ ６２８２ ６７５２ ２０．５％ ２０６８ １７．６

２０１１ １５０５８ ７７３６ ７３２２ ２２．１６％ １１２４ ８．０７

２０１２ １４３６４ ６９３７ ７４２７ ２２．６１％ －６９４ －４．６１

表５ ２０１２年月浦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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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５
小学９２３

初中９３７
公办 ６６９３０１６０

盛桥中心校 古莲路２７１号 ７２ ７４７ 公办 ５６１５１７３９

小红帽幼儿园 绥化路５２弄６０号 ４５ ３８２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２２０

满天星幼儿园 鹤林路７８弄５１号 ４１ ２４３ 公办 ６６０３０１３１

惠民小学 富乐路１号 ３４ ６７７ 纳民 ５６９３１３１２

沈巷小学 月巷路６６８号 ５２
小学６５６

初中３６９
纳民 ３３８５３６２５

博爱幼儿园 绥化路２８８号 ５２ ４１８ 民办 ３６３０１０４７

盛桥幼儿园 石太路３１弄１号 ２５ ３１０ 民办三级 ５６１５０２６４

淞浦中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８７号 ８０ ６３７ 公办 ５６９３１４９５

月浦中学 四元路２０弄７８号 ６９ ６５３ 公办 ５６１９８９１５

宝钢三中 月浦四村１号 ５９ ５０２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７４６

行中中学 月浦塘南街５２号 ５４ ４９０ 民办 ５６１９２００２

盛桥中学 石太路１０号 ６４ ６３８ 公办 ５６１５４７３２

灵石学校 盛桥一村８０号 ４５ １２０ 公办 ５６１５００５１

月浦新村小学 月浦四村２号 ６４ ５７８ 公办 ５６９３３８０４

月浦二小 月浦七村３４号 ４２ ４０８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６６５

月浦三小 月浦八村１３８号 ４８ ５２６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４５５

乐业小学 春雷路３３１弄８４号 ６０ ６０５ 公办 ５６１９３０８５

石洞口小学 盛桥三村１６号 ４７ ５６０ 公办 ６６６８３４５５

同达小学 德都路１６８弄１号 ３９ ４９８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６６２

月浦二村幼儿园 月浦二村６号 ２５ ２１５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７４５

月浦四村幼儿园 月浦四村２９号 ３７ ３００ 公办 ５６６４９１４８

月浦六村幼儿园 月浦六村４９号 ２３ ２１０ 公办 ５６６４６９１４

月浦八村幼儿园 月浦八村７５号 ３１ ３１８ 民办 ５６６４７６７３

宝星幼儿园 宝泉路６３号 ３０ ３６９ 民办 ５６６４６４００

马泾桥幼儿园 月罗路３００弄１８号 ２７ ２９５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５３８

太阳花幼稚园 四元路２０弄７６号 ４５ ３６０ 公办 ５６１９５８１６

盛桥新村幼儿园 盛桥二村４４号 ２６ ２００ 公办 ５６１５７８７６

震旦中等专业学校 富乐路３８号 ７０ １３１８ 民办 ５６９３９９９８

贝贝艺术幼稚园 德都路２５１弄１号 ２４ １９８ 民办 ５６１９９５８８

菲贝儿幼稚园 月浦九村４９号 １８ １９０ 民办 ５６９３１６１４

合　计 １４９３ １５８５０

月浦镇
■概况　月浦镇地处上海北翼，东临长
江入海口，南接杨行镇，西连罗店镇，北

与宝山工业园区相邻。全镇总面积

４４３７平方公里，其中宝钢等大中型企
业占地约２５平方公里，下设１４个行政
村、１９个居民区。至年末，全镇有常住
人口１４５７９２人，比上年增长６５９１人；户
籍数 ２５４７６户、６３５３２人，分别减少 ７１
户、增加 ２０４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８２２６０人，增加４５９４人。户籍人口计划
生育率９９％，人口出生率３６９‰，人口
自然增长率 ０６６‰，人口密度 ７５２６６９
人／平方千米。镇党委下辖２个分党委，
２３个总支部，５７个一级党支部，１４７个
二级党支部，党员６１８６名（其中分党委
下辖１个非公党委）。辖区内有法人单
位６５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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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个，农民健身家园８
个。２０１２年，全镇累计实现增加值６９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４％。完成地方财
政收入６７５亿元，增长１４３％。完成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６亿元，增长
１２７％。完成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
６８亿元，增长 １１２％。农民年人均收
入１９５５０元，劳均年收入２８８２０元，分别
增长 １１％。年内获全国文明村镇（复
评）、上海市文明镇“五连冠”、上海市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上海市平安

示范社区、上海市“反邪教”优秀社区、

上海市人口管理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市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上海市建设健康城

市先进社区、上海市基层理论宣传先进

集体、上海市文明信访室、上海市平安志

愿服务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段泾村被

命名为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

记、主任谭金凤当选党的“十八大”代

表。镇政府地址：月罗路２００号。

■经济建设　全年新增注册资金５０亿
元，其中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１７
户。推进仓储、化工、钢材粗加工等行业

结构调整，盘活存量厂房１２万平方米。
月罗路３４０号资产由沈巷村整体接盘，
引进全球知名企业普洛斯公司并购潜利

工业公司，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突

破。启动宝钢不锈钢二期、宝钢高强钢

二期、盈智汽车零部件、泉江印铁等４个
重大工业项目。房地产业稳健发展，沈

巷社区３号Ｂ块配套商品房开发建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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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地块招拍挂，盛桥社区Ｂ块三、四期配
套商品房开工，静安城投中标地块启动

建设，庆安地块转性商品房完成销售。

■城乡建设　完成友谊、月狮、茂盛３个
村１１９户居农民动迁，钱陆路、富长路等
动迁基地１２６户居农民安置入户。修编
盛桥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订出版月

浦镇地图。锦乐路、练祁路等道路维修

工程竣工，德都路、龙镇路积水点改造工

程基本完成。宝山１０路改线运营，盛桥
公交首末站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

马泾桥１～４村、沈巷新村截污纳管工程
完工，盛桥地区污水系统改建及完善工

程、联水路沿线企业污水纳管工程有序

推进，沈巷村、勤丰村自来水改造基本完

成。完善盛桥地区交通信号灯、老街路

灯配置。改善生态环境，新增３２公顷苗
圃和１０６７公顷生态公益林，完成友谊
五队整体搬迁后的综合整治并种植绿化

２０７公顷，完成５个露天堆场调整和２
家危化企业整治。

■社会管理　完成潜利公司资产和职工
处置，市、区、镇三级信访批次稳中趋降，

上访人次比上年减少１３％，年内未发生
越级集访和进京上访。完成村（居）委

换届选举，开展盛桥老街综合管理整治，

试点海陆村、盛星村治安联防。全镇报

警类１１０数和刑案发案率分别比上年下
降１６％和２５％。落实安全生产目标责
任制，全镇签约生产经营单位４６７家、社
区门面房１６４０家，签约率１００％。建立
３２个村（居）消防工作室，改造旧高层防
火设施。强化钢结构、液化气等领域安

全监管，加强隐患排查和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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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启

航”计划，建立“面试实训教室”，开办

“学长学校”、尝试“创业微公益”。全年

新增就业岗位２８４７个，扶持创业５９户、
带动就业６６０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
制在２４２０人以内。全年累计发放各类
帮困资金 １２０９万元，残疾人补助资金
１３８万元。完成镇残联换届。落实肿瘤
晚期病人临终关怀服务试点等市、区实

事项目，拓展为老助餐服务，居家养老受

助人员５９０人。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督
促、协助７１５家企业签订工资集体合同，
覆盖职工１７５９１人。

表６ ２０１２年月浦镇村（居）委会

村、居民区名称 户籍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长春村 ３６７ １０８７ 园和路８１９号 ５６６４２９９９

茂盛村 ３９９ １３４１ 月新南路８２２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沈巷村 ３２６ １５２９ 月罗路３０９号 ５６６４６５１８

段泾村 ３４０ １０４２ 月新北路３８１号 ５６１９１７２３

勤丰村 ３８０ １２９５ 月丰路２５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４

新丰村 ２９０ １０１７ 石太路９８号 ５６１５１５００

海陆村 １４３ １４００ 和合路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８６

盛星村 ５２１ １５３８ 石太路６６５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７

沈家桥村 １１３６ １１５３ 石太路４８９号 ５６１５３３６２

聚源桥村 ２７６ ８１１ 石太路聚石路２４０号 ５６１５００３１

月狮村 ２４６ １０７４ ?川路５４７９号 ５６１５２１０７

友谊村 １９２ ６８７ 钱潘路张家宅２２号 ５６１９６００４

钱潘村 ２６８ ８１３ 钱陆路４２５号 ５６６４１３９９

梅园村 — — ?川路３９６５号 ５６９３１８６３

第一居民区 １８６０ ４７７６ 绥化路５２弄６３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４

第二居民区 ９２３ ２０９４ 宝莲湖景园２２号 ３６３０１０３０

第三居民区 １１４５ １６４８ 德都路２８弄２５号 ３６３０２２１７

第四居民区 １００８ １３２７ 新月雅苑７号二楼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第五居民区 ２３３０ ５００７ 春雷路４３１弄４０号 ５６９３４６１４

第六居民区 １０９３ ２１５０ 春雷路３５４弄３号 ５６６４３５１４

第七居民区 １２１７ ５０８６ 德都路２６９弄３７号 ５６１９８９６１

第八居民区 ２２４８ ２１３３ 月浦八村８４号 ５６９３８１８８

第九居民区 ２４７８ ２４５９ 德都路２１８弄５号 ５６１９８３００

第十居民区 ２４７６ ２７５６ 宝泉路６５号二楼 ５６６４１４７１

第十一居民区 ７４８ ７８５０ 月浦七村３５号１０３室 ５６１９１９７１

第十二居民区 １６７５ ５５２２ 德都 路 ３９９弄 ６号
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３３０８

第十三居民区 １７１５ ２９０１ 马泾桥二村１５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５

第十四居民区 ２４４ ６５８ 盛桥四村５８号 ６６０３６６１８

第十五居民区 １２１３ ３２５４ 盛桥一村３８号二楼 ５６１５４０１０

第十六居民区 ９７８ １４５４ 塔源路２５８弄５８号 ６６０３２０７８

第十七居民区 ５４１ ５２１ 塔源路５８弄７８号 ５６１５８０８１

第十八居民区 ７５２ ３６１ 鹤林路５８弄８９号 ６６０３６９８８

新月明珠园 — — 塔源路１５０弄９８号二楼 ３６３０８５２８

（胡　靓）

■获上海市文明镇“五连冠”　４月 １８

日，在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会议上，月浦镇获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度上
海市文明镇称号，连续五届被评为上海

市文明镇。月浦镇通过完善体制机制抓

工作推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引导全民参与、各类主题实践活动促

“两个提高”（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提高

城市文明程度），推进月浦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月浦民间艺术团赴德参加中德文化交
流　德国当地时间５月２１日，月浦民间
艺术团一行２５人代表上海市赴德国进
行文化交流以纪念中德建交四十周年。

艺术团参加了在亚琛市图书馆举行的

“上海之窗”揭幕仪式和上海画家陆志

德画展开幕式，艺术团团长刘雁将月浦

锣鼓作为礼物赠送给亚琛市德中友好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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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好沣水果园———桃树园 摄影／顾鹤忠

■完成村居委换届选举　 ８月底，全部
完成１３个村、２７个居委会的换届选举
工作。村委会选举共登记选民 １１０６６
人，实际参加选民 １１０６５人，参选率
９９９％。选举产生村主任１３人，副主任
及委员３５人；主任平均年龄４６岁，其中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６人。居委会选举
共登记选民 ５８００９人，实际参加选民
５５２６７人，参选率 ９５３％。选举产生居
委会主任２７名，副主任及委员１２５名；
主任平均年龄４８岁，其中大专及以上文
化程度１５人。

■章旭飞获伦敦残奥会坐式排球三连冠
　９月８日，月浦市民章旭飞和她的团
队在２０１２年伦敦残奥会女子坐式排球
决赛中战胜对手美国队，成为残奥会该

项目“三冠王”，是本届残奥会上中国体

育代表团三大球的唯一冠军。市残联书

记叶兴华，宝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德

勋，区残联理事长郭廷育，月浦镇副镇长

刘雁看望其家属，感谢家属支持，并献鲜

花以示祝贺。

■潜力与普洛斯股权并购　９月１０日，
美国潜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普洛斯投

资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在区政府举行

股权并购签约仪式，区领导汪泓、夏雨、

章俊荪、秦文波出席。潜利工业公司是

一家中外合资的高档生活纸生产企业，

占地２５２公顷，投产后连年亏损。在区
委、区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引进亚

洲最大的工业和现代物流设施提供商与

服务商普洛斯公司进行整体盘活。股权

并购完成后，普洛斯公司将投资 １０亿

元，用时约两年，在潜利工业有限公司原

地块上建设一个面积约２２万平方米的
现代服务产业园，打造融合物联网技术

的高端供应链管理平台，涵盖物联网、电

子商务、汽车、奢侈品、物流等行业。

■红十字服务中心成立　１１月，月浦镇
红十字服务中心成立。中心位于月浦七

村８８号，主要功能是接受遗体、造血干
细胞、角膜等身体脏器捐献登记；，展“人

道、博爱、奉献”精神宣传，接受社会各界

捐赠，开展救助帮困、救护、救急、救灾工

作，开展各类健康咨询等。同时，中心兼

具会务培训中心、会员和志愿者之家、红

十字知识宣传阵地及救灾救助各类物资

仓库功能。 （胡　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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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相依，西

与嘉定区相连，北与宝山工业园区、罗泾

镇相接，镇域面积 ４４１９平方公里。下
辖２１个行政村、１个捕捞大队、１４个居
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１８１４７户、５２８６０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４５２户、８３９人；列入
管理外来流动人口７２７０９人，增加９４６８
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７８％，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７１９％，人口与计划生
育事业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１８９２％；户
籍人口出生率８５８‰，户籍人口自然增
长率００４‰，户籍人口密度１１７０人／平
方公里。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２０５４个，学
校１３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３个，居民
健身点４２个，农民健身园１９个。镇党
委下辖６个党总支、１１６个党支部，登记

党员３６２８人。举办罗店镇第三届运动
会、美兰湖高尔夫大师赛、首届上海民俗

节暨端午节民俗文化等系列活动。完成

２０１２年村、居委换届选举工作。新创上
海市平安小区７个、平安示范单位２家、
平安单位１０个，区平安小区６个、平安
单位１６家，新创区平安示范市场１个，
创建“无刑案小区”３个、“六无”（无矛
盾上交、无群体事件、无安全事故、无非

法组织、无治安案件、无刑事案件）平安

村（居）６个，成功创建市级文明村２个、
小区３个、单位３家，区级文明村１７个、
小区１１个、单位３家。年内，获“上海市
文明镇”“上海市拥军拥属模范镇”“上

海市征兵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重大

工程立功竞赛优秀集体”“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２０１１年度上
海市社区、企事业单位献血工作优秀集

体”“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

集体”等称号。罗店镇“阳光心园”被评

为“上海市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美兰

湖颐景园居委被评为“全国人口和计划

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居委”、罗店镇图

书馆被评为“上海市街镇图书馆‘特级

馆’”、罗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被评为

“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特级’”、东

南弄村被列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

民俗村、蔡家弄村被评为“全国示范农家

书屋”。镇政府地址：沪太路６６５５号。

■新农村建设　年内完成农业生产最低
保有量任务，实现种植粮食３９１６亩、蔬
菜６０６６亩。推进光明村蔬菜标准园和
南周村蔬果产销一体化项目、天平村特

色水果基地、罗溪等４个村的农田小水
利建设，超大食用菌二期项目建成投入

使用，完成１９０亩蔬菜设施建设。加强
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规

范化、常态化管理，培训农业从业人员

２１００人次，合作社职工年收入１８６１０元，
增幅１０％。做好河道保洁和农村污水
处理长效管理工作，完成７５公里河道
轮疏计划和东治河水体沟通工程。完成

１４９６户农户的村宅改造，做好集体经济
组织农龄普查工作。

■经济建设　年内引进注册资金 ８９００
万元的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总投资５亿元的本钢集团华东区总部基
地项目、投资约１亿元的美兰湖生物、投
资１５亿元的顺能模具项目竣工。投资
９８００万元的飞凯项目开工建设，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的政鸣项目办理相关手续，投

６１３

镇与街道



资４２００万元的北泰项目摘牌取得土地，
投资２７亿元的京乾项目办理土地招拍
挂手续，投资２１２亿元的康臣项目列入
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推进富锦

工业小区结构调整，解放工业小区历史

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完成东太路商业广

场、原罗南供销社商业房的建设，宝山税

务大楼交付使用，基本完成美罗湾大润

发项目主体工程建设。落实《罗店镇关

于加快“调结构、促转型”支持公司、村

发展的若干意见》。拓展招商渠道，分别

在大柏树、宝钢外招、交通路李子园商务

区设立招商办事处，在黄浦、嘉定、虹桥、

昆山等地设立招商点。年内共新增企业

５１５户、新增注册资本８７９亿元、新增地
方财政收入５８９６万元。加快推出宝山
寺、美兰湖、东方假日田园、卫斯嘉闻道

园、天平村农家乐等旅游产品，商、旅、文

为一体的罗店旅游新格局逐步形成。全

年实现增加值 ５９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实现区级财政收入 ６１亿元，增
长１２％。实现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
８５亿元，减少２１８％。固定资产投资５０
亿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 ９亿
元），合同利用外资１５００万美元。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实现 １１５亿元，增长
１９８％。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１８∶
５１０∶４７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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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比上

年增１１７％。

表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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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２

２００６ １０２０８ ４４１１ ５７９７ ２０．０２ ７４ ０．７３

２００７ １０９０５ ４９６５ ５９４０ １９．６１ ６９７ ６．８３

２００８ １１６５１ ５１１０ ６５４１ ２１．４ ７４６ ６．８４

２００９ １２０８９ ５５８８ ６５０１ ２４．０３ ４３８ ４．１２

２０１０ １２９１６ ６００４ ６９１２ ２５．０９ ８２７ ８．８８

２０１１ １３５９４ ６４０５ ７１８９ ２６．０８ ６７８ ５．５２

２０１２ １３９０３ ６５４６ ７３５７ ２７．４８ ３０９ ２．２７

表８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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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６１８ ６４ 富南路１９８号 ６６０１３１８３

陈伯吹中学 １６ ５３０ ５２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５８６７

罗店中心校 ２０ ８１７ ４８ 市一路１６２号 ６６８６６８３０

罗南中心校 ２９ １１４８ ８３ 富锦路５８５５号 ３６１３３２２７

申花幼儿园 ９ ３２６ １８ 祁南一村３号甲 ３６１３０５７１

小天鹅幼儿园 １５ ５１１ ３８ 南东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１９００

罗店中学 ３６ １４８２ １３０ 罗新路７０７号 ５６８６１１５７

罗阳小学 ２０ ７９７ ７２ 东西巷街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５６３

罗店镇幼儿园 １１ ３９０ ４０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３号 ３６１３０３０１

罗希小学 ２０ ９３４ ４４ 十年村张家桥 ５６８６１１１０

中国福利会美兰湖
幼儿园

１２ ４２６ ２５ 美诺路５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０１

金锣号幼儿园 １０ ３１３ １９ 集贤路７０１号 ６６７１１８０１

罗店成人中学 １４ ６４２ ４６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５号 ５６８６４４４３

■创建国家卫生镇　完成东太路、抚远
路等７条道路大修，塘西街、市一路西段
等道路人行道翻修，宝山寺周边道路绿

化改造。完成李家石桥等 ４座农桥改
造，７条镇级河道和 ８３条村级河道整
治。新建公厕８座、垃圾压缩站２座、新
增道路高压冲洗车 １辆、更新垃圾桶
２０７０只、增补垃圾收集车 ３０辆，完成
１２８座垃圾房、１４０座公厕的维修，拆除
农村露天小粪缸１７２只。对罗南、罗店
老居民小区实施绿化补植、道路修复、楼

道白化、车位改造、堆物清理、设施维修

等整治工作。年内通过国家卫生镇创建

市级验收和国家级评审。

■城乡建设和管理　完成 ２１个村 ２０７
个生产队的集体土地确权及发证工作。

４４件在建违法建筑全部拆除，全年拆除
违法建筑５４２７平方米，制止新的违法搭
建行为７０多起，村、居委拆违控违综合
达标率９１４％。有序管控农房翻建，共
审批翻建房屋３９０户近７万平方米。建

筑工地检查实现全覆盖，网格化管理处

理率达 ９９６％。有效落实道路沿线门
责达标制度，并创建成为上海市市容门

责达标镇。对跨门经营、乱堆物、非法设

置广告、非法洗车摊点等开展综合整治

９０多次。有效遏制渣土乱偷倒，共查处
违章违法车辆 ２０多辆、立案 １０多起。
完成存量动拆迁基地削减任务５个、签
约１０４０户。加快推进金星基地、富锦工
业园区、宝山工业园区等项目的动迁签

约。推进“兵营式”住房改善工作，基本

完成罗店镇交通总体规划方案、罗店老

镇控详调整及罗店工业园区控详调整的

编制。开通公交线路宝山８３路。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２１５３个，城镇失业登记控制数１１４４人，
集中指导就业５８次，完成职业指导９２２４

人，向公共招聘网推荐就业１３７０５人，创
业带动就业３４７人，实现农村富余劳动
力就业补贴１６３１人、征地劳动力就业补
贴２１４人，引导青年见习后就业１２９人。
开展来沪人员求职就业指导９次，发放
白玉兰卡１８６２张，采集用工申报表１５８６
份。受理劳动争议调解４２３起，调解成
功３８０起，帮助追讨拖欠工资、社会保险
费、经济补偿金等３５０万元。完成工会
建会企业 ８４４家。完成 １３５０人新农保
参保缴费工作，落实新征地人员保障

１０６人，处理历史遗留保障９人，受理征
地养老人员医药费报销４３７１人次；完成
１２００余名老年农民和１５００余名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人员养老金的增加工作。实

现城镇低保２２５户、农村低保９５户、大
病救助１５９人次，补助居民医保起付线
１６４人。受理老复员军人医疗报销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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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安置残疾职工就业１９人。

表９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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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７ ２０４８ 永顺路７１号 ５６８６５１９８

金星村 ７８２ ２５２６ 罗溪路３７１弄１２号 ５６８６３５７１

罗溪村 ８１０ ２３８４ 罗太路３３１号 ５６８６０３２５

四方村 ４９８ １６３２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５６８６９５３８

天平村 ５３６ １９０１ 石太路２０１８号 ５６８６０１７４

光明村 ５５９ １７８１ 罗东路３２５号 ５６８６１２３９

束里桥村 ４６９ １５７６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６１１２９

毛家弄村 ３３５ １１０１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１４６２

义品村 ２７４ ８９６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５６８６２７１５

王家村 ６２５ １９０２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５６０１４９２０

朱家店村 ５７０ １７３４ 东太东路６３弄５号 ６６８６０９８５

十年村 ５４５ １７３７ 罗店杨南路 ５６８６０９１２

蔡家弄村 ６０８ １８３７ 沪太路６０１８号 ５６０１２３４８

西埝村 ７７８ ２２７７ 罗店杨南路２０７３号 ３６１３３３８６

繁荣村 ６０５ １８６９ 月罗路２１９８号 ５６８６１３６０

北金村 ６０８ １９４８ 沪太路６４８６弄１６号 ５６０１０９２８

南周村 ６８５ ２２０８ 长联路７０１号 ５６０１０９３７

张士村 ６２６ １９８６ 联杨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５６０１１１４９

富强村 ７２１ ２３５０ 沪太路６６６６弄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０２２５

远景村 ６５９ ２１０５ 沪太路７０００弄４８０号 ５６０１０３２１

联合村 ５０６ １４９３ 联杨路４５６８号 ５６０１０３０８

捕捞大队 １７８ ４９７ 月罗路２４６８号 ５６８６０２１１

古镇居委 ７７９ １８８２ 市一路２５６弄１１号～１３号 ５６８６３８２９

罗南居委 １７４ ４１０ 南东路２５号２０３室 ５６０１０７８６

新桥居委 ７７５ １９５２ 市河街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２

向阳居委 ７１３ １７１３ 向阳新村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６３８１３

祁南居委 ４２７ ８４６ 祁南二村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７

富丽居委 ９４２ ２２２４ 富南路１９９弄５５号 ５６０１０９９６

富南居委 ８６ １７６ 南长路１０８弄１１１号 ６６０１０３４０

金星居委 １６７ ４０５ 集贤路５００弄３４号 ６６８６６２６９

富辰居委 １０３ ２３０ 南东路１０８弄１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１２７５５

罗溪居委 ２２９ ４９４ 罗溪路６７１弄１６号２０１室 ６６８６６６５１

罗新居委 ５７ ９１ 集贤路８００弄２６号 ６６７１２０８０

金星二居委 １５８ ３１０ 集贤路５０１弄１３０号 ５６８６６５０８

顺驰美兰湖居委 １０６ ２３６ 罗迎路５５８弄１００号 ５６５９０５４２

颐景园居委 ２４５ ３３０ 美艾路１９８弄１９２号～１９６号 ３６５０９９１８

（周　祺）

■社会事业　实现义务教育经费“三个
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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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共投入教育经费

１２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５６％。罗南
中心校迁入美兰湖小学，创新 ０岁 ～３
岁散居婴幼儿早教指导工作机制，取缔

非法办学点２个，妥善解决外来随迁子
女入学问题。完成计划免疫接种２８５５０
人次，落实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慢性

病人管理 １５５２８人、精神病人管理 １１４
名，完成６５岁以上老年人视力普查７９４８
人次；完成合作医疗参保１１０２１人，参保
率达１００％，合作医疗门急诊、住院报销
１５３万人次；免费为３４００余名老年农民
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１２２８名老人纳入
居家养老服务，走访慰问９０岁以上老人
１１１０人次，政府向困难和高龄老人赠送

“银发无忧”意外保险２６００份，新建、改
建标准化老年活动室４个，美兰金苑养
老院收住老人３００人。全面落实计划生
育奖励补助政策，向４５７７人发放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金，５４９２人次接受优生优育
等培训，为９９０户０岁～３岁婴幼儿家庭
实施免费科学育儿指导服务，向１４５户
特殊老人家庭提供“生育关怀·耆彩人

生”系列关爱服务。成立罗盛、朗诗、岭

域、郡园等４个居委会，祁南、顺驰等 ９
个居委被命名为上海市“平安小区”，颐

景园小区被命名为宝山区“绿色小区”，

电子台账运用率１００％。完成新增廉租
住房申请家庭１户、宝山区第二轮共有
产权保障房选房１１户，通过第三轮共有
产权保障房审核１２户。办理房屋租赁
备案３１１６户。完成十年村农村家庭办
宴示范点的创建工作。

■平安建设　完成党的“十八大”安保
任务，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加强

“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规范化建设和

管理，推进“红袖章”工程建设，实有人

口、实有房屋管理实现全覆盖，加快形成

大调解、大联动体系。推进四方花苑、富

辰花苑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平安小区”

“平安单位”“综治进企业”等创建工作

有序展开。加强村（居）委安全监管网

络，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得到有效落实，安

全形势稳定可控。坚持领导信访包案制

度，严格落实“五定三包”（定牵头领导、

定部门负责人、定具体办案人、定结案和

汇报时间、定回访巩固率；包案、包人、包

落实）责任，有效化解信访矛盾。全年实

施专项整治 ９５次，取缔非法加工油漆
桶、废品收购站等５７处。刑案立案２８２
起，比上年下降 ２６９４％；盗窃案件 １７６
起，下降２９８８％；“八类”案件２０起，下
降２３０８％。检查重点行业、企业 ３９１８
家次，整改隐患 ９５％，关停危化企业 ５
家，处罚非法营运 ４８５２起。完成 ２１个
村１８个居委消防工作站（室）的建设。
取缔非法调换、储存液化气场所２处，没
收烟花爆竹百余箱，排除特种设备安全

隐患 ６０３起，取缔废旧衣物加工点 １３
处，组织安全生产培训２５００多人次。接
待来访８９３批１６０８人次，受理来信４８５
封１０９９人次、电话３２次，调处各类矛盾
纠纷６２７件，成功调解 ６２１件。实现农
产品生产过程监管 １００％、蔬菜农残检
测合格率１００％。全年取缔各类无证照
经营５５家、非法行医点１４户次。在应
对台风“海葵”期间，组织抢险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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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人，转移安置人员５０７５人。

■精神文明建设　利用东方讲坛等资
源，多渠道开展群众性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举办各类讲座１１场。组织开展“我
身边的感动”“评选感动罗店人物”等活

动。上报市、区电视媒体新闻 ２１７条，
市、区纸质媒体录用２３１条，网络媒体录
用３６３条，更新党政网信息 １０９４条，发
放《金罗店》报２１万余份。开展各类群
众性文体活动，组队参加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邮轮靠泊欢迎仪式等活动。放映公

益电影１０场、数字电影６９０场，完成市、
区文化资源配送演出３４场。完成百姓
游泳池试运营，建成健身步道２８条。

■罗店新镇开发　推进美兰湖４Ａ级景
区创建，举办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

上海城镇化发展研讨会、美兰湖艺术之

旅、首届美兰湖嗨皮节、第一届宠物嘉年

华、第五届中美物流会议等活动。成立

国际文化城镇产权交易中心，建设上海

美兰湖母婴健康中心。新镇内 Ｂ３－２、
Ｆ１－３、Ｅ４－１地块挂牌出让，新镇房产
销售２５８万平方米，实现销售额 ３９１
亿元。全年接待游客近１０万人次。

■罗店老镇改造　加快推进宝山癨园建
设。完成市河一期、亭前街二期房屋立

面及塘西街至新桥段南侧立面整治。完

成梗浦桥恢复重建工作，启动原罗店汽

车站综合改造方案，完成向阳新村１５号
～１８号旧房改造。推进老镇内商业、住
宅、综合地块的收储工作。

■宝山区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建设
　年内完成民房动拆迁签约１７９２户，剩
余未签约 ４８户；企业动拆迁签约 １８８
家，剩余未签约５家。区属保障房建设
有序推进，Ａ１－Ａ４地块主体建设全部完
工，进入小区住宅内配套施工阶段。宝

山工业园区农民动迁安置房 Ｄ１、Ｄ２地
块开工建设，２００万平方米市属保障性
住房全面开工建设，部分市政公建配套

项目开工建设。成立罗店大居管理服务

公司和大居综合整治管理队伍，加强罗

店大居建设期社会综合管理。

■政府信息公开　年内产生政府信息
１２２条，其中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１９条、依
申请公开２５条、不予公开７８条。受理
群众依申请公开信息１５０件，及时回复
率１００％。接受市民咨询政务公开 ８４１

次，其中咨询电话接听３８次，当面咨询
接待４２０次，网上咨询 ３８３次。政府信
息公开专栏访问量为２９７９７３次。向“上
海宝山发布”上报８２篇，采用３３篇，采
用率４０２４％ ，总得分 １８１分。在宝山
区政府网站发布动态信息６１条，宝山区
办公业务网发布信息１７０条。完成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督办事项１８件，做到件件
有落实。

■基层组织建设　完成村委会和居委会
的换届选举任务，１９个村全部实行“海
选”（繁荣村２０１１年已完成选举），海选
率１００％。以“走进群众、服务群众”为
主题，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开展

组团式联系走访服务群众工作，实现

１００％的走访率。实施“基层后备干部
１００工程”，举办基层后备干部培训班。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执行党

委、政府“三重一大”流程，签订“一岗双

责”责任书，开展基层干部重大事项报告

延伸，召开干部家属廉政建设恳谈会，确

保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做好

对大居动迁工作、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管。

完成工会、妇联的换届选举工作，产生新

一届委员会。完成基层妇代会与村、居

委的同步换届。团组织在２１个村实现
全覆盖。通过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镇创

建验收。完成２０１２年征兵及１４９９人适
龄青年兵役登记核验工作。

■宝山寺移地重建工程获鲁班奖　宝山
寺移地重建工程历时５年，年内获中国
建筑工程最高奖项鲁班奖。新宝山寺整

体建筑风格为仿晚唐风格，设有天王殿、

钟鼓楼、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建筑，木料

均采用非洲红花梨木，所有构件均采用

榫头连接，没有一枚钉子，整个建筑古朴

厚重，大方典雅。

■承办“湖上海风”中国画邀请展　６月
１０日至 ３０日，上海美兰湖国际美术馆
承办“湖上海风”———浦东新区美术家

协会中国画邀请展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７０周年
画展。画展由浦东新区美术家协会、上

海金罗店开发有限公司主办，上海美兰

湖旅游公司、上海群惠广告有限公司、罗

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秦宋人家协办。

这次展览汇集浦东美协２１名会员的１５０
幅中国画作品。

■罗店百姓游泳池对外开放　７月 １０

日，位于罗店镇美兰湖社区文化中心内

的百姓游泳池正式对外开放。罗店百姓

游泳池总投资１５０万元，长２５米、宽１５
米，水深１２米，各类设施配置齐备，并
具备拆装功能。泳池两小时收费２０元，
开放时间为下午一点至晚上八点半，泳

池上午安排游泳培训。

■举行罗店镇第三届运动会　９月 ２８
日，罗店镇第三届运动会在罗店中学举

行。运动会本着“全民参与、全民运动、

全民健康”宗旨，突出“大众化、生活化、

社会化”理念，达到“提高市民身体素

质、提高体育健身人口、提高社会参与程

度”为目标，设有中国象棋、健身操、扑克

８０分、跳绳、踢毽子、篮球、拔河、乒乓、
广播操、消防运动、羽毛球、田径１２个比
赛项目，共有７６家单位，２万余名运动员
参加。有６３个单位、９００多人次分获 ８
个团体奖、１２个单项奖、１２个优秀组织
奖、９个体育道德风尚奖。

■举办２０１２年ＢＭＷ高尔夫大师赛
　１０月２５日 ～２８日，在上海宝山美兰
湖高尔夫球场举办２０１２年ＢＭＷ高尔夫
大师赛。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王延梅，区委副书记、区长汪

泓，副区长陶夏芳，ＢＭＷ 集团董事伊
恩·罗伯森博士等出席颁奖仪式。首届

ＢＭＷ大师赛总奖金高达７００万美元，共
吸引７４名世界顶级高尔夫球手参与角
逐。整个赛事共吸引４２５００人次到美兰
湖观赛，最后一天有１９０００人入场观赛。
瑞典名将皮特·汉森以总成绩２６７杆１
杆优势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麦克罗伊获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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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总面积４８平方公里，其中
宝山工业园区规划用地 １１２８平方公
里，北?川路以东的沿江产业发展区

７６１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１０３８２７公
顷，比上年减少１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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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５４户、２８４５７人，分别
比上年增加５３户，减少７５人，其中非农
业人口１９１０３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３７９１１人，增加２１６９人。常住人口出生
率２２２‰，人口自然增长率－０３６‰，户
籍人口计划生育率 １００％，来沪人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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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率９８％，人口密度１３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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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党员２４０３
人，其中老龄党员１０１４人。辖区内有法
人单位６４７４家（含大公司下设的分支机
构、分厂），个体法人９３６个，学校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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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

展新产业、打造新市镇、建设新农村”为

重点，把罗泾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文明”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滨江新镇，巩固“国家卫生镇”

和“上海市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

镇”创建成果，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区工

作。年内获“上海市容环境社会公众满

意度测评郊区组第一”“上海市残疾人

工作先进单位”“民族团结进步达标乡

镇”“上海市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示范社

区”称号。“上海市文明镇”通过复评、

实现“绿色小区”“文明小区”“健康小

区”创建全覆盖。镇政府地址：飞达路

８５号。

表１０ 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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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０４ ５８２０ ２６２５ ３１９５ ２０．４６ ４４８ ８．３４

２００５ ６０５６ ２７６６ ３２９０ ２１．０４ ２３６ ４．０５

２００６ ６３６１ ２９３２ ３４２９ ２１．９２ ３０５ ５．０４

２００７ ６６５０ ３０８８ ３５６２ ２２．９２ ２８９ ４．５４

２００８ ６９５９ ３２３８ ３７２１ ２４．１０ ３０９ ４．６５

２００９ ７２７３ ３４１４ ３８５９ ２５．２４ ３１４ ４．５１

２０１０ ７５５３ ３５６８ ３９８５ ２６．４１ ２８０ ３．８５

２０１１ ７９１１ ３７３６ ４１７５ ２７．７３ ３５８ ４．７４

２０１２ ８３２８ ３９４０ ４３８８ ２９．２７ ４１７ ５．２７

表１１ ２０１２年罗泾镇学校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人） 教职员工（人） 地　址 电话

罗泾中学 ２３ １０００人 ８７ 罗泾镇东朱路８号 ６６８７０１０５

罗泾中心校 ２２ ９２０ ６９ 陈东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７１８６４

罗泾中心幼儿园 １５ ５０４ ５９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号 ５６８７１９８１

罗泾第二幼儿园 ３ ８６ １９ 宝山区潘沪路３０１号 ３６５８１９２８

民办肖泾小学 ２３ １２６８ ５９ 沪太路９１０１号 ６６８７８２０８

宝宝乐幼儿园 ９ ３５２ ２９ 罗泾新陆村委西侧 ５６８７４０４１

■经济建设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推进
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推进罗泾港配套

产业园开发建设，厦门象屿一期主体结

构封顶，中国五矿华东物流基地、上海国

际酒类贸易中心完成前期工作。新建飞

跃路、罗东路、泾勋路、泾灿路４条道路。
调整优化沪太路沿线企业产业结构，上

海木材交易中心、钢之杰、同创陶瓷和唐

津机械等项目开工建设。启动大唐新能

源项目，关停三水公司和水源地保护区

内７家企业，万元产值企业综合能耗同
比下降３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宝
山经济发展区、民营科技园等为主体的

招商引资工作呈良好态势，全年新增招

商户数９１０户，注册资金１２亿元，比上
年增长１４％。全镇税务户管企业 ５１３６
户。年内，全镇完成增加值 ３２４亿元，
与上年持平。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

２６亿元，下降６５％。税收收入９４亿
元，减少７６４％。２１个村共完成区级地
方财政收入１４２６万元，增长００２％。规
模以上企业共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３７９７
亿元，比上年减少１０９％。实际利用外
资８０７万美元。销售商品房 １９８万平
方米，销售金额９６１１万元。经营性固定
资产投资 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４亿元，增长１３％。
实现农产总产值８８４９万元，农产品销售
产值４５００万元，增长７１４％。

■社会事业　根据城乡社会事业设施配
置均衡化和城乡公共服务与管理同质化

要求，加快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健全

民生保障体系。罗泾第二幼儿园和罗泾

中学二期交付使用。依托城乡教育联建

体建设，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

幼儿早期教育等均衡发展。依托科技创

新屋等资源，推进科普教育、科技兴农等

工作，被评为“上海市科研成果推广应用

示范社区”。推进上海市健康试点镇工

作，深化“优医组团”等工作，健全镇村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深化“上海市民间

艺术之乡”创建成果，举办罗泾镇首届

“古韵新彩”民间文化节。依托“婉娥之

乡”沪剧社、“罗泾十字挑花”工作室等

资源，开展文化下乡演出５０余场。举办
漫画艺术培训班。罗泾舞蹈队获上海市

第十届“华文奖”艺术大赛金奖。巩固

“全国全民健身先进单位”成果，罗泾市

民健身中心建成并向社会开放，组织开

展各类群众性体育活动，组队参加上海

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４人分获“漕河泾
开发区杯”钓鱼比赛抛竿钓、手竿传统钓

和台钓一等奖。气功队获全国百城千镇

健身气功交流展示活动“顾村杯”宝山

选拔赛二等奖。获上海市首届农耕健身

运动会插秧第二名、搓跳绳第二名、池塘

摸鱼第三名。围绕提升市民文明程度和

城市文明水平，开展以“四季行动”为主

题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志愿服务实现

常态化。

■就业和社会保障　坚持自主就业、扶
持创业和就业援助相结合，通过建立就

业帮扶站和开展“青年就业启航”等活

动，加大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力度，新增

就业岗位 １２３０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４７８人，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按
时安置率１００％。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新农保扩覆参保人数１０９９人，３５２名新
征地人员全部落实社会保障，各类人员

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完善社会救助

和综合帮扶体系，试行大病医疗综合帮

扶政策，为困难人员发放一次性补贴；失

智老人居住屋正式启用，居家养老运作

机制得到完善；完成镇残联换届工作，被

评为“上海市残疾人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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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７人次、３４６０７万元，分
别减少２４７０人次、９９９６２元。

■镇村建设与管理　加强规划引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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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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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１ １４４１ 金石路东首西南 ５６８７１０７０

川沙村 ４６８ １４２４ 东升路１号 ５６８７１８４５

宝丰村 ４６４ １４３６ 陈川路３５０弄７８号２楼 ５６８６１５２５

牌楼村 ２７４ ９０９ 青三路二房宅５８号 ５６８７５２９５

合建村 ４２０ １４２０ 罗宁路１９９６号 ５６８７１０８９

潘桥村 ４８６ １６６５ 潘川路２５８５号 ５６８７１８５６

陈行村 ４４０ １４１３ 陈镇路２８５号 ５６８７２０８９

海星村 ５５８ １９４９ ?川路江陈路口 ５６８７１５４４

花红村 ３８７ １２６９ 跃龙桥东北堍 ５６８７０３１３

新陆村 ３５３ １０６３ 东升路６号 ５６８７００１３

王家楼村 ３０６ １１４１ 罗北路１５５８号 ５６８６１４２２

新苗村 ４８１ １６０８ 沪太路集宁路口 ５６８７１７６９

塘湾村 ３８０ １２８４ 沪太路９６０５号 ５６８７７１６５

洋桥村 ３６４ １１４３ 沪太路９８９８号 ５６８７８７９５

合众村 ２６４ ８３１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３楼 ５６８７０２１４

高椿树村 ３９８ １３３２ 潘川路９９９号南首 ５６８７４１２０

三桥村 ４０９ １３７９ 金石路富长路口 ５６８７０２０３

肖泾村 ４２７ １４２５ 沪太路８８５８号三楼 ５６８７０１２２

民众村 ２６４ ８６６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５６８６０１３０

解放村 ３３４ １１７６ 沪太路８２３７号 ５６８６７８５１

和平村 ２９８ ９４９ 罗北路潘泾路口 ５６８６２５８９

第一居委会 ２１９ ５２５ 陈东路７９弄１５号 ５６８７８６５１

宝虹家园 １１１ ２１１ 陈川路５５５弄１１号 ５１２８３０２５

宝通家园 ７９ １３２ 潘新路１１８弄 ６６８７９１２３

宝悦家苑 ２１ ４３ 罗宁路３０３０弄１４４号 ３６３８００２５

（柏淑君）

持建管并举，注重生态环境先行、基础设

施先行，展现“水韵生态城、宜居新市

镇”的上海北大门形象。完善新镇控制

性详细规划和新市镇风貌规划，完成罗

宁新苑配套商品房地块出让以及宝平苑

东侧地块的收储工作。完成陈川路大中

修和罗宁路绿化景观工程建设，城市灯

光工程以及生态河道治理同步实施。北

郊一号四、五期商品房实现预售，小朱地

块普通商品房开工建设，宝祥新苑配套

商品房交付使用。宝山８６路公交线路
开通。基本完成３个新基地动迁任务，
全年完成动迁１０６户，安置３０５户，削减
３个动迁基地。巩固“国家卫生镇”和
“上海市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镇”

创建成果，推进创建国家卫生区工作，全

面落实市容环境网格化、精细化管理。

加强对农村公路和雨污水管网的管理和

养护，在区农村公路管理、农村村宅改造

和污水集中处置常态长效管理工作考核

中名列第一。完成８条（段）河道的综合

整治和１０条（段）河道的轮疏计划以及
创建模范绿化城区 ２７６７公顷造林任
务，在区河道长效管理工作考核中名列

第二。健全拆违控违长效工作机制，共

拆除历史违法建筑２１９９平方米。

■新农村建设　实质启动沿江生态农业
综合治理工程，标准化水产养殖基地和

相关配套设施投入运行。完成王家楼村

和高椿树村为农综合服务站建设，覆盖

全镇的为农综合服务网络初步建成。完

成潘桥合作农场整合试点工作，提升农

业生产专业合作社和合作农场运营管理

水平，形成民众、新苗等一批典型合作农

场。“宝农３４”粮食生产产业化项目通
过市级验收，罗新蔬菜园艺场完成标准

化设施改造并投入使用，建立丰产示范

方５个，粮食生产实现“五连增”，小麦和
水稻亩产分别达３３１公斤和５５１公斤。
“宝农３４”大米连续第四次获上海市优
质大米金奖，长江口大闸蟹获“王宝和

杯”全国河蟹大赛评比金蟹奖。实施

《关于加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流转管理

等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规范村级集体

土地管理。

■平安建设　以创建“上海市平安社
区”为抓手，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放在事

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加大

矛盾预防化解力度，畅通社情民意反映

渠道。完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社会稳

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试行信访突出

问题调处行政效能问责制。注重源头预

防和基层调解，坚持领导接访、下访、包

案和矛盾调解联动机制，规范信访秩序，

加大对初信初访的化解力度，有效化解

和缓解一批涉及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劳

资纠纷等突出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全

年未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逐步深化

和推广合建村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成

果，依托村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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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群

防群治工作，发挥“红袖章”队伍作用，

推进城市图像监控系统和农村道路“亮

灯”工程建设，“１１０”报警数和刑案发案
数得到有效控制，入室盗窃等严重影响

公共安全感的案件发案数明显下降，社

会治安状况保持稳定。落实安全监管责

任，开展清剿安全隐患集中行动。实施

安全隐患滚动排查，强化整改落实，持续

加大对非法行医、废品收购、黑网吧等无

证照经营行为的综合整治力度，有效遏

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坚持“以人为本、

服务为先”，提升社区建设与管理水平。

健全完善“四位一体”（社区党支部、居

委会、业委会、物业会）联席会议机制，推

进村居联动，加强社区综合治理，完成居

民小区设施维护改造和动迁居民住房使

用、管理情况调查工作；成立宝悦家苑业

委会。开展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活动，

收集居民意见与建议 １０８９条，解决率
９０％以上；举办“魅力罗泾、温馨夏夜”
社区纳凉晚会和“新罗泾、新印象”系列

活动，实现“绿色小区”“文明小区”“健

康小区”创建全覆盖。

■开展清剿安全隐患集中行动　贯彻落
实国务院、市政府及区政府开展“打非治

违”专项行动的工作要求，成立清剿安全

隐患集中行动领导小组，设立清剿办公

室，从５月至年底，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清
剿安全隐患集中行动。建立工作例会、

信息报送、督查整改、长效监管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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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罗泾镇首届“古韵新彩”民间文化节开幕 罗泾镇／提供

制订实施生产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

全、食品安全、建筑安全、无证照整治、出

租房整治等行动方案。各村、居、公司等

开展自查自纠，清剿行动领导小组组织

集中行动，分批对镇域内的生产企业、在

建工地、门面店铺、村民出租房、集贸市

场、餐饮食堂等场所进行检查。针对隐

患立即或限期整改，落实专人跟踪督改，

并建立和完善长效监管机制。至年末，

累计排查安全隐患 ９９２条，完成整改
９５６条。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视察罗泾农村文
化事业　７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委常

委、上海市委秘书长尹弘等一行到罗泾

视察农村文化事业，区委书记斯福民、区

长汪泓等陪同视察。俞正声到罗泾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观看罗泾十字挑花现

场制作过程、婉娥之乡沪剧社表演，并与

在场群众交流。

■罗泾第二幼儿园开园　９月 ３日，罗
泾第二幼儿园正式开园，共招收３个小
班，实际幼儿８３人。宝山区罗泾镇第二
幼儿园地处罗泾镇新开发商品房北郊一

号区域范围内，毗邻罗泾公园，建筑面积

４１１６平方米，总用地面积７３３２平方米，
户外绿化面积３２１６平方米，绿化面积达
４１３％。园内拥有９间幼儿教室，９间午
睡室，４间专用活动室，１间多功能活动
室；可招满９个班级，满足３００名幼儿的
入园需求。

■举办罗泾镇首届“古韵新彩”民间文

化节　１１月１５日，罗泾镇首届“古韵新
彩”民间文化节在罗泾社区文化活动分

中心开幕。艺术节从１１月１５日持续至
１１月３０日结束，期间有沪剧表演、“金
秋菊花展”“罗泾十字挑花艺术展”“民

间书画作品展”以及“漫画习作展”等各

类活动展示。　

■罗泾舞蹈队获上海市第十届“华文
奖”艺术大赛金奖　１２月１日，上海市
第十届“华文奖”合唱、舞蹈、器乐、服饰

风采艺术大赛在杨浦大剧院举行。罗泾

镇舞蹈队表演的《六月清荷》获金奖。

共有来自江、浙、沪及河北等省市的共

５２个文艺团队参赛。

■上海木材交易中心开工建设　１２月
１７日，上海木材交易中心开工仪式在罗
泾镇举行。上海木材交易中心东至上海

松川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南至潮塘、西至

沪太路，建设用地面积２９５８１９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６９４６７平方米。中心由上海
新瞡储置业有限公司运作，计划建成木

材相关行业现货、期货电子交易平台，提

供全球木材市场实时信息，兼具在线订

单、融资担保、商务会展、资质认证等配

套服务，形成一个全国性、多行业渗透、

产业链完善的大型综合性交易平台。

■上海国际钢建筑创意中心开工建设
　１２月 ２７日，上海国际钢建筑创意中
心项目开工仪式举行，副区长夏雨出席

开工仪式。上海国际钢建筑创意中心是

罗泾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重点项

目，位于罗泾镇沪太路、潘川路路口，占

地面积 ７２８４１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１２１００２平方米，计划建设集创意、设计、
研发、咨询、培训、展示为一体的上海现

代金属结构创意设计产业园，逐步打响

“中国钢创”品牌。 （柏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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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个行
政村，５５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有户
籍３３５０５户，比上年增加 １４５７户；户籍
人口８３６７３人，其中城镇居民７２６５４人，
分别增加３３６９人、４８８２人；列入管理的
外来人口１５４３８５人，增加１７６８１人。户
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４９％，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率 ９８６３％，户籍人口出生率
１１２５‰，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０１‰。
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３１６４户，个体工商户
２８８４户，学校３５所。镇党委下辖９个党
总支、１５９个党支部，登记党员６２０２人。
建有农民健身工程１５个，居民健身点６４
个。２０１２年，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４０１９亿元，农业总产值 ０３９５１亿元，
工业销售产值 １３８６４亿元。实现增加
值５８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５％。完成合
同外资１８４万美元，外资到位数８０１万
美元。完成国家税金 ２２３７亿元，增长
８５％。实现区级财政收入 ７７２亿元，
增长１０％。完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
７１亿元。劳均收入 ３２３５５元，增长
１１１％。人 均 收 入 ２１８３８元，增 长
１１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０８
亿元，增长１２％。粮食总产量８９４吨，上
市蔬菜４６４９吨。年内，顾村镇获“上海
市平安社区”“上海市禁毒工作先进集

体”“反邪教优秀社区”等称号。谭杨村

被评为“上海市村容整洁示范村”称号。

荻泾苑居委、泰和新城第三居委、菊泉新

城第二居委、世纪长江苑居委、顾村居

委、铂庭居委、上海馨佳园第十二居委

（筹）、绿地宝里居委（筹）、自然居家园

居委（筹）被评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小

区”。顾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上

海刘行经济发展公司、上海东方泵业（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被评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单

位”。

■经济建设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投入资金４０００余万元，相继调整关闭联
谊路南侧的联谊石灰厂、搅拌站、钢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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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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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 １８９２ １６．５２

２００９ １５８３３ ７５７６ ８２５７ ２０．００ ２４９４ １８．６９

２０１０ １７０９９ ８１２６ ８９７３ ２２．５ １２６６ ７．９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２１ ９８３３ １０３８８ ２２．８１ ３１２２ １８．２５

２０１２ ２１７７４ １０７１３ １１０６１ ２３．４２ １５５３ ７．６８

表１４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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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２ １５４ 电台路９３号 ５６０４２５７２

刘行新华中学 ２１ ８０５ ６７ 菊太路１０５８号 ３３９１２９５８

宝虹小学 １６ ５３０ ４１ 菊盛路１５０号 ６６０２５３１０

顾村中心校 ３２ １３８８ ８８ 顾北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４２４２８

泰和新城小学 ２２ ９３８ ６７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１８８号 ５６０４５５２０

共富新村小学 １９ ７９０ ５３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９７８

菊泉学校 ２４ ９７９ ６３ 菊太路３２１号 ６６０２８２８９

共富实验学校 ４６ ２０４７ １３５ 共富路５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０３２

顾村中心幼儿园 １２ ４６０ ３１ 顾北东路９９号 ３３８５５６１７

刘行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４９０ ３４ 菊太路１０７７号 ５６０２２８１４

泰和新城幼儿园 １０ ３５９ ２２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３５号 ５６０４８４４７

依云湾幼儿园 １２ ４４３ ２７ 顾荻路１５０号 ３６０７０８６２

荷露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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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３９６ ２８ 菊太路４５６号 ６６０２６１８１

菲贝尔幼儿园 １０ ４２０ ４２ 共富二村３０１号 ３３７０３２５６

海兰小学 ２４ １０３９ ３１ 陈广路５５５号 ５６０２０１４８

蓝天小学 ４０ １１０６ ６２ 宝安公路２２４６号 ６６０２１７２８

沈宅小学 １２ ５３５ ２２ 联杨路２２２８弄１号 ６６０２７０３８

顾教小学 ３３ １４９０ ５８ 刘行菊泉街５２８号 ５６０２６７７０

小雨点幼儿园 ６ ２１８ １５ 教育路５６７号 ５６０４０７９９

彩虹幼儿园 １１ ３８６ ３１ 宝菊路８５８号 ３３８５１７６１

沙浦路幼儿园 ８ ２６８ ２１ 沙浦路３７７号 ６６９７５５２６

帕堤欧幼儿园 ３ ７８ ８ 顾北路５２９弄１号 ６６０２８３７６

馨佳苑幼儿园 ４ １１３ １１ 丹霞山路１９９号 ３６５１３３１２

场等一批“二高一低”（指高能耗、高污

染、低附加值）劣势企业。投入资金１４
亿元，对工业园区内的上海胡庄金属制

品厂和上海华阳实业公司用地实施结构

调整，关闭特申特公司、顾良实业公司、

雅固物流、敦杰金属制品厂等企业，为园

区产业能级提升提供发展空间。在?川

路沿线，推进百联配送、市政一公司和亚

太集装箱等地块的调整转型。上海闸殷

气体厂、上海联合气雾制品灌装有限公

司、上海宝刘化工储运责任有限公司、上

海市专利技术工贸公司陈行化工仓库、

中远关西涂料化工厂（上海）有限公司

等５家危化企业的调整工作按照时间节
点稳步推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顾村

工业园区整体转型为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正式获市经信委批准认定。成立机

器人产业园专家委员会，引进鑫燕隆汽

车焊接流水线和发那科二期等智能装备

制造业项目。上海国际网购生活广场

（一期）建设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启动建

设长三角服务外包基地上海共富园（三

期），绿地正大缤纷城项目进入内部装修

阶段。加强招商引资，顾村新城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投入运营，上海呼叫中心产

业基地海宝示范园、长三角服务外包基

地上海共富园、红石电脑商务楼等服务

业载体的招商实现平稳增长。全镇累计

完成新增企业招商６８６户，新增注册资
本７９２亿元。

■城镇建设与管理　推进动迁工作，在
上报区政府作为２０１２年度考核任务的
１３个动迁存量基地中，盛宅居住区 Ｆ
块、潘泾路（三期）、康宁路拓宽改造、顾

村公园二期王宅段（４／５／６号地块）、顾
村公园捆绑地块安置基地配套商品房建

设项目、Ｓ６陈行段、顾村生态专项整治、
秦家塘基地、胡庄生态绿带（小黄宅）等

９个基地提前完成削减任务，动迁基地
削减工作获全区考核第一名。顾村公园

二期、Ｓ６公路等重大市政项目动迁工作
进展顺利。在动迁基地日常管理方面，

通过加强巡查和管控，乱倒渣土、空置房

出租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加大城镇管

理力度，上半年在宝安公路、沪太路沿线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共计清理

建筑垃圾 ３５００余吨，道路环境得到改
观；加强对废旧物堆场、露天仓库、在建

工地、停车场日常扬尘污染防治监管，噪

音、扬尘等主要环保指标明显改善。推

进拆违控违工作，全年共计拆除各类违

法建筑９５０３平方米，控违４３８７平方米，

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的回潮势头得到遏

制。推进新农村建设，胡庄、盛宅、顾村、

杨木桥、羌家、正义等 ６个行政村完成
“区级生态村”创建工作，采菊苑、檀香

湾、世纪长江苑、好日子大家园三居等４
个社区成功创建区“绿色小区”。推进

城镇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启动杨泾地区

企业截污纳管等重点市政项目。开展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白杨村村宅改造

工程，落实老安、羌家、星星、谭杨、沈宅

等５个行政村的新农村建设长效管理机
制。全镇１２条镇级河道、４１条村级河
道、９０条队级河道基本实现“水净、坡
绿、岸清”的保洁目标。

■社会事业　加快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沙浦路幼儿园、顾北路帕堤欧幼儿

园投入使用，共富实验学校扩建工程

顺利推进，保利九年一贯制学校正式

立项，顾村幼儿园通过区级幼儿园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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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启动顾村九年一贯制学校筹建工

作。加强食品安全卫生监管，开展食

品专项整治检查１４次，出动执法人员
３００人次，检查各类食品经营户 ８０户
次。加强社区软、硬件建设，完成顾村

敬老院改扩建工程，养老床位增至２２０
张；新建７个老年活动室，老年人助餐
点运行情况良好，新增服务对象 ７９
人。新组建馨佳园三街坊等 ９家居
委，上投佳苑、依云湾、文宝苑、世纪长

江苑居委正式挂牌成立。择优录用６９
名新进居委干部，通过定期举办居委

干部培训班，夯实社区干部队伍建设。

推进健康卫生工作，全镇参加合作医

疗农业人口６３５３人，合作医疗统筹基
金７４２万元，镇保参加合作医疗门诊
４８５７９人次，缴纳统筹金 ２１８万元，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于 １２月 １８
日正式营运。推广健康社区管理模式，

新增３９个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群
众健康意识普遍提高。大型居住区馨

佳园的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翼家标

准化菜场建成并投入使用。丰富群众

文体生活，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成功

举办第六届“诗乡顾村”年会、“顾村

杯”民间赛诗会等系列活动。

表１５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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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０ １３８５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９２

顾村村 ５５１ １６７６ 顾北路８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２１

朱家弄村 ４３４ １４４５ 佳龙路２００号 ５６０４２６２７

羌家村 ７４０ ３２０６ 宝安公路１４３５号 ５６０４２５１７

谭杨村 ５９２ １９２４ 潘泾路８１５号 ３６０４２９７８

盛宅村 ７６８ ２４３９ 泰和西路３３５８号 ５６１８２５７３

星星村 ４８７ １５５０ 富长路跃进路 ５６０４３０６７

杨木桥村 ２９３ ９８２ 潘泾路６号 ５６０４２５０２

长浜村 — —
新顾村大家园 Ａ区 １０８号
１０２室 ５６０４０２５１

胡庄村 ５３０ １６４７ 共富路６０１号 ３３７１１１５３

老安村 １２３７ ３３６９ 沪太路潘广路１１１１号 ５６０２２６５１

沈宅村 ５８６ １７９０ 联杨路２２１１弄５号 ５６０２８８４６

归王村 ６７４ １９５１ 陆陈路３３８号 ５６０２３２５０

广福村 ６８７ １９６５ 宝安公路２１８５号 ５６０２０７０４

陈行村 ８８１ ２３１８ 陈广路５５６号 ５６０２９００３

正义村 ５１５ １４４３ 菊联路８９弄５６号 ３６３１２３２４

沈杨村 ５８０ １６５９ 顾陈路８０５号 ５６１８９０８１

王宅村 — — 陈富路１３２５号 ５６０２３１４７

大陆村 — — 沪太公路４８３７号 ５６０２３５１３

■就业与社会保障　实施就业促进工
作，共举办１２场“月月招聘会”，全年新
增就业岗位 ２１５０个，完成年度计划的
１００３％。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２０１５人以内。全年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１６０人，帮助９户“零就业家庭”实现就
业，成功扶持创业５０人，实现带动就业
４８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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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１起。做好被征地人员保障工作，加
强征地保障政策宣传，为顾村公园生态

建设３、４、５、６、７号地块，Ｓ６公路基地，
３５ＫＶ彭家变电站，菊太路道路新建工
程，顾村公园配套商品房５号地块，顾村
公园配套商品房Ｂ号地块等６个征地项
目１３０６名被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涉
及保障资金３亿余元。开展“五助”（指
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残）帮困活动，

全年累计发放低保、助学等各类救助资

金１２９７万元，全镇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覆盖对象１５８８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覆盖对象１１１人。完善居家养老服
务，实现居家养老指标４３名，为２７５３名
老人办理３１２５份“银发无忧”保险，组织
６０名志愿者与３００名高龄独居老人开展
“老伙伴”结对关爱活动。

■平安建设　打造城市安全运行最佳实
践区，形成村宅社区化、社区数字化、全

镇智能化的管理框架，推广星星村村宅

社区化管理模式，完善星星村信息化管

理系统。深化胡庄村、沈宅村、广福村的

村宅社区化管理工作，并实现与镇社会

管理指挥中心的联网。推进陈家行村、

白杨村、沈杨村、朱家弄村、盛宅村、老

安村等 ６个村的村宅社区化管理。星
星村村宅社区化管理模式获２０１２年度
上海市社会建设创新项目优秀奖。报

警类１１０数量６年来首次下降，社会管
理取得明显成效。加强镇管社区模式

探索，组建大型居住区馨佳园居委会党

总支和联合服务中心班子，指导和协调

社区管理工作，形成“镇、社区、居委会”

三级社区管理组织架构。完善公建配

套设施，成立馨佳园社区事务受理站和

卫生服务站，方便居民办理事务和就

医。加强馨佳园居民服务活动，全年对

馨佳园３０００余户常住户进行全覆盖走
访。打造安全智能城区，以建设智联城

为目标，完成全镇社会管理智能化指挥

中心系统建设，智联城管理模式覆盖全

镇约５万人口，在社会治安、防汛防台、
城市应急管理、城市安全运行中的作用

逐步显现。实行重大隐患分级挂牌督

办制度，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率达到

１００％。推进危化企业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安全监管与结构调整的同步推进。

信访维稳形势保持稳定，落实领导包案

制度、信访接待制度，群众初次来信办

结率１００％。抓好稳控工作，确保全国
“两会”和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期间的

社会稳定，未发生集访、非正常上访和

进京上访等情况，全镇社会运行平稳

有序。

■中央综治委调研组视察星星村村宅
社区化管理试点工作　３月２８日，以中
央综治委委员、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

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为组长的

中央综治委第六调研组到星星村视察

村宅社区化管理试点工作，区领导斯福

民、汪泓、周德勋、杨杰、汪彤等陪同调

研。宋秀岩一行听取村宅社区化管理

有关情况介绍，并在星星村沈行社区主

要道路口设置的治安岗亭与群众亲切

交谈。

■举办２０１２年上海樱花节　（参见中共
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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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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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２ １８１５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４７号１０３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６

泰和二居 ８１５ １８３５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６３号２０２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０

泰和三居 １０３６ ２３６０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１９

荻泾居委 ３２２ ７４５ 泰和西路３５２７弄３０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１

大唐居委 ７９２ １５１９ 大唐花园３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４９５０４

天极居委 ４７４ １０４４ 富联路２５弄４８号 ５６１８２７７４

顾村居委 ８１０ １７１９ 顾新路３２号 ５６０４３３４９

菊泉居委 ３９６ ９９３ 菊泉街６００弄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０９７９

共富一居 ９３３ １５１６ 共富路９９弄１８号 ３３７１０９４２

共富二居 ９５０ ２１５８ 共富一村８８９号 ３３７０２２７３

共富三居 ６７１ １４７９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２室 ３３７１２５５３

共富四居 １１２４ ２５６６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４室 ３３７１２３０５

共富五居 ４１７ ９２８ 联谊路５０１弄３７号３楼 ３３７０７３１６

共富六居 ６５４ １８４５ 共富二路１２０号 ３３７００３８７

共富七居 １７００ ２７４２ 共富路３５１弄８８号 ３３７０８３４２

新顾村大家园一居 ５５２ １３５２ 顾北东路５０１弄１３１号 ３３７１９２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二居 ６２１ １５８５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２９号甲 ３６０４１０３５

新顾村大家园三居 ３０９ ７６３ 顾北东路１５５弄１８３号 ３３７１９０３１

丰水宝邸 １２８０ ２７０６ 教育路５５５弄５１２号２０２室 ５６１８６７０２

成亿宝盛 １２９６ １２３３ 水产西路８５８弄３５号 ３６０４４２９６

菊泉新城一居 ４２２ ７８９ 菊泉街３９弄１６号 ６６０２９０８５

菊泉新城二居 ４１０ １０２４ 菊盛路５０弄１０号 ６６０２５０９２

菊泉新城三居 ７４５ ７３４ 陆翔路３５８弄９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２９７６８

菊泉新城四居 ４６４ ９４９ 陆翔路６９８弄１７号 ６６０２９０８６

菊泉新城五居 ３１５ ６２１ 菊联路１５７号５楼 ６６０２８２５６

菊泉新城六居 ２９８ １０５３ 菊联路６８弄３２号 ３６３１５０８１

盛宅一村 ４８９ ８２２ 富联路１２８弄１８号２０１室 ３３８５４５８６

绿洲花园居委 ３５５ ７８０ 沙浦路１２８弄３９号 ３６３１３３６３

铂庭居委 １４０ ２９８ 沙浦路５１８弄１号一楼 ３６３１３４００

好日子大家园一居 ９４０ ２５９５ 菊太路７７７弄１１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９７３６

好日子大家园二居 ２１５ ４３４ 宝菊路６５５号２楼 ６６０２６００２

新天地荻泾一居 ２９２ ６３８ 沙浦路３１１弄３８号 ３６３１４０３８

世纪长江苑 ３００ ６８４ 电台路５６８弄１７号 ３６３１０１３２

檀乡湾 ２１０ ４８５ 水产西路７２９弄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３８５５６４７

依云湾 １０４ ２１９ 顾北路６６６弄２号２楼 ３６３１０５４９

好日子大家园Ｃ（筹） ２５ ６０ 菊太路１２２１弄８２号 ３６３８３０２９

好日子大家园Ｄ（筹） ５ １４ 菊太路１３９９弄１９号 ６６０２８１９５

菊泉新城七居（筹） ５０２ ９６８ 菊联路２３３弄６８号 ３６３１５２８３

新天地荻泾二居（筹） ５２ ９６ 沙浦路３１１弄２９８号２楼 ５６１８３９３２

东方帕堤欧（筹） ５２ １０４ 顾北路７３９号 ３３７１５２２０

保利叶一居（筹） ９６ ４５０ 菊太路１１９８弄１０－１大会所二楼 ５６１８０２６５

保利叶二居（筹） — — 联杨路１０７８弄１０６２号４０１ ５６０４０５１６

自然居（筹） ６３ １５２ 水产西路１００７号三楼３１１ ３６３８１５８０

绿地宝里（筹） — — 富长路１０８０弄２５２号 ５６１８３９０７

馨佳园一街坊（筹） ２８２ ５４０ 韶山路４１９弄２８号１楼 ６６０２７５６８

馨佳园二街坊（筹） １２１ １７７ 韶山路４１８弄３９号１楼 ５６１８１３６３

馨佳园三街坊（筹） — — 菊泉街１５９６弄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８３６６８

馨佳园四街坊（筹） １４２ — 菊泉街２８９９弄８号４楼 ３３９１００５６

馨佳园六街坊（筹） — — 菊泉街１３４６弄３０号１楼 ５６１８６６９０

馨佳园八街坊（筹） ５１ １７５ 丹霞山路２５７弄６１号 ３３７０３７１１

馨佳园九街坊（筹） — — 韶山路３４８弄６号－１ ５６１８５９３５

馨佳园十街坊（筹） — — 韶山路２４５弄２０－２号２楼 ３６５０８３５５

馨佳园十一街坊（筹） — — 菊盛路８５１弄３０号２楼 ３６５１１５７９

馨佳园十二街坊（筹） １７１ ２９７ 菊泉街１２８０弄１９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４６２９８

馨佳园十三街坊（筹） — — 菊泉街１２８１弄５号１楼 ５６５６３６２９

（姜迪霞）

■市社会工作党委、市社建办调研社会
管理创新工作　４月１０日，市社会工作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市社会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袁建国一行到顾村镇

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袁建国一行实

地察看星星村村宅社区化管理工作推进

情况和大型居住社区馨佳园配套服务建

设进展情况，并与镇、村、居委干部和居

民群众进行座谈交流。

■市党代表走访联系胡庄村　 ４月１９
日，市党代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

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刘世军一行到顾

村镇胡庄村调研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工

作的落实情况。

■市政协副主席吴志明调研顾村大型居
住区馨佳园　５月４日，市委常委、市政
协副主席、市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在区

领导斯福民、汪泓、丁大恒、钟杰、沈伟民

等陪同下，实地调研顾村大型居住区馨

佳园建设和管理工作推进情况。在走访

馨佳园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

生服务站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过程

中，吴志明听取基地公建配套建设和社

区管理工作的情况介绍，并与社区群众

亲切交流。走访结束后，市政协重点督

办“加强实有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提

案专题座谈会在顾村公园召开。

■市政府调研室调研政府购买服务情况
　５月８日，市政府调研室副巡视员沈
瑞良一行在区领导姚荣民的陪同下，到

顾村镇调研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情况，听

取区地区办关于大型居住区馨佳园的建

设及管理情况以及顾村镇关于政府购买

公共服务情况汇报。

■市总工会主席钟燕群调研工会工作
　８月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钟燕群一行在区领导袁鹰、杨

卫国等陪同下，参观顾村镇总工会职工

服务中心和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

公司刘卫伟劳模创新工作室，慰问一线

工作人员以及劳模代表，送消夏用品。

■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参观发那
科机器人公司　８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市委副书

记、市长韩正带领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

负责人及各区（县）书记、区（县）长等实

地参观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区

领导斯福民、汪泓、夏雨、周德勋、连正华

５２３

顾村镇



等陪同。俞正声一行参观机器人展厅，

听取工业机器人进行生产作业的有关情

况介绍。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获市经信委认定授
牌　９月，上海机器人产业园正式获市
经信委批准认定，这是市经信委同意建

设的第一家机器人产业园区，标志着全

市首家以机器人产业为主题的园区正式

挂牌成立。

表１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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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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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３３４５８ １７９８５ １５４７３ ２２．０９ ２４５０ １．０８

表１８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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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８３２ ６０ 华灵路６２３号 ６６３７４４２７

大华二小 ２０ ６９３ ５９ 大华路８６３号 ６６３５３３００

行知小学 ２５ ９６５ ７４ 行知路３８９弄１号 ６６３９８９９５

大场中心校 ２２ ８０６ ６８ 南大路１６弄６号 ５６５０４３２６

祁连中心校 ２１ ９２８ ６２ 祁连二村１１８号 ５６１３２２１６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２９ １２６２ ７９ 丰宝路１３５号 ５６１３３３６０

２３ ９４３ ７８ 上大路１２６５号 ６６７４００２４

大华中学 １６ ５３４ ５１ 华灵路１３９１号 ６６３４０７０７

嘉华小学 ７ ２０２ ２２ 大华一路１５１号 ５６３５４６９６

中环实验小学 ５ １７２ １９ 华和路２５５弄１１号 ３６５２０１０５

山海幼儿园 １２ ４１６ ２６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４６号 ６６３５７６４１

大华一幼 ９ ３３０ ２０ 华灵路５３９号 ５６３５８４５１

行知实验幼儿园 １９ ６５８ ４５ 真金路１０３９弄４１号 ６６３７０９９７

乾溪二幼 ９ ２９５ ２３ 环镇北路４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５００２９２

联建幼儿园 ８ ２４８ １７ 南大路１３８弄５号 ５６６８１９０３

祁连幼儿园 １４ ４９４ ３２ 锦秋路１２８２号 ６６１６１３３９

经纬幼儿园 １２ ４０３ ２７ 纬地路８８弄１０５号 ６１０７３０１８

真华幼儿园 ９ ３０３ ２２ 真华路１３９８号 ６６４０７１７８

小精灵幼儿园 ９ ３３０ １７ 瑞丰路８８号 ６６１２１０７０

青苹果幼儿园 ９ ２６４ ２１ 真大路３３３弄３６号 ６５０８８９９８

慧华幼儿园 ９ ３０８ ２１ 南陈路２８０号 ６６６８０２８８

学府涵青幼儿园 ７ ２４７ １８ 涵青路３９８弄８０号 ６１４８９３８１

锦秋幼儿园 ６ １６８ １６ 锦秋路６９９弄１１２号 ５６６９８１９６

■副市长张学兵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１０月９日，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
学兵，市公安局副局长程九龙、姚志荣一

行在区领导斯福民、钟杰、杨杰等陪同

下，到顾村镇调研指导社会管理创新工

作。张学兵一行现场参观顾村镇社会管

理智能化联动中心和城市安全运行应急

指挥中心，听取关于“智联城”模型以及

“四联”（大联动、大联勤、大联防、大联

合）工作体系的情况汇报。

■翼家菜场正式开业　１０月 ２７日，顾
村大型居住社区馨佳园标准化菜场———

翼家菜场正式开业。区领导汪泓、夏雨、

周德勋、杨卫国等为翼家菜场揭牌，并为

“菜场食品安全监督员”颁发聘书。菜

场建筑面积１５００平方米，有生鲜、食品、
家化、家电等３０个大类近万种商品，为
大居居民日常购物提供便利。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开展联系社
区活动　 １１月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刘云耕一行到羌家村开展联系社区活

动，听取顾村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羌

家村基本情况介绍，并与羌家村村民进

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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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个居委会（包括２个
筹建居委会）。至年末，有户籍 ５３９５１
户，人口 １４４５０４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１１８８户、３５８８人；列入管理的外来流动
人口１８８０万人，增加２１９万人。户籍
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８９％，人口出生率
９３３‰，人口自然增长率２０２‰。镇域
内注册法人单位４１２户，学校４８所，其
中镇管学校２２所。镇党委下辖８个党

总支、１７４个党支部，登记党员１１０２８人。
年内，获全国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示范乡

镇、上海市献血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市全

民国防教育先进单位、上海市基本侨情

调查先进集体、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

秀镇、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为民

服务创先争优示范窗口单位、上海市计

生协会首批青春健康教育实践基地、上

海市敬老模范单位称号。镇政府地址：

大华路１４６９号。

■经济建设　结合南大地区整治、老镇
改造等建设开发，淘汰一批高能耗、高污

染、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企业，全年关停

２６家高污染、高风险企业。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比重保持２∶８，商业、商务业在
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达到 ４７％。共有在
建服务业项目 １３个，总建筑面积约 ２３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１３亿元。实现国际
研发总部一期、复地中环一期、尚大国际

（特警团）项目建成竣工。宜家家居、日

月光商业广场项目正式启动，复地中环

二期、大华虎城高层商务楼、酒店式公

寓、青岛啤酒、中邮普泰等项目按照时间

节点顺利推进。全年实现财政收入７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实现增加值
８６６亿元，增长１１９％。完成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９１亿元，增长１２％。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　一期集体企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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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９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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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３５ ３５２０ 华灵路１９１８号 ６６３６４１６９

场中村 ６３２ ２０９０ 沪太支路１０９０弄１２５号 ５６６８１６９４

联东村 ６０２ １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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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９ １０４５ 上大路１５８８号 ６６７４００３３

丰收村 ４３１ １３５３ 祁连山路２３９６号 ６６１６００２３

葑村村 ６７０ ２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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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一村六居 １４５３ ２１００ 新沪路１９８弄１２号２楼 ６６４０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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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江雅苑 １５７０ １７２０ 大华路９８８弄１２１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４２５８３

铂金华府 １５９８ １７６９ 真华路１０３０弄４６号１楼 ６６３４５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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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签约达到９５％，签约企业占地面积约
９９３３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９５％；一期
地块征地包干协议全部签订，同步启动

二、三期征地包干工作。启动一期 Ａ块
居农民房屋征收补偿工作。钢管厂地块

房屋补偿安置基地于９月开工建设。一
期内新建大场医院、文海敬老院等１５个
配套设施项目均已启动。

■城市基础功能建设　年内完成少年村
路、环镇北路东段拓宽工程、塘祁路沪太

路口拓宽工程以及南?藻浜路沪太路口

信号灯安装工程。完善市政基础设施，

完成６个小区消防栓安装并通过验收，
完成３个老旧小区和申华小学自来水切
换内管改造工程，对沪太路３４６７弄等４
个老旧小区实施燃气管道安装工程。完

成截污纳管三期工程，涉及５５万平方米
小区和２００余家企事业单位。

■市容环境管理　加强水环境综合治
理，对龙珠江等４条镇级河道实施轮疏，
对河道两岸污染企业制定治理方案，控

制污水排放；对镇域内重点扬尘污染源

开展排摸和整改，全镇降尘量均值为

７７吨／平方公里·月，控制在区考核目
标内。落实宝山区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工作，全年新建绿地约４５６７公顷，镇
域环境面貌得到改善。

■社会管理　加大无证照经营整治力
度，取缔无证照经营４５１家。推进“两个
实有”（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长

效管理机制建设。注重城市管理机制创

新，运行城市数字网格化管理平台，落实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工作。全年拆除
各类违法建筑１０万平方米，其中南大地
区拆违量达到全镇拆违总量的９８％，做
到新建违法建筑发现率 １００％，处置率
１００％，创建全区高档住宅无违法搭建示
范小区。全年未发生集体性食物中毒事

件，小南国餐饮有限公司等７０家餐饮单
位成功创建成国家级餐饮服务百千万工

程示范店。完成４８个居委和３个村的
换届选举工作，选举组建１９家居委会。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２０５５个，登记失业人员控制在３８００人。
启动扶持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计划，开展

“动漫职场”系列活动，举办１７场次招聘
会，１９２名就业困难人员得到安置。全
年共发放社会救助金 ３１１６万元，受益
８７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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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　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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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华四村七居 １８７５ １２８４ 真华路９９９弄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５９８０８

大华五村一居 １２８９ ６９５ 真华路１９５８弄２号２楼 ５６５０２８２３

大华五村二居 １１５８ ５０６ 真华路１８０１弄５４号１０２室 ６６５０９５５６

大华五村三居 ２９４３ ８３０ 真北路４３３３弄５６号 ３６３２４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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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宁园 ９７２ ７３５ 上大路１７８弄３２号２楼 ５６６８４５１３

慧华苑 ２１５３ ３２１ 南陈路２７８弄９１号２楼 ３６３８２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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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连一村三居 １０８８ ９２８ 聚丰园路５００弄６３号 ６６１６５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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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连二村三居 ６７７ ３５０ 聚丰园路６６９弄６５号 ６６１２７０２２

聚丰景都 ２７４４ ７１９ 聚丰园路６２８弄１６５号２楼 ６６１６７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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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连山路２７７７弄２０号１０１室 ６６１２２５９８

当代高邸 １５１２ １１７４ 聚丰园路１０５弄会所２楼 ５６１３８５４６

锦秋一居 １６１７ １４４１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８２７８

城市绿洲一居 １８８７ ９２７ 纬地路８８弄７１号１０１室 ６１０７３３１０

城市绿洲一居 ２３６８ ８６１ 涵青路３９８弄３６２号 ６１０７７７９８

城市绿洲一居 １３８０ ３１４ 纬地路３５８弄２３号 ３６３９３２１３

祁连和泰苑 １８９５ ９５６ 沪太路４０９９弄３１号２楼 ６１４７２９６６

葑润华庭 １５５２ ４２９ 华秋路１８５弄２号１０１室 ６６１２３０９８

（潘晓丽）

■社会事业　新开办中环实验小学，完
成１１个暑期学校维修项目。为１０００多
名６０周岁以上老年人开展眼科免费义
诊活动。实施“老伙伴”计划，为空巢老

人送上关怀。组织开展“送医送药送健

康进农家”活动，免费为农民开展健康体

检。为２５５人次重度失智困难老人实行
人道救助。新农村合作医疗应保尽保率

保持１００％。

■宝山科技园被授予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　１０月２４日，上海市文广局副局长
贝兆健、宝山区副区长陶夏芳等出席上

海宝山科技园第五批“国家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授牌仪式。园区有国内外动漫

文化企业２００余家，形成动漫原创、动漫
出版、动漫游戏、动漫生活和动漫文化五

大领域的产业集聚。园区为企业搭建服

务平台，从２００９年开始举办“中国动漫
衍生产业高峰论坛”，建立上海动漫衍生

产业孵化器、上海动漫游戏创业苗圃和

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市

性产业服务平台，形成动漫产业快速发

展的良好态势。

■获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广播操一
等奖　１１月４日，来自上海市各区、县、
机关、企业和高校的９９支广播操队伍参
加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９９０第九
套广播体操大赛总决赛”。大场镇共有

两支队伍代表宝山区参加比赛，其中大

场申新队获赛事一等奖和最佳风尚奖、

大场乾溪队获三等奖。

■大场体育中心获全国优秀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称号　大场体育中心公示公开
各类体育场地开放时间，在设施及相关

服务按收费标准、健身教练及社会体育

指导员等专业技术人员资质、服务电话

和监督电话等方面实现规范化运行，全

年开放公益场 ３４７０场次。１２月，被国
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优秀全民健身活

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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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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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筹建居委会。至年末，共有户籍居民

１３０２８户、３２２５３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５９８
户、１７８０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４０５０１
人，增加５２３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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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８５‰，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１９８‰。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７８０个，学
校８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３个，居民健
身点２７个。镇党委下辖１个二级党委
和６个一级党总支部，１７个直属党支
部，登记党员 ２７６４人。年内获评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２个、区
级文明单位３个，市级文明小区６个、区
级文明小区７个，市级文明村１个、区级
文明村１个。成功创建全国社区教育示
范镇，获上海市“平安示范社区”、上海

市食品安全示范镇、上海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市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模范镇等称号。庙行镇团委被评

为上海市“五四”特色团委。镇政府地

址：长江西路２６９９号。

表２０ 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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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４ ３０ ０．６

２００６ ４５９６ ２１７０ ２４２６ ２０．２ ５６ １．２

２００７ ４６５１ ２１７７ ２４７４ ２０．３ ５５ １．２

２００８ ５２１６ ２４７３ ２７４３ ２０．４６ ５６５ １２

２００９ ５８３５ ２８０３ ３０３２ ２１ ６１９ １１．８

２０１０ ６９５１ ３３８３ ３５６８ ２３．３７ １１１６ １９．１

２０１１ ７６０８ ３６７４ ３９３４ ２５．１４ ６５７ ９．４

２０１２ ７８４４ ３８２４ ４０２０ ２４．３２ ２３６ ３．１

表２１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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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８３８ ８３ 爱辉路１９８号 ５６７４５９６９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２１ ８４０ ６８ 长临路１０００号 ５６４０４４５２

虎林路第三小学 １５ ５２２ ４７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通河新村第四小学 ２３ ７８４ ６８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６６２２３８６８

小鸽子幼稚园 １２ ４１５ ５４ 共康五村９６号 ５６４１５９１１

康苑幼儿园 １０ ３０８ ４４ 共康公寓８１号 ５６４０９８８８

泗塘五村幼儿园 ７ ２２５ ２９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５６７５３３８３

陈伯吹幼儿园（南园） １４ ４６６ ５６ 长临路１２３６号 ３３８７９１４７

陈伯吹幼儿园（北园） １１ ３５８ ４２ 长临路１４６５号 ３６３６０７６９

■经济建设　２０１２年，完成区级地方财
政收入 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２％。
实现增加值３８２亿元，增长１０４％。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７９１亿元，增长
４８３％。年销产值 ２０００万元以上规模
企业万元能耗同比下降 １０２％。经营
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４３亿元，完成年
度目标的 １６３％。农村户籍人均收入
２０７３８元。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上
海智力产业园获批“上海国家高技术服

务产业重点培育园区”，园区辐射功能凸

显。智力产业园二期纺发公司招拍挂部

分列入区土地储备中心计划，土产森海

家具地块、洲际酒店开工建设，上海婚礼

中心正式对外营业。研究制订《关于进

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采取以

商招商、产业招商、政策招商等模式，成

功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全年新增企业

３７６户，增长１０６％，其中注册资金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企业２户。电子商务企业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４２亿元，其中易
讯网零售额达４０９亿元，成为全国 Ｂ２Ｃ
的领军企业。经济管理规范有序，建成

使用镇“三资”（集体资产、资金、资源）

监管平台，完成对６４家集体经济组织内
部审计任务。做好清产核资后续管理工

作，全年完成２９４５份各类合同的清理检
查。开展全镇农龄普查工作，共普查涉

及生产队３３个，农户１９６５户，人员８２４０
人，普查农龄总数为１４７０１９年。

■城乡建设与管理　优化城乡布局，提
升城市功能。开展大场机场功能定位及

发展战略研究，通过专家评审，推进建设

敏感区控规调整工作。全面启动“一带

一园”（“一带”即共和新路轨交沿线，

“一园”即上海智力产业园）开发建设，

完成大型城市综合体整体概念设计方案

和共和新路沿线交通组织的专项研究。

成立镇动迁办，实施司法强迁１户，完成
消减基地２个。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推
进场北地块、共和居住区公建和市政配

套项目建设，场北路正式竣工通车，长康

路完成雨污水管埋设。场北便民服务中

心开张营业，南?藻浜路东茭泾桥大修

全面完成，林地管护站、应急中心等项目

有序推进，五街坊小学开工建设。全面

启动国家生态镇创建各项工作，投资

１６００万元，推进康家地区截污纳管工程
和消防水源覆盖工程。投资２０００万元，
启动实施李孙河、围场河、水杨河、泥城

港等河道疏通工程。场北、康家、野桥三

个村成功创建区级生态村。参与全国绿

化城区创建工作，推进道路绿化、公共绿

地建设，三泉绿地交付使用，全镇绿化覆

盖率稳步提高。

■社会事业　应对快速增长的教育需

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成６个学校
暑期维修工程项目，五街坊小学开工建

设，场北第一幼儿园基本建成。完善镇

“名师工作室”等培养机制，提升教育发

展软实力。镇域内有上海市名师、上海

市名师后备、区教育教学学科带头人、区

教育教学能手５０多名。年内被评为区
依法履行教育责任优秀镇、第三批全国

社区教育示范镇。社区教育特色课程

《和谐婚姻家庭》获上海市特色课程一

等奖和全国社区教育特色课程奖。上海

市科普示范项目“幼儿科学探究实践中

心”建成开放，共康八村居民区成功创建

全国科普示范社区。打造社区特色文化

品牌，成功举办 ２０１２“魅力庙行”文化
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镇文化活

动中心获评上海市特级文化活动中心和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镇社区图书馆被评

为市街镇特级图书馆。承办市第一届市

民运动会之篮球比赛和区秧歌比赛。提

升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开展城乡环境整

治行动，成功创建市 ＡＡ级除害站。全
年累计监督检查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企业

２８６０余户次，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１７次，
取缔无证无照食品生产经营及流动摊贩

７８户，立案处罚１１６起。完成镇红十字
会换届选举工作。庙行敬老院建设项目

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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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竣工，新建２个标准化老年活动室。

■社会管理与平安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
机制，整合资源，夯实基础。１２月，镇社
会综合管理指挥中心正式启用。推行小

区封闭式管理，３个居民区完成安保系
统改造。试行出租房分色管理，整治群

租房屋累计７１１套次。完善物业管理考
核奖励办法，完成２个居民区业委会组
建工作。成立镇物业管理研究会和综合

服务工作站。完成村、居委换届选举工

作。开展“降刑案、促稳定”竞赛活动，

严厉打击各类犯罪，开展“宝剑四号”和

“四类车”（两轮摩托车、电动三轮车、残

疾车、助力车）非法营运集中清查整治，

整治无证无照商户４７家，“四类车”２１７７
辆。全镇刑案总量比上年下降 ５１％，
其中八类案件下降 ９５％，盗窃案件发
案数下降８６％，万人“１１０”报警数下降
５０７％，万人发案率下降１５１９％。信访
态势总体平稳，全年共受理上级转交办

信访件１３５件，比上年下降５６％。接待
个访１９７批、３１７人次，分别下降２６８％
和２０４％。接待集访８批、３３９人次，分
别下降 ４６７％和 ３９６％。安全生产持
续可控，全面完成市、区两级消防实事工

程，建成使用２０个村居消防工作站。组
织开展消防安全保卫战和安全生产大检

查、大整治行动，共检查企业２９４３家次，
隐患整改率９２％，火灾发生数比上年下
降６１％。实现创建上海市“平安示范社
区”二连冠。共康二村、共康六村一居

委、馨康苑、共康雅苑一居委等４个居委
会被评为上海市“平安示范小区”。庙

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庙行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等 ２家单位被评为上海市
“平安示范单位”。

表２２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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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２２ 共康路６０１号 ５６４１０９５７

野桥村 ３８８ １１５６ 三泉路１６７６号 ５６４０３６８９

场北村 ６７０ ２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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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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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康雅苑（筹建） ３７２ １２９３ 花园宅路５２弄２４号 ３６０６０５４４

中环国际（筹建） ５３ １２３ 场北路５４７号 ３６３３７６８１

（徐丽娟）

■就业和社会保障　开展就业援助活
动，实施青年就业“启航计划”。全年新

增就业岗位 １２５２个，完成年度目标的
１１４％，帮助成功创业５７人，创业带动就
业４４９人。新增创业见习基地１家，青
年职业见习 ２８人，见习后实现就业 ２８
人。至年末，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８７３
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受理争议 ６９
起，成功化解 ５６起，化解成功率 ８１％。
工资集体协商１３３７人，完成率１８４６％。
落实撤队镇保３９人，为１名原征地人员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建立社会救助“一

口上下”（即各部门统一通过庙行镇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开展各类社会救助

项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订落实《庙

行镇扶贫帮困急难救助实施方案》，全年

累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６０２９人次，金
额２２１７万元。累计发放医疗救助 ２１
人次，５１７万元。发放廉租房补贴 ４６
户，金额２８８９万元。发放粮油帮困卡
２３６８张。社区市民帮扶 ９４人，金额
２４７７万元，启用镇扶贫帮困资金 ７９１
万元。为视障者提供固话服务 １２人。
为３９名残疾人发放实物帮困卡累计金
额５６万元，办理残疾人证５６张，送康
复上门 ４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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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１万元。庙行镇谐康爱心服
务社被上海市互助基金会评为上海社会

组织创先争优先进单位”。镇残联理事

长季永成被评为上海市残疾人工作先进

个人。

■举办 ２０１２“魅力庙行”文化节　５月
１７日 ～１２月 ３日，举办 ２０１２“魅力庙
行”文化节，历时 ７个多月。文化节以
“文化，点亮生活”为主题，镇文化中心

携手各部门及单位先后开展一系列读书

活动、科普活动，为社区居民搭建一个展

示自我风采的舞台，满足不同层次不同

年龄居民的基本公共文化需求，共享文

化发展和繁荣带来的成果。主办“广场

大家乐周周演”“庙行青年文化沙龙”

“电商杯”乒乓球比赛、宝山区健身秧歌

选拔赛、纳凉晚会、“我爱我家”书画、摄

影比赛等各种群众文体活动和社区文化

活动，吸引全镇近１０万人次居民参与。

■完成村、居委会换届选举　８月１８日，
庙行镇所属１３个居民区进行２０１２年居
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选举由镇换届选举

工作小组指导，按照依法操作、规范流程

的要求，共登记选民３２８５７人，登记率为
９８３３％。参选选民３０５４７人，参选率为
９２９７％。通过直接投票方式，选出居委
会主任 １３名、居委会委员 ５２名。８月
２６日，庙行镇康家村举行村委会换届选
举，登记选民 ２２０２人，参加选举选民
２１８９人，选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１名和
村委会委员４名。

■举行北上海中央商务带大型商业商务
项目推介会　１１月１日，北上海中央商
务带（地铁一号线宝山段）大型商业商

务项目推介会在纪?路４５８号上海婚礼
中心举行。推介会由区政府主办，庙行

镇政府、区商务委等单位承办，４３家商
业地产开发商及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东

方网等多家媒体参与。推介会推出以共

和新路轨交沿线和上海智力产业园为核

心区域的３个大型地块项目，即“好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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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众万祥地块项目”、上海智力产业园

的“二期纺发招拍挂地块项目”和“三期

北杨宅地块项目”。３个项目均分布在
“一带”即共和新路轨交沿线和“一园”

即上海智力产业园区域内，规划占地面

积在３９万～４６万平方米之间，性质为
商业商务开发用地。

■庙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一口
受理”试运行　 １２月３日，庙行镇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实施 “一口受理”服

务试运行，从原有的“一门式”服务，转

变为“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类办理、中

心一头管理”的工作模式。中心原有的

２４个窗口缩减为１６个，其中设６个综合
业务窗口、７个专项事务窗口、１个现金
回复窗口、１个社保卡窗口、１个机动窗
口。综合受理窗口受理劳动、医保、计

生、民政救助、社保等５个大项业务，专
项事务窗口受理区失业金领取、个税、残

联、优抚、征地、农保、人户分离等１２小
项业务，后台实行专业型“分类办理”为

前台提供业务支撑。试运行期间，综合

业务窗口实施７天工作制，为居民提供
方便服务。

表２３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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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１０ １６３１１ ７５９６ ８７１５ ２３ １４９６ １０．１

２０１１ １８６６４ ８８８５ ９７２９ ２７ ２３５３ １４．４

２０１２ １８３２２ ８７９８ ９５２４ ２６．４ ３４２ １．８

表２４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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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１３ ９３ 通南路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９４５ 镇管

淞南中心校 ２０ ７８４ ５５ 华浜新村１６８号 ５６４５０２５２ 镇管

淞南二小 ２０ ７１５ ５７ 新二路１１９９号 ５６１４９７３３ 镇管

淞南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４８８ ５６ 淞南三村６２号 ６６１８８１９０ 镇管

淞南实验幼儿园 ７ ２５０ ３０ 淞塘路１３８号 ６０７１６２７８ 镇管

淞南星星幼儿园 ８ ２８３ ３３ 淞南十村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２０４０ 镇管

大昌幼儿园 ８ ２７８ ３３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６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３７ 镇管

依乐新天地幼儿园 １０ ３２０ ５０ 华浜新村１４２号 ５６４４８７５６ 民办

东方剑桥幼儿园 １４ ４６０ ８４ 长逸路４１８号 ５６４６１８２０ 民办

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９ ２２２ ３８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８３号 ６６１８８８１９ 民办

民办益钢小学 １０ ６４１ ３３ 长江南路９６８号 ６６２２６１０８民工子弟学校

民办天安幼儿园 ９ ４１５ ４７ 淞南新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１６２８ 民工幼儿园

■场北便民生活服务中心正式营业　１２
月８日，场北便民生活服务中心正式开
张营业。中心位于场北路６６０号（近大
康路口），是共康北二块居住区配套的公

共服务设施，属政府为民实事项目，于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开工建设，项目用地面积
２１５０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４５００平方米，
其中地面四层建筑面积３２２５平方米，地
下车库１２７５平方米。一楼为场北菜市
场，二楼为鲜德宝超市。

■庙行镇社会管理联动指挥中心成立
　１２月 ２１日，庙行镇社会管理联动指
挥中心成立。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在不

改变现有的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和管理职

责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管理联动中心。通

过前端队伍整合、职能融合、网格划分、

工作联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举措，

优化社会管理力量，负责对庙行镇镇域

范围内的市容市政、社会治安、社会民

生、社区安全等事、部件进行及时发现、

流转、处理、核查及处理意见反馈。指挥

中心与镇相关职能部门、上级派驻机构、

行政村、居民区居委会及物业服务企业

等６４个成员单位共同构建起镇、村（居）
两级管理，三级网络（片区、区块、网格）

架构的联动指挥体系。

■上海智力产业园二期软件及服务外包
产业园项目启动　 １２月２７日，“上海智
力产业园二期———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

园项目启动仪式·东源公司宝山仓库开

工”仪式在庙行镇东源公司宝山仓库

（南?藻路 ３９３号原土产仓库）广场举
行。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出席仪式并

宣布项目启动。上海智力产业园二期软

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园项目是庙行镇建设

宝山现代化滨江新区的重点工程，重点

引进以ＩＴ软件、信息服务外包为主的产
业主体，通过与包括东源企业、ＧＴＴ在内
的品牌企业合作，构建招商引资平台、企

业孵化平台、投资融资平台、人才服务平

台等产业培育创新服务体系，重点培育

ＩＴ软件及信息技术产业，推动宝山南部
以上海智力产业园与共和新路轨交沿线

为核心区域 “一带、一园”的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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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４１３户、７００３４
人，分别比上年减少１６１户、８５人；列入

管理的来沪人员 ３６３３２人，增加 ５９０７
人；常住人口１３４８７１，人口密度９８８０人／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年计划生育率

９９５％，人口出生率７４８‰，人口自然增
长率 －２６１‰；常住人口年计划生育率
１００％，人口出生率５１９％，人口自然增
长率－１５５‰。辖区内有法人企业２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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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个。镇党委下辖１８个党总支，９９
个党支部，登记党员４７９８人。全年实现
增加值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完成
区级财政收入２８亿元，增长１０％。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５６７５亿元，增长
４９％。实现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４亿元，
增长１４２９％。第三产业实现区级财政
收入比上年增长７８３％，其中服务业增
长３９４９％，房地产下降３９０７％，税收结
构不断优化，二三产良性互动。年内获

“全国文明镇”“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上海市拥军优属模范镇”“上海市民族

团结进步优秀镇”“上海市反邪教优秀社

区”称号，连续４年获“上海市社区教育
示范镇”、连续３年获“上海市学习型社
区”称号，通过“上海市食品安全示范镇”

评审。镇政府地址：淞南路５００号。

■经济建设　围绕“两带一圈”（Ｍ３线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带、长江路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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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５ ２０１２年淞南镇居委会

居委名称 居委地址 邮编 电话
户籍人数

户数 人数

常住

人口

淞南一村居委 淞南二村５０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８２５８９４ １５０９ ３４６１ ４９５０

淞南三村一居委 淞南三村１２８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８２２２１７ １８７１ ４３１４ ５３１０

淞南四村一居委 淞南四村７３号甲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８２２２３０ ２５０５ ４４８７ ６１１０

淞南五村一居委 淞肇路８８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１４３４９０ ２１６１ ５１７５ ６８２０

淞南五村二居委 新兴五村５００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８２８５０３ ２００８ ４３１９ ５２１９

淞南七村一居委 淞南七村８７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３６１４０３６４ ２３８７ ５９６０ ８２３０

淞南八村居委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８６０２５ ２３４４ ４４８８ ６３２０

淞南九村一居委 淞南九村７３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５８７９ ８７６ １７０２ ２５４５

淞南九村二居委 淞南九村１９２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５６３３８ １２８３ ２４６５ ４８２１

淞南十村居委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６６１４８９０９ ２３７３ ５２３６ ８２３６

长江路一居委 长江路８４８弄４号１０３室 ２００４３１ ６６１４３８５５ １７７０ ４６２３ ４５４３

长江路五居委 长江路４０６弄６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４４８３０２ １２９１ ３４０９ ２９６７

华浜居委 华浜新村１９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４４８３０３ ２０６２ ３４５８ ５０８６

张华浜居委 长江路２０弄５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４５１２３３ ９２０ ２３３１ ２８６０

华浜二村居委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２２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４４５１２８ １１９０ ２７２２ ３６８７

长宏新苑居委
淞南路 １１１弄（逸居苑）Ａ
房２楼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４５０８２３ ８３３ １８２４ ２９８７

嘉骏花苑居委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２５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１０５０００２ ８６７ ９６１ ２７００

盛达家园居委 一二八纪念路５５弄４５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６６１５５５６５ ５９７ １３６６ ３９８７

淞南六村居委 淞南六村８９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６６１８５９３９ １８７５ ３１６０ ４１２１

新梅淞南苑居委 长逸路３０１弄２４号二楼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５０２ １０３５ ２１００

新城尚景居委 淞肇路３３３弄 ２００４３１ ６６１８５８５６ ５３８ １２１５ ２５１０

香山苑居委 通南路３２８弄８２号 ２００４３１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３５５ ７７７ １８９０

盛世宝邸居委（筹） 淞塘路６８号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１６７６５０８ ３６５ ８５８ １９８０

（何新艳）

汽车４Ｓ为重点的服务产业带及小五角
场商业圈）的产业布局，调整升级产业结

构，推进逸仙路沿线以复旦软件园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项目为龙头的１３平方公
里产业集聚区建设，一期共引进企业

３８４户，完成税收３０００万元，二期结构封
顶，三期完成土地出让工作，四期南片

３８７公顷土地于１１月１８日开工建设，
五期成套设备地块改建和人员分流方案

启动。华滋奔腾项目全面竣工。长江

路、江杨南路沿线汽车产业呈良好发展

态势，全年完成汽车销售４０亿元。投资
２０亿元的国内首个汽车产业主题基金
落户淞南镇。华谊永达汽车广场奥迪项

目、宾利新售后服务中心建成营业。上

海玻璃博物馆二期开工建设。上海节能

环保园Ａ３地块方案审批通过。推进吴
淞煤气厂地块的产业调整。交运综合体

完成初步规划方案，并通过评审。完成

《淞南投资指南》《现代服务业政策汇

编》《复旦软件园投资指南》和《淞南统

计月报》的编制工作。组织“微游淞南”

网友看淞南活动，成立汽车服务业产业

联盟、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天使投资

联盟。以“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名

义参加工博会，塑造淞南投资品牌，优化

投资环境。一区一园（经济开发区和复

旦软件园）全年共引进企业３９０户。

■城市建设和管理　坚持“规划引领，建
管并举”的城市发展理念，围绕“两带一

圈”发展布局，结合１３平方公里复旦软
件园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整体规划要求，

编制何家湾产业区（南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并获批，局部调整淞南社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解决复旦软件园三、四期等项

目规划瓶颈问题。加强土地利用和管

理，完成淞南镇集体土地调查工作，结合

实际情况，通过公开招拍和存量开发并

举方式加大土地开发力度。完善城市基

础配套设施，重点推进市民服务中心项

目和淞南二小的抗震加固工程，完成长

江二中操场改造、８４８弄旧房拆落地改
造，９个老小区消防栓改造及环境综合
整冶、郁江巷路、淞肇路北延伸道路辟通

和支十五、十七道路大修工程，启动 １３
万平方米的老小区综合改造，弥补综合

配套不足、学校及老小区设施差、镇区道

路不通畅的问题。完成淞塘路、淞良路

和郁江巷路道路移交工作，引进专业化

队伍对其余道路及公厕进行保洁，实现

城市保洁的全覆盖。重点推进上海玻璃

博物馆周边环境整治，完成截污纳管三

期工程和向阳河等３条河道清淤，实施
百万绿化工程。加强环境保护力度，探

索扬尘污染控制长效管理模式，镇扬尘污

染指标控制在１０吨以内。制定出台《淞
南镇财政投资小型建设项目管理实施细

则》“１十５文件”（《淞南镇财政投资小
型建设项目管理实施细则》《淞南镇建设

工程管理工作制度》《淞南镇建设工程管

理办公室部门岗位职责》《淞南镇财政投

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流程》《淞南镇

财政投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表形

式》《淞南镇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各部门

廉政风险点排查及防控措施》），探索和

完善“城市建设管理六项工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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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淞南镇工程项目管理办

公室，规范财政投资工程项目建设管理，

加强城管协管队伍建设，加大城管力度，

完成８家业主委员会组建和换届，加强小
区物业管理。

■就业与社会保障　拓宽就业渠道，加
大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力度，新增就业岗

位１８１９人，完成区定目标的１１２％。扶
持创业５２人，带动就业４７１人，完成区
定目标的 １３４％。登记失业人数 ２９３５
人。营造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成功调解

劳动争议１３６件，化解劳动纠纷１９起。
指导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５２１家，工
资专项集体合同覆盖劳动者 １１７６５人。
推行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５＋２”（５
天工作日加２天休息日）工作制，基本实
现“一门式服务”向“一口式受理”转化，

开展优质服务窗口创建。实行低保家庭

常态管理、低收入困难家庭友情操作、特

殊家庭重点帮扶的工作模式，成立民办

非企业淞南社区爱心服务社，鼓励引导

社会各界人士加入献爱心队伍。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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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为重点，以助困、助医、助学为基础，

总计帮扶 ６８９３２人次，发放帮扶资金
２８９３万元。扩大关爱受助人群范围，对
刑释解教人员实施就业补贴，为支内回

沪困难人员减免医疗保险费用，为淞南

籍征地养老人员及时送上节日慰问品。

推进惠老实事项目，新增居家养老 ３５
名，助餐服务２２６人，开展志愿者与纯老
家庭结对关爱和“老伙伴”计划。

■社会事业　加强和规范学校内部管
理，探索和推进镇管幼儿园财务会计统

一管理、学校财务内部年审和维修社会

化管理。做好淞南二小校校舍抗震加固

期间的学生就学工作。以“名师工作

室”为平台，加强对年轻教师培养。狠抓

学校教育质量，开展培训和集体备课 ５
次，评课超过１００节，受益教师７００余人
次。镇中心校被评为区行为规范五星示

范校，淞南中心幼儿园通过市一级幼儿

园复审。社校联动，做好青少年保护，保

持“两案率”为零（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

率和未成年人犯罪率），镇教委被评为上

海市青保先进集体、镇被评为宝山区履

行教育责任优秀镇。巩固创卫成果，参

与国家卫生区创建工作，持续开展联合

整治。开展健康社区建设，新建６个居
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总数达到４４个，
平均每个社区有２个小组。推进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累计发放宣传单等各类宣

传资料２１６００多份，除“四害”宣传药品
４８５０份。组织心理健康、慢性病等讲座
共５８场，开展控烟宣传“六进”（进学
校、进社区、进单位、进机关、进医院、进

餐厅）活动，通过全国慢性病防控示范区

创建工作验收。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组

建食品安全协查员队伍，招聘队员 １２
人，检查频率每半月覆盖１次，完成上海
市食品安全示范镇创建。完成年度义务

献血４２０人份指标。举办淞南镇首届社
区文化艺术节，参与人次近５０００人。组
队参加宝山区“滨江欢歌”十大系列活

动。加大各类公共文化资源配送力度，

完成文化大篷车、为老综合服务公益项

目，通过“周末百姓大舞台”“群众四季

歌”等活动形式，切实让老百姓享受到文

化发展的成果。培育淞南文化特色，制

作淞南文化活动预告手册，提高淞南文

化建设影响力。组队参加上海市市民运

动会，获场地高尔夫上海市团体第三名，

木兰拳上海市团体一等奖，乒乓球宝山

赛区团体混合 Ｂ组第一名、三星组女子
单打第一名，中老年排舞、气功宝山赛区

团体二等奖。

■平安建设　创新综治工作机制，成立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领导

小组。建立综治工作研究讲评和稳定分

析会制度，落实“四个一”（每天一问，询

问辖区平安状况，有突发情况及时处置；

每周一报，上报工作情况，研究、部署阶

段性工作；每月一例会，召开一次综治工

作联席会议，汇报、讲评工作推进情况；

每季一研判，对辖区内落实重大问题、重

点人员、重点矛盾纠纷开展风险评估）工

作机制。加强社会治安“六张网”（街面

巡逻防控网、社区治安防控网、单位内保

守护网、高危人群管控网、虚拟网络监控

网、情报信息收集网）防控体系建设。构

筑专群结合的防控体系，加强街面巡逻，

发放警民联系卡，由社区民警、物业保

安、平安志愿者组成群防群治队伍。加

强对高危人群“四位一体”（社工、居委、

家庭、社会四位一体）帮教管控服务，加

大网络信息关注度，正面引导社会舆情。

在居委成立信访矛盾调处中心，派驻专

职调解员。开展打击整治各类违法犯罪

专项活动、社会丑恶现象以及四类车非

法营运，铲除国权北路违章搭建和无证

无照食品加工窝点，盛世宝邸等群租得

到遏制。提升来沪人员管理服务水平，

对流动人口基本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提高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两个

排查”（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

安混乱地区）长效运作模式效果明显，开

展“轮值轮训”，强化“分级管理、分类化

解”。制订《淞南镇人民调解组织参与

物业纠纷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将物业

管理纠纷纳入“大调解”工作平台。镇

各基层调委会全年共参与各类民间纠纷

７８１件，化解各类民间纠纷７６１件，成功
制作调解协议书１６７份。“司法信访窗
口”接待群众各类咨询 ３２７件，３５５人
次。“公安司法联合调解工作室”受委

托调解轻伤害案件 ５件，治安案件 ５１
件，受理并调处“１１０—１４８”案件６７０起，
涉及赔偿 １１４万余元，化解成功率
９２９％，没有发生“民转刑”案件。创新
信访接访机制，延伸网络触角，坚持疑难

信访矛盾领导包案和党政领导、人大代

表参与信访接待制度。成立镇“大信

访”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大信访”工作

实施意见，最大限度维护信访群众合法

权益。共接待群众来访 ２６５批 ２８４５人
次，群众来信５３件，网上信访１４２件，电
话信访 １１件，来信来访的办结率达到

１００％。创新社会管理，以盛达家园为试
点开展社区智能化封闭式管理。在长

一、盛达试点基础上，起草《淞南镇关于

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的意见》。抓好安全生产，完成危化

企业结构调整任务，签订安全生产责任

书１６６份，组织安全检查情况检查 ７７１
次，检查７７１户单位，查出隐患 ７３６条，
整改隐患７３６条，发出法律文书２１份，
责令停产停业１户，行政罚款６６万元。
完成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７００人。启动
镇安全生产短信平台，全年共计发送各

类短信１２０００余条次。组织“迎十八大
淞南镇生产安全大检查大整治专项行

动”，对辖区内安全生产重点单位开展

“地毯式”排查和综合治理。

■社区管理　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
完成１９个居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设立主任助理岗位强化实践锻炼，为后

备干部储备打基础。推动社区志愿者队

伍发展，增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热情，成

立１０支志愿者队伍，共有各类志愿者
９７３２名。年内召开首届五星星级志愿
者评比大会，对７６３名星级志愿者进行
表彰，对１０名五星级志愿者先进事迹进
行宣传，制作《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

星》宣传手册。开展组团式服务，共梳理

居民各种诉求８０００余条，其中９８％的合
理诉求得到及时解决。

■完成１９家居委会换届选举　年内成
立淞南镇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

组，下设指导组、宣传组、稳控组、信息组

４个小组，指导全镇居委会换届选举工
作。８月１８日，全镇１９个居民区举行换
届选举，其中１７个居委会由选民直接选
举居委会成员，２个居委会由居民代表
选举居委会成员，共设 １９个选举主会
场，３５个投票站，有４３８７８名选民参与选
举，参选率 ９３１４％，居民代表参选
率８０９７％。

■举办镇首届社区艺术节　６月 ２８
日～１１月２７日，淞南镇首届社区文化艺
术节举行。艺术节以“共享文化发展成

果，共建美好和谐社区”为主题，以“打

造品牌，繁荣文化，提高素质”为宗旨，举

行“舞动精彩”舞蹈大赛、“平安杯”治安

防范宣传节目表演大赛、“婚育新风进万

家”摄影大赛、廉政书画比赛等一系列大

型群众性文化赛事，参加群众近 ５０００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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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天使投资联盟
成立　７月２３日，在宝山区政府重点项
目推进会议上，中国天使投资峰会与复

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正式签约，合作成

立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天使投资联

盟，联盟成员合计管理资本超过２００亿
元。７月２５日，在复旦软件园召开联盟
首次会议。１０月 ２１日，２０１２上海精锐
商业计划大赛暨中国天使投资峰会在上

海及美国硅谷同时召开。上海主会场设

于淞南镇的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来

自国内外的天使投资、ＶＣ、ＰＥ、券商、银
行、政府、创业者、企业家，咨询公司等

３００余名代表，共同探讨“实现投资公司
与企业的有效对接”方式。大赛获奖企

业获总计３０００平方米的写字楼免费使
用权一年，优先享受政府政策扶持基金、

人才招聘补贴、员工白领公寓优先承租

权等服务。

表２６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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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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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 １６８８８ ７９５９ ８９２９ ２５．５１ ８２８ ５．１６

表２７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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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 ８５２ ７６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号 ５５０３５１１３

高境镇第二小学 １６ ５７１ ４８ 高境一村８２号 ３６１４０１８７

高境镇第三小学 １１ ２９１ ３４ 共 和 新 路 ４７１９ 弄
１８８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同洲模范学校

公办 ６ １５３

民办 ２４ ９７６
１０６ 岭南路１０５０弄１号 ３６１２０４５９

高境镇第三中学 １７ ５８７ ５６ 国权北路４６８号 ３５０５３５０８

高境镇第四中学 ５ １７８ ３９ 岭南路１２４９弄２８８号 ６６９８６６２６

高境镇第二幼儿园 ８ ２６９ ２１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
５０号 ５５０３８６２８

高境镇第三幼儿园 ９ ２９９ ２１ 高境二村９８号 ５６１４１５８３

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１２ ３６０ ４８ 高境一村１１２号 ６６１５６１２８

徐悲鸿第二艺术幼
儿园

１１ ３７１ ４７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７号 ５５０３８３４９

高境镇第六幼儿园 ６ ２１９ １７ 国 权 北 路 ８２８ 弄
１４３号 ３３６２２０２５

高境镇第七幼儿园 ９ ２８３ ２０ 岭南路共和四村２６号 ５６８１４９９５

高境镇三花幼儿园 ９ ２５９ ２２ 高跃路６６号 ３６３３７８００

小翰林幼儿园 ５ １１５ ２５ 新二路９９９弄２３号 ５６０１００８５

七色花第二艺术幼
儿园

１２ ３３３ ５１ 阳曲路１３８８弄９９号 ５６８１６３９７

合　计 １８６ ６１１６ ６３１ —

■市长韩正考察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９月１８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到
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考察，并出席由

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上海市工业经

济联合会主办的“促进发展上海制造业

创意产业”会议。在上海国际工业设计

中心（上汽集团老厂房改造），韩正察看

岸谷工业设计工坊、上海溯洄工业产品

设计公司等制造业创意企业，并参观中

国工业设计博物馆和上海市制造业创意

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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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辖８个村级实业公司（信南实业有限
公司、奎照实业有限公司、雷博实业有限

公司、胜峰实业有限公司、新江实业有限

公司、高境实业有限公司、逸骅实业有限

公司、江杨实业有限公司），２６个居委会
（其中２个筹建中）。至年末，有常住户
籍２７９５２户、６４４７１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４２户、５４７人；列入管理的外来流动人口
３５９２８人，减少２４１人。户籍人口计划生
育率 ９９３％，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６９％，出生缺陷一级预防重点对象随
防率１００％，０～３岁优生优育指导服务
率９９３３％，人口出生率７７４‰，人口自
然增长率－１４４‰。全镇范围内有线电
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顺利推进，完成

改造 ３１１８０户，占应改造户数的 ９５％。

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２５００个，建有公共运
动场所２个，居民健身点２６个。镇党委
下辖６个党总支、９３个党支部，登记党
员人数 ５１１１名。２０１２年，实现增加值
２７３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３５２亿元，增长１５１％。
地方财政收入２８１亿元（不包括土地增
值税），增长１９７％。固定资产投资７２
亿元，合同利用外资１４５１万美元。人均
收入 ２９２５１元，劳均收入 ３５８５３元。年
内，被评为市级文明小区７个，区级 １８
个，市级文明单位１个，区级５个，文明
交通路口１个，市平安示范小区１个，市
平安小区１８个，市平安示范单位２个，
市平安单位５个，区平安小区５个，区平

安单位１１个，区“六无”平安村、居委３
个，区“无刑案小区”１个。被评为市平
安铁路示范街镇达标单位，连续三年获

市“平安社区”镇称号，获市侨务工作先

进集体、市民族团结进步优秀镇称号，通

过国家卫生镇复评验收。镇政府地址：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经济建设　锁定“一带三区二园”（殷
高西路商业休闲带，宝山万达广场商业

商务集聚区、逸仙路科技研发及金融服

务集聚区、国权北路科技教育集聚区，场

中物业精品园、上海北郊信息物流产业

园）建设目标，加强产业项目建设与招商

引资，推进现代服务经济发展。以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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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轨道交通一号线、三号线站点为辐射

中心，加快推进以城市新汇、新陆大厦、

宝山万达商务楼为主体的上海移动商务

产业园和北上海科技金融中心建设。区

重大生产经营性项目中设集团上海中

心、长江国际三期、生恒大厦项目等有序

推进。年内，３０万平方米的宝山万达广
场开业。全年引进企业６３２户，比上年
增长 ２０％。累计新增注册资本 １６７８
亿，增长１５％，其中注册资本１亿元企业
１家、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１０家、１０００万
元以上企业１１家。被评２０１２年度区招
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年，高境一村第二居民区召开“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例会 高境镇／提供

表２８ ２０１２年高境镇村（居）委会
居委名称 规划户数 户籍数 户籍人口 常住户数 常住人口

逸仙一村一居委会 １５５０ １１０８ ２６２０ １４２０ ３５２７

逸仙一村二居委会 １６１２ １１３０ ２６７２ １６１２ ４９１４

逸仙一村三居委会 １０００ ７１５ １５０５ ９７７ ２４２２

逸仙一村四居委会（筹） ７３１ ６６０ １４３３ ７３１ １８３２

逸仙一村五居委会 １１８１ ８６１ ２１０８ １１８２ ２９８１

逸仙二村一居委会 １５１２ １１５６ ２６８６ １５１２ ３８５８

逸仙二村二居委会 ２０６７ １５４１ ３４８５ ２０５７ ５１４９

逸仙二村三居委会 ２９５０ ２９５２ ７２６２ ２７０６ ７２６２

逸仙二村五居委会 １３２０ ７９０ １８６６ １３２０ ３５０９

逸仙三村一居委会 １２７５ １０９０ ２４４８ １２７５ ３３６０

逸仙四村居委会 ３６００ ８３１ １６８１ ２６１６ ６５４０

高境一村一居委会 ２１６１ １７０９ ３９５９ ２１６１ ５２６８

高境一村二居委会 １９６５ １１６２ ２２３６ １９６８ ５２３０

高境二村一居委会 ３１８０ ２１９６ ５０１４ ３１２０ ７２４８

高境三村居委会 ２６８０ ７９９ １７０６ ２４３３ ５４２４

高境四村居委会 ９９６ ３３７ ６８８ ９９８ ２６１６

高境五村居委会 １１０４ ３５５ ７３０ １１０４ ２９９５

高境六村居委会（筹） ２８４９ ６３２ １２２５ ２０７８ ６０２６

共和一二村居委会 ２０９８ １５３６ ３５２２ ２０９８ ５５６０

共和三村居委会 １２８４ ８７１ １８９６ １２８４ ３４００

共和五村居委会 ２０５８ １１９０ ２８０７ ２０５８ ５９９０

共和六村居委会 ２１７５ ９９０ ２３０１ ２１７５ ６０９０

共和八村居委会 １４２３ １０７８ ２５７３ １４２８ ３６７８

共和九村居委会 ８０１ ８０１ ８５１ ７８６ ２６７３

共和十村居委会 １０５４ ６８０ １５９０ １０５４ ２４５２

共和十一村居委会 ２５７４ １５７４ ３６５６ ２５５０ ７４３０

合计 ４７２００ ２８７４４ ６４５２０ ４４７０３ １１７４３４

（夏　倩）

■城镇建设与管理　年内，高迎路新建
工程、何家湾路拓宽改造工程顺利完工，

市政府重大市政建设项目殷高路拓宽改

造工程启动建设。对镇域内的河曲路、

吉浦路、一二八纪念路、高迎路等公共路

段实施截污纳管，提高城市污水收集能

力。加大城市建管力度，推进“城中村”

旧区改造，全镇城市化率达 ９５％以上，
“平改坡”面积近３５万平方米。镇域内

２０％为景观道路、４０％为规范道路、
１００％为达标道路。严格控制扬尘污染，
全面开展辖区污染源整治，小区截污纳

管实现全覆盖，雨污水分流工程惠及２５
个居民区。全面完成１７０００户居民的燃

气改造工程，获评“上海市燃气安全示范

社区”。全方位实施市容管理市场化运

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专业团

队，负责镇域道路的日常巡视、养护保

洁，道路机扫率达８５％，优良率达９５％。
扩大绿化覆盖面积，新增和补种面积约

１７３３０平方米，全镇绿化总面积增加到
１７万平方米。加大网格化管理力度，市
容环境问题及时处置率达１００％。关注
民生，实现“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与区热
线平台对接，解决处理市民群众关注的

的热点问题、难点诉求 ２０２起。“高境
源”市民广场、殷高西路景观街及宝山万

达广场等成为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就业和社会保障　推进实施青年就业
“启航”计划，为有劳动能力及就业愿望

的失业青年提供全方位就业扶助。全年

新增就业岗位１０７７人，完成年度指标的
１０８９％。扶持创业成功 ５３家，完成年
度指标的 １０６％。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２４６８人，“零就业”家庭安置率保持
１００％。推行集体合同制度，建立集体协
商机制企业 ２０２家，完成年度指标的
１０１％。劳资纠纷按期结办率１００％。全
镇享受低保政策居民１４３４人，发放低保
金６２５４万元。发放各类助医、助残、助
学、助困等资金 ３９５３万元，帮扶人数
１１３２１人次。开展助餐、助浴、助洁、助
行、助急、助医居家养老服务，镇域内

２１０３名纯老家庭老人得到志愿者服务，
结对关爱率达９９９％。完成２家标准化
老年活动室改造，镇养老院建成并正式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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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建设　高境综治工作中心正式启
用，形成综治、司法、信访、人民调解工作

“一体化”窗口服务模式。健全社区群

防群治队伍管理长效机制，各级各类群

防群治队伍 ３８００多人。加大实有人口
服务与管理，全覆盖、全时段掌握实有人

口动态情况。全年立刑案３５４起，比上
年下降６１％，其中“八类”案件 １８起，
下降１０％。开展清剿火患、打非治违等
专项行动，提高广大市民群众、外来务工

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组织安全检查

７８２次（家），开具各类整改通知书 ２８３
份。推进“六五普法”，举办各类法制讲

座、法律咨询、专题培训等４７场，受益人
数２６０５人次。全年受理来访 ２４５年批
次，化解２２４件，化解率达９１４３％。受
理各类书面、网上信访６９１件，化解６３９
件，化解率达９２４７％。受理各类民间纠
纷４０９起，调解成功 ４０７起。镇党委推
进“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活动，成立２６
个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指导组，共

走访居民家庭 ４４万余户，采集问题
１３７６件，解决 １３１２件，问题解决率超
过９５％。

宝山万达广场夜景 高境镇／提供

■社会事业　围绕“打造教育强镇”目
标，加大财政投入，科学制定方案，确保

教育专项资金用足用好。对１１所学校
校舍、教育设施设备进行修缮、更新。开

展素质教育和科学普及教育，高境三中

获（上海初中）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最高专项奖“中国科协主席奖”。发

展社区教育，举办各类社区培训班 ５３１
个，参加人员５１０６１人次。开展群众性
文体活动，举办“社区迎新春猜灯谜送春

联、迎五一文艺汇演、书法比赛展览、乡

音绕滨江———沪剧大家唱电视大赛、市

民运动会”等活动。健全卫生服务管理

体系，形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

工作站、社区健康教育室三级健康教育

网络体系。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实现

全覆盖，建立居民健康电子档案 ７７９３２
份，建档率达８４１％。强化“六位一体”
（六个社区卫生家庭计划指导室、一个家

庭计划指导室）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创立

“高境镇人口和家庭发展服务中心”。

加大公共卫生监管力度，加强对“五小”

（小饮食店、小美容美发店、小歌舞厅、小

浴室、小旅店）行业卫生检查和管理，公

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持有率达１００％。对
全镇６２家大中型餐饮企业、单位食堂的
餐厨垃圾和废弃食用油，实行规范收运

并集中处理。深化社区卫生服务，对

２２２２４份居民健康档案实施信息更新，
家庭医生签约居民达５６１３户，受惠居民
１２５１５人，传染病发病率严格控制在指
标内。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各

类食品经营户台账，全年监督检查１４１１
户次，责令整改３６户次，对从业人员进
行培训 ４０５人次。深化人口计生工作
“五大”品牌（即宝贝小叮当、好孕俱乐

部、午后阳光、依水缘、青春健康俱乐部）

建设，促进市民生育、生活、生命质量的

提升，得到国家计生委以及市有关部门

的肯定。

■宝山万达广场开业　６月２９日，宝山
万达广场开业。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区

委书记斯福民、区长汪泓、区政协主席丁

大恒等领导及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

林出席开业庆典并剪彩。宝山万达广场

地处高境镇西北，毗邻共康商圈，总建筑

面积３０万平方米，集商业广场、室内、外
步行街、高档写字楼等多种物业类型于

一体；商业经营面积１７万平方米，引入
百余品牌商家，形成集百货、影城、ＫＴＶ、
食品城、大型超市等为一体的大型城市

综合体，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被

授予“宝山现代商业商务集聚示范区”。

■高境镇养老院开业　９月２８日，高境
镇养老院正式开业，实现宝山区街镇养

老机构的全覆盖。高境镇养老院位于何

家湾路９９弄９号，毗邻地铁三号线长江
南路站，交通便利，环境宜居。设有养老

床位近４００张，设置阶梯式价位和各项
为老服务。镇政府与区老年基金会联

手，成立助老、助养专项资金，共募得专

项资金２７５万元，用于困难老人助养扶
持和生活援助。

■举行首届沪台两地青少年科技教育论
坛　１１月１９日，首届沪台两地青少年科
技教育论坛在高境三中举行，论坛主题

为“以人为本，培养未来创新人才”。此

次论坛作为“前沿、高端、重点学术项

目”被列入２０１２年上海科学技术协会学
术年会。论坛开幕式上，高境三中与中

国台湾台南市私立瀛海中学签约结对，

成为沪台两地共建共育校园创新文化的

兄弟学校。论坛活动期间，高境三中向

来宾展示车模赛场、水族馆、无土栽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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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科普教育基地。 （夏　倩） 表２９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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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７６ ３４７５ 宝林一村１２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４

宝林二村 １５００ ３６９７ 宝林二村９３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７

宝林三村 １０３４ ２４６１ 宝林三村２６号 ３６１００３５５

宝林四村 ８７７ ２０２９ 宝林四村６６号１楼 ３６１００２０５

宝林五村 ９４４ １１８８ 宝林五村４４号２楼 ３６１００２９５

宝林六村 １１６０ ２５４５ 宝林六村８４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９

宝林七村 ７３６ １６７１ 宝林七村５６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３０９

宝林八村 １０５０ ２４７２ 宝林八村５３号１０３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６

宝林九村 ７８９ １８８４ 宝林九村２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８

宝钢一村 １０９７ ２８７７ 宝钢一村１１４号 ３６０７１４７２

宝钢二村 １４２９ ３８４８ 宝钢二村３２号乙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８０

宝钢三村 １６４２ ３９８９ 宝钢三村１０号甲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３

宝钢四村 １１３３ ２７１１ 宝钢四村１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４

宝钢五村 ６１２ １５７６ 宝钢五村１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５

宝钢六村 ８４４ １９４１ 宝钢六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６

宝钢七村 ５７４ １３３４ 宝钢七村４２号－１临 ３６０７１５２３

宝钢八村 １１４５ ２７２７ 宝钢八村６３号１０４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７

宝钢九村 ５７８ １２９１ 宝钢九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８

宝钢十村 ７１５ １７０２ 宝钢十村６号１０７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５

宝钢十一村 ８４８ １９７１ 宝钢十一村２５号２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４

宝山一村 １２４９ ２９５３ 塘后路３００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２

宝山二村 ９８３ ２３４１ 宝山二村３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３

宝山三村 １５６２ ３７９３ 宝山三村１２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４

宝山五村 ４５２ １１１８ 住友宝莲１０号楼东面２楼 ３６１００１４１

宝山六村 ５７６ １３２６ 宝山六村６９号１０１室～１０２室 ５６１２００５７

宝山七村 ８５９ ２０１４ 宝山七村３１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６

宝山八村 １７３８ ５０９２ 宝山八村８２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５

宝山九村 １０１４ ２０２０ 宝山九村５５号 ３６０１０８３１

宝山十村 １３７０ ４３８５ 宝山十村９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２

密山二居 ９７７ ２４２０ 密山二村５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５９９

临江新村 １３８１ ３５２１ 临江三村２１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８

临江公园 １１４４ ２９８５ 宝城三村１号乙 ３６０７１４６７

宝城新村 １８６０ ５５２１ 宝城一村４５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９

白玉兰花园 ５８８ １４１４ 海江路６６７弄４５号２楼 ３６０１１２４２

华能城市花园 ７４７ １７２８ 华能城市花园５５号２０８室 ５６１１０５２５

同济公寓 ３２０ ７５２ 同济公寓２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住友宝莲 ３８５ ９８９ 住友宝莲小区１０号东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集体户口 ６９ ７４４

（唐　玮）

友谊路街道
■概况　友谊路街道位于宝山区境东北
部，东临长江，西至泗塘河，南至双城路，

北至宝钢护厂河，面积１０４５平方公里，
下辖 ３７个居委会、１个村委会。至年
末，有户籍 ３７４５７户、人口 ９１６０２人，分
别比上年增加３７户、２３９人；人口出生率
为８‰，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为９９％，外
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 １００％，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０２５‰，人口密度８７６６人／
平方公里；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３３７２４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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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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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有社区公共运动场所１个，
居民健身点（苑）６２个，有文艺团队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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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
除各类违法建筑４９００平方米，新建违法
建筑拆除率达１００％。推进地区公共卫
生管理工作，对辖区内３５岁以上高血压
慢性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筹建完成街

道红十字服务中心，全年完成５８０人献
血任务。组建流动生活服务队，受益人

数２６２４６人次。为１５００名８０岁以上独
居和纯老家庭安装出门提醒器，２６０多
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出台《２０１２年友
谊路街道促进就业措施》等促进就业政

策，开展“启航”青年就业计划，促进青

年群体就业。完善“五助”（助困、助医、

助老、助学、助居）帮困体系，扩大居家养

老覆盖面和促进就业等３项帮扶延伸政
策，使一些困难边缘群众得到帮助。完

成居委会换届选举。推进消防隐患排查

整治，对辖区２０年以上房龄高层住宅及
部分高层住宅安装简易喷淋等消防实事

工程。全面推进小区技防设施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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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个。开展大调解
工作，成立物业管理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室，组建友谊调解服务社，街道各调委会

全年调解处理民间矛盾纠纷１７００余件，
调解成功率达 ９９％。全年刑事案件立
案数比上年下降１９２％，其中盗窃案件
下降 ２１４％，八 类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１８２％，全年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群
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综合测评居上海市前

列。创市级文明小区２９个，区级文明小
区２１个，区级文明单位９家，创建市级、
区级文明交通路口各２个，创建区级示
范文明小区２个，创建志愿者示范基地１
个，注册志愿者２８００多名，提升市民巡
访团等志愿队伍品牌。推进基层“一居

一特”创建工作，在辖区３７个居民区开

设小区微博，为民解决实际问题１００多
件，接纳网民合理建议２８条，促进社区
和谐。年内，街道获全国创先争优先进

基层党组织、上海市文明社区、上海市拥

军优属模范街道、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

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上海市

志愿者服务先进集体、上海市反邪教优

秀社区、上海市充分就业社区达标街镇、

市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示范社区等称号。

７３３

友谊路街道



街道办事处地址：牡丹江路 １２９９弄
１号。

■街道经济　按照街道“一带两区三
街”发展规划，抓住宝山推进“上海国际

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上海钢

铁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区”等发展机遇，

对接吴淞工业区和滨江地区开发，推进

重点地区结构调整，推动新一轮发展。

加大区域地块调整力度，上港十四区整

体转型，宝乐汇等重大项目开工。基本

完成宝杨路蓝池项目和小沙背带征地动

迁、盘古路项目（同济公寓五期）申万地

块收储。滨江零点广场等项目持续跟踪

推进，调整滨江带和吴淞工业区等区域

地块。拓展招商引资，开展多样化招商，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建成启用，利用宝莲

城中央商务区等商务楼宇，搭建新的招

商工作平台，一批较高质量企业落地。

全年共完成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
业１１户，其中１亿元以上企业４户。完
善资产和内部管理措施，健全街道财政

投资小型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等管理制

度，开展固定资产清查工作，加强固定资

产管理。完成炮台村农龄普查工作，推

进农业银行担保等历史遗留债务问题的

解决，确保国有资产增值保值。街道全

年共实现增加值２８３５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２９％；区级财政收入实现３３亿元，
减少１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６７５亿元，增长９％。

■推进国家卫生城区创建　成立创卫工
作领导小组，制订《友谊路街道创建国家

卫生区实施方案》和《友谊路街道推进

宝山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工作任务和职责

分解表》，任务涉及 ２３大类、３７４小项，
其中街道新增４项自选项目。共制作创
卫宣传版面６幅，发放门责单位门责告
知书２２８份，发放垃圾收运情况调查表
２０８份，发放宣传资料１８００份。粉刷建
筑体面积约３５０平方米，清理乱招贴６０
余处，清理楼道内乱堆物及垃圾１５辆车
次，修补垃圾箱房下排水窨井盖２处，新
开挖排水管道２条，修补墙面砖２处近６
平方米。修剪绿化近２５０平方米，补种
绿化约３０平方米，修补道路绿化护栏５０
余米。出动冲洗车（黄鱼车）１６台次，更
换垃圾桶１４只，清理各类垃圾７６吨，取
缔乱设摊２００余处。年内，小区内外巡
检共发现问题４９８起，处理问题４５７处，
处理率９１７７％。街道将重点商业网点
及其周边环境，尤其是菜场环境作为创

卫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创新城市管理

模式，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牡丹江

路、北翼商业街、盘古路通道、青鲜菜场

通道及其周边存在的跨门经营、乱设摊

等环境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共整治１２个
点，取缔乱设摊、占道经营２５５处，所有
整治点安排专人进行固守，确保环境脏

乱差等现象不再反弹。

■民生和社会保障　完善“五助”帮困
体系。助困方面，年内享受低保５３９人，
金额２６２１８１３元；传统民政对象４人，金
额 ２２２０３元；重残无业 １６５人，金额
１１７６４２３元；支内回沪 １２６８人，金额
２７６２２７０元；增发补贴 １６５人，金额
４９８００元；临补２５人，金额１３８５６元；粮
油卡、粮油券３４３人，金额２３８７６０元；批
量临时生活补助１７１人，金额５１３００元；
一次性补助券４２２人，金额６３３００元；一
次性补助 ９９１人，金额 ２９７３００元；一次
性物价补贴 ９２２人，金额 １６０１５０元；元
旦、春节、国庆一次性帮困７９１人，发放
资金 ２４１２００元；综合帮扶 ２９人，金额
６９０００元。助医方面，医疗救助２０人，金
额８２０７０元；居保２４３人，金额２２３４０元；
门急诊起付线 ２０９人，金额 ５１３８２０６
元；元旦、春节大重病帮困７１人，发放资
金４１０００元；医疗帮困卡 １３人；医疗门
诊卡５６人；白内障贫困患者免费手术２
人。助学方面，困难大学生开学补助３０
人，金额 ９００００元；发放助学券 １４８张；
学龄前出证５７人次；街道政策延伸助学
１１人，２１０００元。助老方面，开展梯度惠
老服务项目，８０岁以上居家养老５０％自
费部分由街道出资；根据９０岁以上老人
需求，落实家庭病床，确定户籍医生；对

百岁老人开展结对关爱活动。助居方

面，享受廉租房家庭７７户，发放租金补
贴金额５２３５５７元；第二轮经适房摇号４２
户，选房３７户；第三轮接受咨询１６０户，
发放表格７５份，受理５８户，审核通过５１
户，参加摇号５１户。第一批廉租房实物
配租接受咨询４０人，发放表格１１分，受
理６户，进入经济核对５户。宝山八村
居委会被评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社区建设　探索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运
作模式，组建中心管委会并下设办公室，

初步建立以文化中心为基点、６个特色
文化广场为支撑，依托３７个居委会文化
活动点的文化建设格局。街道舞蹈队代

表宝山市民艺术团参加２０１２“龙腾虎跃
闹宝山”中国文联艺术家下基层文艺演

出。探索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实现

文化活动中心部分项目委托非政府组织

管理。文化活动中心全年活动总场次

３５２４场，活动总人数１４１７４６人次。开展
“文化乐民、文化惠民”活动，举办“瞬间

的美”主体摄影艺术作品展，参与各类比

赛，及时开展文化资源配送等工作。完

成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各项任务，

共参加二级以上赛事 ２４项，参赛人数
１７５８４人次。获健身秧歌规定套路和自
选套路、排舞等多个奖项。全面推进家

庭计划指导和优生促进工程，推进“优嘉

宝贝”优生服务点建设。完成宝山科普

长廊海江路段建设及永清路改造，推进

宝山五村低碳节能景观小区建设。

■社区党建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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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５个方面的分类定级标准，开展
居民区党组织分类定级工作，以“三比三

争”（比作风，在服务群众上争先锋；比

创新，在社会管理上争一流；比奉献，在

工作岗位上争优秀）为载体，开展岗位立

功竞赛活动，调动党组织和党员积极性。

推进组团式联系服务群众活动。根据基

层组织建设年要求，围绕“强组织，增活

力”主题，采取先试点后推开的方式，开

展“两个有效性”（即增强党组织工作有

效性和提高组织生活有效性）试点工作。

９个试点居民区各自形成“三会一课”制
度、宝钢四村建设学习型小区、宝山三村

建立在职党员志愿者服务工作室、宝钢

七村建立“来沪人员之家”、宝山十村开

展党建带团建———离退休党员助力青少

年成长、宝山八村成立“三会一课”老干

部监督小组、宝林四村每月开展“倾听党

员的故事”活动、宝林五村提高“三会一

课”的召开次数等特色。年内，居民区共

上报１０３个党组织工作有效性案例。建
立党员干部定向联系３名 ～５名社区群
众制度，组织开展针对走访团队骨干的民

生政策业务培训，全年共走访居民５０６００
户，收集问题５６８５个。启动青年干部轮
岗交流工作，居民区、机关的青年干部交

叉任职，培养年轻干部。举办居民区一般

聘用干部专题培训班，６０人脱产参加培
训。推进社区统战等工作，成立宝山区留

学人员联合会友谊路街道分会；与区侨

联、农工党宝山区委、九三学社宝山区委

联合举办“侨界至爱”大型医疗咨询服务

活动，服务群众１０００多人次。

■试点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　建立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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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地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由区府

办、公安分局、工商分局、城管大队、规土

局、食药监分局、拆违办、绿化市容局、房

管局、文化执法大队等有关委办局的分

管领导以及街道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参

加，并由１名区领导担任管委会主任，主
要负责协调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中

的各种重要问题。下设１个联动指挥中
心，整合公安图像监控中心、“１１０”报警
系统以及街道信息化处置平台等信息资

源，做好日常工作的指挥处置，形成“统

一指挥、及时调度”的联勤指挥模式。１
支综合执法队，由派出所、城管分队、工

商所、交警队、食药监站、环卫等各派出

机构中工作人员及部分辅助工作力量组

成，主要负责城市综合管理中常态化的

综合执法。５支联勤巡逻分队，以区域
两个派出所的５个街面责任区为基础，
建立５支巡逻队，主要负责日常巡逻、事
前发现、简易事件现场处置、信息上报、

回访巩固等工作。３７个居民区综治警
务室，以居民区干部为主，社区民警配

合，组建居民区联防队。组建商务区综

治警务室、商务区联防队，开展商务区日

常自治等工作。

■开展地区宣传理论武装工作　围绕区
第六次党代会和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街道基层群众理论宣讲团年内在社区开

展各类宣讲活动 １６７场次，覆盖社区 ２
万余人次。开展“喜迎十八大，辩证看务

实办八大民生问题”和“传承雷锋精神，

弘扬时代新风”“公民道德与价值取向”

系列宣讲活动。创新“四讲法”（串联

讲、互动讲、弹唱讲、分类讲），开展互动

式宣讲，打造社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品

牌项目。坚持每月举办一次东方讲坛，

内容有世情、国情、市情教育，形势政策

和社会热点，法律知识、健康知识、国防

知识、金融知识，教育与心理等，参加听

众２０００余人次。开展“喜迎十八大、宝
山新形象”系列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参观

“喜迎十八大、宝山新成就”图片展，组

织１０００名社区市民参与“宝山市民看亮
点”活动，组织参与“２０１２感动宝山十佳
人物”评选活动，宝钢七村严毛弟的事迹

被评为“２０１２感动宝山十佳人物”提名
奖，并在社区开展感动人物宣传教育活

动。年内共发布市级媒体、区级媒体信

息３００余条，开展舆情调查４次，处置公
共突发事件舆论应对２次。开展政治思
想工作研究，完成政治思想工作研究论

文５篇。完成１４个小区宣传栏改造项

目，居民区宣传栏基本完成改造，制定小

区宣传阵地新的管理办法，开展检查督

查，有效规范宣传阵地建设。创办《友谊

社区报》，年内刊发两期，每期发行量

５６万份。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启动“一口
式”受理服务　６月，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在原“一门式”服务的基础上，启动

实施“一口式”服务（即“前台一口受理、

后台分类办理、中心一头管理”），实行

接待—告知—受理—回复（办结）的工

作流程。受理中心按照“一口式”受理

规范要求，设置总服务台、前台、后台、专

业技术以及管理等五类岗位，前台由１６
个窗口缩减为１１个窗口：设置７个综合
窗口、２个专项事务窗口、１个现金（回
复）窗口以及１个卡办窗口；后台精简工
作人员３人，精简率约１０％。受理中心
按照中心岗位设置、人员素质、工作特点

等情况，通过“六个统一”，即统一录用、

统一调配、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窗

口受理、统一考核奖励，实现各类人员

“一头管理”，确保“一口式”的正常试运

行。 （唐　玮）

吴淞街道
■概况　吴淞街道位于宝山区境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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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２２５户、８１３３８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１７５１户、４３３６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２８３７７人；计划生育率 １００％，人口出生
率６７１‰，人口自然增长率－２１５‰，人
口密度 １０８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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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个党总支、１５３个党支部，
在册党员 ５５８３人。辖区内共有各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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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街道获全国全民健身活动

先进集体、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和上

海市文明社区等称号。李金居民区被评

为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牡丹江路居

委会专职人民调解员徐剑平被国家司法

部授予“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街

道办事处地址：淞滨路３８５号。

■街道经济　围绕宝山滨江带开发和吴
淞工业区整体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重

大项目建设，牡丹江路３１８号地块“诺亚
新天地”商业中心结构封顶并启动招商，

完成三水国际商务楼工程建设，参与吴

淞汇游艇码头规划设计，与江南造船厂

和上海财经大学合作启动江南信息产业

园建设。全年实现区级财政收入２０３６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３％。实现增加值
１８８９亿元，下降１１％。完成经营性固
定资产投资２２５亿元。完成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２４９３亿元，增长２４％。新
增注册企业 ２９４户，注册资金 ８７８亿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企
业５户。合同利用外资４１５万美元。

■旧区改造　年内完成 ２幢居民楼改
造，自２００６年启动海滨新村成套改造以
来，累计完成３４幢居民楼改造，惠及居
民１１８７户。吴淞西块旧改动迁完成签
约４０７证，签约率６７１％，其中４６证５６
户居民实现现房安置，３６１证４００余户居
民在外过渡。１０月，确定八棉二纺旧住
房拆落地改造方案，完成建设工程项目

建议书、环境评估报告和可行性报告并

通过审批。桃园新村成套改造完成签约

２８１证，签约率８５９％。

■就业与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２２７６个（目标 ２１９２个），扶持成功创业
５０人（目标５０人），非正规就业组织转
制２个（目标５个），参加职业见习的青
年４９人，专家指导服务３５０人次（目标
５０人次），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
３７２０人（目标在３７４０人以内）。低保救
助２３９６９人，比上年减少 ８８２７人，发放
资金１０１８７４万元，比上年增加 １６４８５
万元。享受廉租房 １７１２户，发放资金
２７７４８万元。医疗救助９４人，发放资金
２７６５万元。节日补助３００２人次，发放
资金８７０６万元。发放助学券 ５７１人，
开学补助 ３２８人，资金 ９２９６万元。重
残无业１９５０人，发放资金１３７４４万元。
发放粮油帮困卡 ９０４０人，发放资金
７５５９万元。支内回沪补助７３３９人，发
放资金３７７４４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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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展爱心基金募捐活动，街道机关党支部、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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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家地区企事业单位和２４个居民区共
募集捐款近６０万元。６月２０日，在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现场认捐仪式。

表３０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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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６ １９３２ 西朱新村６４号 ５６６７８１４８

海滨新村 ２９４４ ６８２４ 海滨新村６７号乙一楼 ５６５６２１８３

海滨二村⑴ １７４８ ４２４０ 同泰北路２２７弄２号一楼 ５６５６００５３

海滨二村⑵ １１７７ ２８９７ 海滨二村９５号西侧 ６６６５０７２２

海滨三村 １５２９ ３７４１ 海滨三村４５号 ５６５６０６４８

海滨四村 １２９０ ３１８５ 海滨四村３５号 ５６５６０９５０

牡丹江路 ２０３６ ５０４８ 海滨六村１３号２楼 ５６５６９８７２

海滨八村 ２１８９ ５４２４ 海滨八村５０号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三 营 房 １４９３ ３８１０ 前三营房８８号 ５６１７２３２８

永清新村 ２０４０ ４９４０ 永清新村１１８号 ５６５６７０１０

永清二村 ２７８５ ６７４６ 永清二村１１６号 ５６５６５２４９

海江二村 ２３０５ ５３８９ 海江二村１５３号 ５６５７８０３３

海江新村 ８７０ ２０９６ 塘后路２０３弄２２号 ５６５６３９４８

吴淞新城 ４４８ １０２９ 班溪路５５弄８２号 ５６８４０２６５

吴淞三村 ４４１ １０２４ 吴淞三村３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４８０１

淞新 ８４７ ２１０１ 淞滨路１６５弄１号 ５６８４９７２４

和丰 １２７４ ３５８１ 淞滨路７０弄８号 ５６６７００５６

桃园新村 １２６８ ３２４８ 桃园新村２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４７０２３

长征新村 ６６８ １８１８ 长征新村８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３２７０

一纺 ５３６ １５２０ 淞滨西路８１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５６１７

二纺 ８７７ ２５５８ 宝林雅园５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８４５１

李金 １３５１ ３６２５ 淞滨支路４０弄２号１０３室 ５６８４９３５８

泗东 ７８２ １９０９ 泗东新村２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７９２５６

淞西 ５３１ １３７１ 同济路６０弄４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３７１６

集体户 ６０ １２８２ — —

（金　明）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深化“三必”（即
陌生人必问、可疑者必查、来访者必带）

和“民情日记”工作法，健全社会治安重

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联动机

制，发挥八棉地块治安防范自治联合会

平台作用，建立西朱新村警务室，完善

“红袖章”工程，开展“三无”（即无刑案、

无火灾事故、无越级上访）小区创建活

动。按照社会管理创新试点要求，完成

海滨新村“安居卡”智能化系统一期工

程建设，在小区７个进出口及２８幢居民
楼安装“安居卡”系统，发放“安居卡”

９０００余张，登记核实人口信息 ８０００余
条，推行《安居卡管理公约》，１０月１５日
正式启动小区封闭式管理。在泗东新村

４０号楼试点开展“法律进楼组、进家
庭”，街道法律服务所专门安排一名法律

工作者担任楼组法律顾问，设立法律咨

询专用箱，组织法律服务志愿者为在职

居民开设法律服务“夜门诊”，制作２７块
法律知识宣传版面，设置法制阅报栏，每

月组织一次居民法律学习，每季度召开

一次学习交流会，共举办各类法律学习

活动９次，参加居民达６００人次。

■公共安全管理　年内与辖区３３０余家
重点单位签订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书，与１０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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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２批（次），检查单位达到 ４３００余家
（次），出动检查人员５６２人次，开具整改
通知书１８３３份，发出法律文书４１５０份，
查出 安 全 隐 患 ２４３２条，整 改 率 达
９８６％，责令停业 ２８家。开展安全宣

传，举办交通安全讲座４场，开展居民消
防逃生演练２４次，在“安全生产月”中组
织１５００人次单位职工观看安全生产警
示片，发放宣传资料４０００余份，全年未
发生重特大群死群伤安全事故。

■社区建设　完成居委会换届选举，８
月１１日，２４个居委会全部采取直选方
式，实行差额选举，登记选民数为５８５８６
人，登记率为７８７％；参加投票选举选民
数为５３３７４人，参选率为９１１％。选举
共产生居委会２４个、委员１２０名，其中
主任２４名，全部实行属地化。建立居民
区督导工作制度，围绕居民区专项工作

考核，配套推出居民区督导工作制度，选

派３名经验丰富、素质高、能力强的老的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组成督导组，采取明

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每月对２４个居
民区落实专项工作的情况实施检查、督

促与指导，督导结果作为对居民区进行

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开展基层党

组织分类定级，９个居民区党总支被评
定为“先进”等级，１３个居民区党总支被
评定为“较好”等级，２个居民区党总支
被评定为“一般”等级。完成 ３６家“两
新”党组织换届，命名表彰 ２０１１年 ～
２０１２年度“党员先锋楼”５７幢。举办第
一届青年干部培训班，召开社区青年工

作者座谈会。成功创建上海市文明社

区、７个市级文明小区、２９个区级文明小
区和６个节水型小区，开展“三讲三评”
（即讲社会公德、讲职业道德、讲家庭美

德、评社会公德模范、评职业道德模范、

评家庭美德模范）活动，建立街道志愿服

务中心和２４个居民区志愿服务站。

■群团组织建设　２月１３日，社区（街
道）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社

区（街道）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工作报

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

生社区（街道）总工会第二届委员会和

经费审查委员会。３月２７日，街道红十
字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街道

红十字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

收支情况报告，选举产生街道红十字会

第二届理事会。１２月 ２８日，社区（街
道）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在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街道

妇联第一届执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

街道妇联第二届执委会。年内成立街道

机关团支部和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团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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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完成上海裕果商贸（阿喜网）有限

公司、上海罗兰庭婚礼服务有限公司等

１６家“两新”组织建团任务。１２月，街道
团工委被团市委评为“上海市非公有制

企业团建‘创先争优’工作先进街镇（园

区）团组织”，开展的“团员青少年‘传承

吴淞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吴淞文化之

旅”活动被评为“上海市青少年社区文

明行动百个优秀活动（项目）奖”。

■创建“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
区”　推进社区民族工作“五四”工程
（即完善４级组织网络、健全４项工作制
度、服务４类重点对象、落实４件实事项
目、整合４个工作领域），完善社区民族
工作协调领导小组、街道少数民族联合

分会、少数民族服务工作联络组和２４个
居民区民族工作小组四级组织网络，健

全定期研究工作、定期学习宣传、定期通

报情况和定期开展活动制度，完成少数

民族服务窗口、少数民族服务卡、少数民

族服务指南和清真食品专柜及清真饮食

店等四件实事，整合驻地部队、地区学

校、大型企业和文明单位等四方面资源，

为少数民族同胞提供服务。８月，通过
上海市评审组对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社区创建工作的评审。

■实施“老来乐”为老服务项目　开展
老年体育活动，举办运动会、交谊舞比赛

和社区文体团队展示累计共２４场，参与
居民达１５９５人次。举办老年文艺培训，
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选派声乐老师在

２４个居委会开办声乐培训课 ９６场次，
参加居民 ６１９０人次。举办社区老年文
化生活展示活动２５场，参加居民１０２５０
人次。组织社区文体团队到敬老院慰问

演出４场，参加居民４６０人次。组织社
区志愿者参加为老服务专业培训６次，
培训人数１００余人。

■创建上海市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
道　４月２１日，在吴淞中学召开创建上
海市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道动员

大会。成立创建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和７个专项工作组，建立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队，形成综合协调、日常巡查、监督

考核、保障四项工作机制。修复３６０处
缺损绿化和９００余处损坏市政设施，启
动牡丹江路、水产路店招店牌整治，处

置暴露垃圾３３处、２６０吨，取缔乱设摊
８６处，拆除违章广告牌１５２处，拆除存
量违法建筑 １１９９平方米，拆除新生违

法建筑７３１平方米。

■创建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年
内，吴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国家

卫生部命名为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心核定床位５０张，下设２个分中
心、４个标准化服务站。投资 １００多万
元，新建便民服务中心、残疾人康复活动

室、住院病人活动室、慢病健康指导站，

优化医疗服务区、预防保健区、健康管理

区设置，建立７个家庭医生工作室。落
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门诊

人次４３３万人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７３４４１人，建档率７０５１％。

■徐剑平获“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称号
　８月，牡丹江路居委会专职人民调解
员徐剑平被国家司法部授予“全国人民

调解能手”称号。自２０１０年担任专职人
民调解员以来，徐剑平探索“三结合”

（即人民调解与法制宣传教育相结合、人

民调解与心理疏导相结合、人民调解与

社区维稳工作相结合）人民调解工作法，

推行“六个一”（即“一张笑脸相迎、一把

椅子让座、一杯热水暖心、一句问候增

情、一个规范仪容、一人全程服务”）规

范化服务，成功调解各类纠纷１７８起，未
发生一起因调解不当引起的民转刑

案件。

■陈家英入选“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　９
月１７日，海滨八村居民区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陈家英入选“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
２００６年９月，陈家英创办“知心奶奶”信
箱，开设热线电话和谈心室，开展青少年

心理疏导，其工作经验曾入选“全国思想

政治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现场

经验交流会”交流材料。

■获“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称号
　１１月，吴淞街道被中国成人教育协会
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命名为全国社区教

育示范街道。街道以区成人教师进修学

校为基础，建立街道成人中等文化技术

学校，实现社区学校实体化运作，规范

２４个居民区教学点管理，６个教学点通
过区标准化建设达标评估。建成四大教

育基地，即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核心

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教育基地、以社

区党员服务中心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学习

教育基地、以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为

核心的就业培训教育基地、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核心的医疗卫生和保健知识

教育基地，形成“同学共创”、青少年心

理咨询辅导、“十字绣”和金波浪艺术团

等四大工作特色。至年末，地区有学习

型家庭２８４９０户，占家庭总数的８１３％；
有２５个团队开展学习型团队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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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４３１３人；常住人口 １７２４０２人，列入管
理的来沪人员２３９５３人；户籍人口自然
增长率 －３４２‰，计划生育率９９６３％，
人口出生率６６２‰，人口密度２３５９２人／
平方公里（户籍）。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１２３６个，学校２０所，有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１个，社区文体活动中心１个，图书馆
２个。建有公共运动场 ３个，居民健身
点５６个。社区党工委下辖 ３１个党总
支、１５５个党支部，登记党员７９９５人。年
内，街道获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安全

社区、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秀社区、上

海市社区侨务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街

道办事处地址：呼玛路８００号。

■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调结构促转型，
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加大项目推进

力度，博济（上海）智汇园一期（即世纪

秋雨仓库改建）竣工招商，二期（中印物

资仓库改建）完成搬迁工作，年底开工。

张庙综合楼１８层主体结构封顶，项目施
工的同时加强招商宣传。红太阳商业广

场完成桩基工程、地下工程，开伦天章智

慧楼于９月开工。锦和越界·智造园
（莱卡食品厂改建项目）完成签约，一期

１３万平方米改造通过施工许可，１２月
开工建设，二期报发改委批准立项。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年完成引进企业

１３７户，比上年增加 ２６５％。完成注册
资金３２７亿元，增长１３７％，其中注册
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５家，注册资
金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１家，均为生物
和信息类的高科技服务业。加强集体资

产管理，理顺街道集体企业产权关系，加

强市场改造和房屋管理，确保国有集体

资产保值增值。年内，街道实现增加值

１４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实现区
级地 方 财 政 收 入 １２６亿 元，增 长
１６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２９亿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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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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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０５ ４５７４ 泗塘一村１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９２３

泗塘 ２１８５ ３６６２ 泗塘一村６７号 ６６２０９１０１

新桥 １８７５ ３４６２ 革新路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５４０

虎二 １７０６ ４０１２ 泗塘二村２８号－１ ５６９９８１５１

振兴 １６５０ ３４００ 泗塘二村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７４３６１２

泗塘三村 ２３４７ ４３１７ 泗塘三村５号 ６６２２７１０３

泗塘四村一 １５９６ ３０４２ 泗塘四村１０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９３０３６

泗塘四村三 １６９０ ３７１２ 长江西路１１６０弄２０／１０４ ６６２０５８１８

泗塘五村一 １３１７ ２７５０ 泗塘五村３４号 ６６２０１９６０

泗塘五村二 １８４８ ３５４３ 泗塘五村１７１号 ６６２０５６１３

泗塘六村 １４５２ ３４３６ 泗塘六村５２号乙 ５６７４４４４１

泗塘七村 ２００１ ３８６２ 泗塘七村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４７９４

泗塘七村三 １０９０ １９１３ 虎林路９９弄７５号２楼 ６６２１５７２６

泗塘八村 ２２０６ ３９１２ 泗塘八村１３－１号 ６６２２００２４

呼玛一村二 １６６２ ３１９２ 呼玛一村５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１

呼玛一村三 ２０３２ ３８４２ 呼玛一村１０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０

富浩 ９８４ １４３０ 虎林路８００弄１９号３楼 ３６１１０３４９

通河一村 ４１２６ ７６４２ 通河一村１０９号 ３６１１１１３２

通河二村 ４１４０ ７６３４ 通河二村６０号 ６６２０９９０８

通河三村一 ２０００ ２９７８ 通河三村１５号甲 ５６７６５４３５

通河三村二 １３３２ ２１６８ 通河三村１０９号 ５６７６２８１３

通河四村一 １１５８ ２３４６ 通河四村３０号 ５６７６２８９９

通河四村二 １４５８ ２５１６ 通河四村５５号 ５６７４２４５４

通河六村一 １７４１ ２８７５ 通河六村１３９号 ５６７４３６８４

通河六村二 １５４４ ２４３６ 通河六村２４５号 ５６７６２４７０

通河七村一 １１９６ ２３２２ 共江路７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５

通河七村二 １２８９ １６２５ 爱辉路２８弄２２号 ５６７３２８０４

通河八村一 ９９９ １９０５ 通河八村７１号 ５６７６２７３７

通河八村二 １０４５ ２５８４ 通河八村１５０号 ５６７６２９００

通河八村三 １０５０ １９１４ 通河八村１９０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３

通河九村 ２３６４ ２５４０ 通河九村５８号 ５６７３０９７０

呼玛二村一 １９７９ ３５５０ 呼玛二村１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７９１

呼玛二村二 １８７９ ３４８４ 呼玛二村２１２号 ６６２１００１８

呼玛三村一 １８６１ ２８２３ 呼玛三村３７７号 ５６７５９７０６

呼玛三村二 １３０８ ３０８５ 呼玛三村１９６号甲 ５６７５４８４９

呼玛三村三 ９８４ １１４３ 呼玛三村４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３１９１

呼玛三村四 ５３７ １４６４ 呼玛三村１１０号 ５６７６９６７８

呼玛四村 １９５３ ４２２９ 呼玛四村７４号 ６６２１０３３６

呼玛五村 １４８４ ２３５４ 呼玛五村４号 ５６７４２４４５

三湘盛世家园 ７６５ ６３５ 一二八纪念路６８８弄１８号 ６６９８５０３９

（宋彦梅）

元，增长２５％。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２
亿元，增长１４倍。

■社区建设和管理　加强市容环境整
治，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区为契机，加大社

会面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巩固上海市市

容环境示范街道。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

管理相结合，对通河一村、泗塘一村、泗

塘五村乱设摊进行整治，对呼玛路、爱晖

路等马路摊贩等进行整治。落实实事工

程，加强建设社区。投资３００万元对通
河路、共江路沿线４１６家商铺的店招店
牌进行改造，茅浜高压林带５万平方米
绿带改造全面竣工。加大拆违控违力

度，全年共拆除和遏制新违法建筑１０１３
平方米，对部分居委进行“无违法建筑居

委”预验收，并对 ７个居民区的住宅道
路、消防设施建设改善，新增２７个消防
栓及小区配套工程。完成呼玛一村居民

低电压稳定性提升工程，并向呼玛二村

至呼玛五村推进实施。泗塘一村旧区改

造年内开工４栋，竣工４栋，泗塘一村成
人职校改建暨小区公建配套工程１１月
竣工。加强业委会管理，协调处理社区

矛盾。年内完成组建５个业委会，组织
业委会主任开展业务培训。协调化解业

主和物业的矛盾，组织开展对物业服务

（小区）的考核。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１３１７个，完成目标任务１０１３％，其中安
置就业困难人员 ３３７人，安置率达
１００％。扶持成功创业 ６０户，完成目标
任务的１０９％。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５４０６
人，严格控制在５４１７人以内。确保各类
救助政策的落实和应保尽保，全年共发

各类困难补助金４７４１万余元，其中低保
６８５０８人次，２６５５万余元；粮油帮困金
２３６７１人次，１４８万余元；医疗补助金
３３５８人次，４３万余元；大病医疗救助金
３２２人次，８２万余元；综合帮扶救助金５５
人次，５５万余元；支内回沪人员补助金
２３６４３人次，１２５５万余元；助学金１８４人
次，５５万余元，助学券１８００余张；全年总
计发放廉租房补贴２９０２户，４４８万余元，
其中年内新增５２户。完成首轮廉租房
实物配租的申请、受理和经济审核 ３６
户。第一轮和第二轮经适房共有６３０余
户家庭进行选房，第三轮符合条件的有

２４９户家庭。

■助老助残　街道日托所每天服务日托
老人２８人，６７名居家养老服务员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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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０多名老年人服务。老年食堂就餐人
数平均每天４５０多人次，其中送餐上门
每天平均 １６８人次。全年为 ３２１５名老
年人助浴，为４８００多名老年人办理银发
无忧保险，与１７００多名困难老年人结对
开展“老伙伴活动”。全年为残疾人家

庭发放实物帮困卡共计４５２万元，医疗
特别救助金２２９万元，助学金１３万元，
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社会管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
升管理效能。围绕社会治安和市容环境

两大重点，在泗塘一、二、三、四村、呼玛

路、通河路等开展小区、街面综合管理

“大联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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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综治工作中心和

居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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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社会管理效能。推进“红袖章”工

程和“看家网”建设，完善基层群防群治

网络。开展“平安小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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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居委

以及“无刑案居委”创建等活动，年内有

２６个居委符合通过“六无”平安居委验
收，其中２个居委为“无刑案”居委。开
展户籍人员“人户分离”居住地管理试

点，推进实有人口信息质量管理专项行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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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坚持领导干部接

访下访、包案化解疑难信访问题等制度，

加大信访矛盾协调、化解和督办工作力

度。规范信访工作秩序，落实进京劝返

工作新机制，做好敏感节点维稳工作。

推进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

设，对地区内的重大事项，进行风险评

估，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加强突发

性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应急处

置制度。在“８８”因台风高空坠物致人
死亡事件中，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成立事

件处理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向死者家属

表达哀悼和慰问，研究部署相关善后事

宜。街道先后召集公安、１２０急救中心
等部门召开７次专题会议，认真落实市、
区维稳办工作部署，反复与死者家属沟

通协调，妥善处置“８８”因台风高空坠

物致人死亡事件。开展图上模拟的应急

处置演练。深化“大调解”工作机制，推

进实施医患纠纷、交通事故等矛盾纠纷

化解委托人民调解联动制度，建立和完

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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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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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建设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工作，组织生产、消防、交通安全大检

查，开展公共安全宣传，巩固安全社区成

果。坚持每周一次安全检查，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开展防火安全宣传，增强居

民群众防火安全意识，提高居民应急逃

生和扑灭初火的能力。利用图片、讲座

和宣传画，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和“五

进”（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

进社区）活动。强化农民工培训和特殊

工种操作资格证培训机制，确保特殊工

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１００％。组织制
订各类安全应急处置方案，并进行应急

处置演练。组织开展“啄木鸟行动”消

防专项整治，开展“清剿火患”，开展汽

车修理企业职业危害专项治理和“打非

治危”专项行动，确保地区内的生产、消

防、交通安全。年内与辖区单位签订安

全生产责任书２１８７份，学校、单位、居民
区组织应急处置演练６０场次，检查高层
建筑５５家次。

■社区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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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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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内注册志愿者总量从９５０名上升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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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交通路口进行志愿服务、“三五”学雷

锋志愿服务。年内新增１家区级文明单
位，区级文明单位数量增至 ４家。９个
小区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小区、３７个小区
被评为宝山区文明小区。

■社区党建工作　开展组团式联系服务
群众工作，深化楼组党建特色工作。街

道党政领导带头示范深入基层，落实机

关干部联系居民区制度，提高各级党组

织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加强机关

作风建设，坚持机关作风建设和干部的

教育管理相结合，开展“一创三争”（创

先进科室、争创机关好干部、争创群众贴

心人、争创工作好伙伴）主题教育活动。

理顺机关党组织建制，开展党员学习教

育活动，强化机关文化建设。组织居委

专职干部定岗定编，完成机关和社区干

部招录。完成４０个居委会换届选举各
项工作任务。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推进惩防体系建设。

■“张庙一条街”综合改造　“张庙一条
街”整治改造项目于 ２０１１年底正式启
动，改造内容包括道路、绿化、立面、业态

四个方面，各项分步实施，整体协调推

进。车行道在维持原线形的基础上实施

白改黑改造，两侧人行道采用同质砖，提

高道路等级，道路改造于１０月完成。小
广场改建为街心花园，增加小绿化步道

和亭、棚、台、凳。沿线布置景观墙，增加

树木及步道景观灯，绿化改造年内基本

完成。按照建筑立面改造方案，对建筑

外立面进行整改修复，包括外立面粉刷，

新增空调遮挡架，更换原有晾衣架及破

旧雨棚、一层防盗窗，对原有门窗进行修

复及油漆，对原有小区入口、外文化围墙

进行改造。街道多次会同区商委，初步

确定店面立面、店招综合改造方案，分头

推进区属商业和社会商业的业态调整和

门面改造，年内完成店招店牌改造和门

面改造。

■开展群众文体活动　开展第二届老街
新居市民文化活动，围绕“１＋４”模式，
即以恢复“张庙一条街”原貌为主旋律，

辅以百场演出、百场电影、百场讲座、百

团展示开展系列文文化活动，老街新居

市民文化活动逐步成为张庙文化工作的

一张名片。加强对社区文体团队的培育

和培训，鼓励和支持文体团队参加市、区

各类比赛，提供必要的场所、经费。组织

发动７０００多人次的社区居民参加市民
运动会的各项比赛，完成参赛指标的

１４０％。至年末，街道有各类文体团队
１３０多支。街道排舞队获第十三届“浦
东潍坊杯”长三角地区排舞比赛金奖，成

为张庙街道的特色文化团队。街道合唱

团获区大合唱比赛三等奖，街道文化站

获区“十佳歌手比赛”活动优秀组织奖。

（宋彦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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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名录·荣誉榜
■编辑　经瑞坤

宝山区新任主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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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１９９２年１月 ～５月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访问学者）。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４年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工程
系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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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任中共
宝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２０１３年６月起主持
中共宝山区委工作。２０１３年７月起任中共宝山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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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

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方世忠　男，１９６８年８月生，汉
族，安徽芜湖人，研究生学历，哲

学博士，副教授，１９９０年７月参加
工作，１９８９年１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１９８６年 ～１９９０年为华东师
范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生。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为华东师范大
学社科部教师。１９９５年 ～１９９９
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任华东
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年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正处级）。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任市委办公厅机要秘书。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要秘书。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５年任市人
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２００５年１月任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副主任，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党委书记。２００５年２月任市委
宣传部副巡视员，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党委书记。２００５年３
月任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

裁。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任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上海大剧院艺
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上海大剧院院长。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１年
任静安区委常委、副区长。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任市新闻出版局
局长、党组书记、市版权局局长，静安区副区长。２０１２年 ～
２０１３年任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市版权局局长。２０１３
年７月起任中共宝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副区长、
代理区长。２０１３年８月当选为宝山区政府区长。

方世忠是中共上海市第九次、第十次党代会代表，上海市

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区委组织部提供）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中共区委

■中共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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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０免）　曹锡康　钟　杰
杜松全　郭孝喜（２０１２１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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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０免）　钟　杰　秦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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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鹰　夏　雨　顾卫俊　徐荣森
郭孝喜（２０１２．１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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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免）
　　　　须华威（２０１２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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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黄　琼（女，主持工作）
区社会工作党委

书　记　吴华朗
老干部局　　局　长　金光明（２０１２４免）

　　　　明瑞成（２０１２４任）
宣传部（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新闻办公室牌子）

部　长　杜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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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锡康
副部长　刘发林（常务）

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主　任　施永根（２０１２２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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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杰
副书记　杨　杰　沈伟民（２０１２２任）

李　明　陈锡林（２０１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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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建华（女，常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所　长　丁建华（女，兼）
社会主义学院

院　长　曹锡康（兼）

副院长　丁建华（女，常务）
《宝山报》 总　编　肖晓晖
《宝山报》党组

书　记　肖晓晖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陆学明（兼，２０１２６免）

袁　鹰（兼，２０１２６任）
人　武　部　政　委　郭孝喜

部　长　胡晓春（２０１２９免）
李　红（２０１２９任）

区委接待办公室

主　任　陶国强

■中共宝山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　章俊荪
副书记　赵　平　宋国安
常　委　章俊荪　赵　平　宋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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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轶（女）
信访室 主　任　徐　磊
教育研究室　主　任　赵明玉（女，２０１２４任）
党风廉政室　主　任　王济琴（女）

■区级机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区属事业单位党组织
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　记　张　静（女）
人民政府党组

书　记　汪　泓（女）
人民政协党组

书　记　丁大恒
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　斯福民
书　记　郭孝喜
副书记　胡晓春（２０１２９免）

李　红（２０１２９任）
人民法院党组

书　记　汪　彤
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　记　林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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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工会党组　书　记　李友钟
共青团区委党组

书　记　李远锋
妇女联合会党组

书　记　陆春萍（女）
工商联合会党组

书　记　居根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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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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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免）
施永根（２０１２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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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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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凤梅（女）
司法局党委　书　记　季文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

书　记　王丽燕（女，２０１２５免）
财政局党组　书　记　方建华（２０１２５免）

牛长海（２０１２５任）
审计局党组　书　记　陈仕宏（２０１２７免）
统计局党组　书　记　魏银发
教育局党委　书　记　张晓静（女）
卫生局党委　书　记　秦　冰（女，２０１２２免）

陈国华（２０１２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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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６免）
沈天柱（２０１２６任）

环境保护局党组

书　记　邓士萍（女，２０１２２任）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党委

书　记　陈国华（２０１２２免）
王　静（女，２０１２２任）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党委

书　记　黄任睴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委

书　记　郭生建
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党委（２０１２２更名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执法大队党委）

书　记　刘宏良（２０１２２任）
水务局党委

书　记　潘锡根
民防办公室党组

书　记　朱永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员会党组

书　记　赵　刚
区政府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党支部（２０１２７建）

书　记　 陈仕宏（２０１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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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开泰　冯鞍钢　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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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华强　梅平夷
梅秀友　曹兆麟（女）　谢　平　鲍永明　蔡永平

■宝山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１７－２０１２１８选举产生）
主　任　张　静（女）
副主任　杨卫国　倪诗杰　秦　冰（女）　周竹平　蔡永平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兰满　王　菁（女）　方玉明　华建国　许龙岱
李　娟（女）　李远锋 　陆　军　陆春萍（女）
陈　忠　陈亚萍（女）　陈向峰　邵东明　周远航
顾卫俊　倪家明　黄　琼（女）　曹兆麟（女）
梁迎群　喻碧波　程六一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　倪诗杰（兼）
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平夷（２０１２２免）
许龙岱（２０１２２任）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曹兆麟（女）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蔡永平
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华建国（２０１２２任）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秀友（２０１２２免）
王　菁（女，２０１２２任）

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平夷（２０１２２免）
许龙岱（２０１２２任）

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２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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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曹兆麟（女，２０１２９任）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主　任　陈　忠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主　任　陈　忠（兼）

人民政府

■宝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
副区长　汪　泓（女，代区长）　丁大恒

夏　雨　钟　杰　陶夏芳（女）　连正华
秦文波　朱礼福

■宝山区人民政府（２０１２１７第七届人大选举产生）
区　长　汪　泓（女）
副区长　夏　雨　周德勋（女）　杨　杰

陶夏芳（女）　连正华　秦文波
朱礼福　沈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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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长海（２０１２５免）
王丽燕（女，２０１２５任）

地区办公室　主　任　潘卫国
外事办公室　主　任　牛长海（２０１２５免）

王丽燕（女，２０１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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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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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免）
施永根（２０１２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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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免）
王　岚（女，２０１２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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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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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燕（女，２０１２５免）
财政局　 局　长　方建华
审计局　 局　长　张晓宁（女）
统计局　 局　长　王　建（２０１２２任）
教育局（教育委员会）

局　长　楼伟俊（２０１２２免）
张晓静（女，２０１２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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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６免）

沈天柱（２０１２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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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根（２０１２４去世）
黄振德（２０１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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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天柱（２０１２６免）
周健德（２０１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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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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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朱显武
行政管理学院（２０１２７更名为行政学院）

院　长　丁大恒（兼，２０１２４免）
周德勋（女，兼，２０１２４－２０１２７，

２０１２７任）
副院长　丁建华（女，常务，２０１２７任）

宝山区国家保密局

局　长　刘正田（兼）
城市管理监察大队（２０１１１２更名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
法大队）

大队长　郭生建（２０１２０２任）
政　委　刘宏良（２０１２０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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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农
招商办　 主　任　陈百勤
区政府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２０１２７建）

主　任　项明洁（２０１２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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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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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２０１２１８选举产生）
主　席　丁大恒
副主席　曹锡康　王兆钢　叶建英

罗文杰　李小年（女）
秘书长　朱　亮
常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思文　马菁雯（女）　王开泰　王佩桦（女）
王普祥　仇忠亮　方红梅（女）　方斐均
世　良　龙　婷（女）　白　洋（女）　华　宜
华　雯（女）　全先国　刘发林　刘祖辰
刘美娟（女）　许金勇　孙　兰（女）　严鲤生
李　俊　李友钟　李建才　吴永旭　沈海敏
张建中（２０１２１２免）　陈志军　邵金如

郁永清　郑晓远　赵学勇　钟国定　侯　艳（女）
施利毅　陶华强　蒋碧艳（女）

副秘书长　李建才　沈艳兴　奚雪明　李　强
钟国定　卢　畋　王开泰　徐黎黎（女）
华　宜　王普祥　汪智勇　郭朝晖

■区政协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朱　亮
专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李建才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王兆钢（２０１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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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免）
赵学勇（２０１２２任）

法制委员会 主　任　尹有良（２０１２２免）
严鲤生（２０１２２任）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主　任　赵学勇（２０１２２免）
李建才（２０１２２任）

教育委员会　主　任　张步华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主　任　邓士萍（女，２０１２２任）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施永根

审判、检察机关

■区人民法院
院　长　姚荣民（２０１２１免）

汪　彤（２０１２１当选）
副院长　曹光曜　王启扬　陈素琴（女）

唐春雷（２０１２１２任）

■区人民检察院
检 察 长　林　立
副检察长　黄　辉　郑永生（２０１２２免）

孙　军　陈卫国

民主党派

■民革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学勇

■民盟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蔡永平

■民建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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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陈向峰

■民进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蒋碧艳（女）

■农工民主党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罗文杰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小年（女）

■致公党宝山区总支部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亚萍（女）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区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２０１２８２２选举产生）
主　席　杨卫国（当选连任）
副主席　李友钟（常务，当选连任）

■共青团宝山区第八届委员会
书　记　李远锋

■区妇联第五届执委会
主　席　陆春萍（女）

■区工商联（商会）第七届执委会
主　席　邵东明

■区科协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李海平
副主席　蔡永平（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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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青年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２０１２３２２选举产生）
主　席　李远锋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丁大恒（２０１２５免）

周德勋（２０１２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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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琴（女，常务）

■区红十字会第五届理事会（２０１２６２０选举产生）
名 誉 会 长　汪　泓（女）
名誉副会长　袁　鹰　倪诗杰　罗文杰
会　　　长　陶夏芳（女）
副　会　长　朱　琴（女，常务）

街道、镇、园区

■街道党工委、镇党委、园区党工委、党总支
吴淞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程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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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立红（女）
罗店镇党委　书　记　徐荣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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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伟民
罗泾镇党委　书　记　常积林
高境镇党委　书　记　陈士达
庙行镇党委　书　记　吴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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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４免）
丁炯炯（２０１２２任）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邵　琦（女）
杨行镇　 镇　长　张跃进
罗店镇　 镇　长　徐连发
月浦镇　 镇　长　张惠彬
顾村镇　 镇　长　王　槐
大场镇　 镇　长　杨金娣（女）
罗泾镇　 镇　长　黄振德（２０１２６辞）

顾　军（２０１２６当选）
高境镇　 镇　长　顾云飞
庙行镇　 镇　长　徐佳麟
淞南镇　 镇　长　袁惠明
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徐林彬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杨宝康
航运经济发展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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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　杨宝根

■镇人大主席
杨行镇　 顾远忠

罗店镇　 杨志豪

月浦镇　 苏元龙

顾村镇　 李　娟（女）
大场镇　 梁迎群

罗泾镇　 林　明
高境镇　 朱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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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强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

税务局宝山分局

局　长　李俊强
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俞晓红（女）
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

局　长　俞晓红（女）
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

书　记　孙晓峰
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　长　孙晓峰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党组

书　记　王　成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

局　长　王　成

区境内部分市属单位负责人名录

■冶金、冶建单位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乐江
总经理　何文波

　　　　　党委书记　刘国胜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董事长　贾砚林
总经理　曹　清

　　　　　党委书记　王金旋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蒋为民
　　　　　党委书记　陈卫东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蒋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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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孟星
总经理　王英俊

■港口与口岸单位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华浜分公司

总经理　董志刚
　　　　　党委书记　陈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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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　舒琴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政　委　吴晓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局长、党组书记　周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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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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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航公安局上海分局

　 　局长、党委书记　彭卫东

■公用事业单位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厂　长　钟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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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涛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厂　长　邵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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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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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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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睿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黄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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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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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海峰
上海农商行宝山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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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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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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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根福

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班组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运行部一值 石洞口第一电厂／提供

先进集体
■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妇产科

■２０１２年全国工人先锋号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钢结构检测

　研究部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运行部一值

■ 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社区（街道）党工委

■ 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人保局就业促进中心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数控班组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良种繁育场优质水稻育种科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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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防腐分厂生产一班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加厚热处理车间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第十六届）上海市文明单位
宝山区（１１５个）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电信局

上海振杨经济发展实业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园区公司

宝山月浦安息灵园

上海月浦经济发展公司

上海新月浦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月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钢月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万事红燃气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宝罗瞑园

上海市宝山北部汽车检测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罗店经济发展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上海飞士工贸实业总公司

上海宝山民营科技实业发展公司

上海大场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农业公司

上海盛江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顾村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刘行经济发展公司

上海庙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骏利（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继发物业公司

上海云峰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众出租汽车十分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宝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上海市宝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财政局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

上海市宝山区气象局

上海市宝山区食品药品监督所

上海市宝山区房地产交易中心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泗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妇幼保健所

上海市宝山区老年护理院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示范果园

上海市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水利管理署

上海市宝山区海塘水闸管理所

上海市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上海市宝山区图书馆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上海市宝山区文化馆

上海市公安局洋桥检查站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淞南派出所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大华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友谊路派出所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庙行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

上海市宝山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上海市宝山区社会福利院

上海市宝山区救助管理站

上海市宝山区殡仪馆

宝山烈士陵园

上海市行知中学

上海市吴淞中学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市淞谊中学

上海市宝山区江湾中心校

上海市宝山区小鸽子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学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

上海市罗店中学

上海市宝山区教师进修学院

上海市宝山区求真中学

上海市宝钢新世纪学校

上海市泗塘中学

上海市月浦实验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第三中心小学

上海市宝山区小天鹅幼儿园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

上海市宝山实验学校

上海市宝山区广育小学

上海市宝山区实验小学

上海宝谊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淞南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张庙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上海大场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黄金广场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宝钢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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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北翼（集团）有限公司北翼商厦

上海市宝山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顾村分公司

上海宝隆宾馆有限公司

上海金富门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上海宝松重型机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金牡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金牡丹大酒楼

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盛桥实业公司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文明小区
宝山区（１１７个）
友谊路街道宝林新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林二村一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林二村二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林四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林五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林八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钢三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钢十一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临江新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临江佳园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城三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山二村二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山三村二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山六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山七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山八村一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山八村二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山十村一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山十村二小区

友谊路街道中艺花园小区

友谊路街道华能时代花园小区

友谊路街道华能城市花园小区

友谊路街道住友宝莲花园小区

友谊路街道白玉兰花园小区

友谊路街道恺源景江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钢六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宝钢七村小区

友谊路街道密山新村小区

吴淞街道牡丹江路小区

吴淞街道吴淞新城小区

吴淞街道李金怡心园小区

吴淞街道新叶公寓小区

吴淞街道海滨八村北小区

张庙街道通河一村一小区

张庙街道昌鑫世纪园小区

张庙街道昌鑫协和园小区

张庙街道昌鑫时代绿园小区

张庙街道新普盛公寓小区

张庙街道龙缘花园小区

张庙街道呼玛一村一小区

张庙街道呼玛一村三小区

杨行镇杨泰二村二居小区

杨行镇宝启花园小区

杨行镇杨泰路３３８弄小区
杨行镇世华佳苑小区

杨行镇杨泰春城小区

杨行镇宝启公寓小区

杨行镇杨泰路３２８弄小区
杨行镇华馨苑小区

月浦镇月浦二村小区

月浦镇月浦三村小区

月浦镇月浦八村小区

月浦镇月浦十村小区

月浦镇乐业二村小区

月浦镇乐业四村二小区

月浦镇乐业五村一小区

月浦镇乐业五村二小区

月浦镇庆安四村小区

月浦镇庆安五村小区

月浦镇盛桥三村小区

月浦镇乐业一村二小区

罗店镇罗溪花苑小区

罗店镇富南苑小区

罗店镇祁南二村小区

罗店镇富辰花园小区

罗泾镇宝虹家园小区

大场镇大华一村一小区

大场镇大华一村二小区

大场镇大华一村久华佳苑小区

大场镇大华一村北华苑小区

大场镇大华二村馨华苑小区

大场镇大华二村文华苑南小区

大场镇大华二村文华苑北小区

大场镇大华三村七小区

大场镇大华三村远景佳苑小区

大场镇大华四村康华苑小区

大场镇大华四村枫庭丽苑小区

大场镇乾溪新村乾沁苑小区

大场镇乾溪新村乾恩苑小区

大场镇祁连三村学林苑小区

大场镇祁连四村当代高邸小区

大场镇大华一村南华苑小区

大场镇大华三村复兴新苑小区

大场镇乾静园小区

大场镇大华四村康泰新城二小区

大场镇大华四村玉华苑小区

大场镇大华一村新华小区

顾村镇共富三村富弘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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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村镇共富四村一小区

顾村镇共富花园小区

顾村镇富都园小区

顾村镇共富三村富康园小区

顾村镇共富四村富华苑小区

庙行镇共康二村小区

庙行镇共康公寓小区

庙行镇屹立家园小区

庙行镇馨康苑小区

庙行镇共康六村一小区

庙行镇共康七村小区

庙行镇共和家园小区

淞南镇淞南一村小区

淞南镇淞南二村小区

淞南镇淞南九村一小区

淞南镇长宏新苑小区

淞南镇锦通苑小区淞

南镇新逸仙公寓小区

淞南镇新城尚景小区

淞南镇鹏程花苑小区

淞南镇万临家园小区

淞南镇新梅凇南苑小区

高境镇高境欣苑小区

高境镇高境二村小区

高境镇岭南雅苑小区

高境镇逸仙华庭小区

高境镇四季绿城小区

高境镇三门路４８５弄小区
高境镇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小区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文明村
宝山区（２２个）
杨行镇杨北村

罗店镇朱家店村

罗店镇义品村

罗泾镇合建村

罗泾镇塘湾村

罗泾镇新苗村

罗泾镇潘桥村

罗泾镇陈行村

顾村镇谭杨村

顾村镇白杨村

顾村镇羌家村

庙行镇场北村

大场镇东方红村

大场镇丰收村

大场镇葑村村

月浦镇沈家桥村

月浦镇新丰村

月浦镇月狮村

月浦镇沈巷村

月浦镇钱潘村

月浦镇段泾村

月浦镇茂盛村

■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先进集体
交警总队赛区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交警支队三中队

路政赛区

宝山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工程管理科

宝山区市政工程管理署

市政市容管理赛区

宝山罗泾城乡建设和管理服务中心

宝山区赛区

上海市宝山区政府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专项工程建设指挥部

康宁路（区界—Ａ２０公路）道路新改建工程Ｃ０３标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办公室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班组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综合管理科

上海市宝山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综合服务窗口

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游客服务班

淞南卫生服务中心塘桥站

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营销部客户服务组

金富门酒店宾客服务中心班组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

区司法局法宣科

淞南镇教委

友谊街道青保办

二中心小学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敬老模范单位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人民政府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淞南经济发展区联合党支部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两新”组织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综合党委

上海市宝山区盛桥液压附件厂党支部

上海第一冷冻机厂有限公司党总支

上海恒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上海东洲罗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两新”组织廉洁文化示范点
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

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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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个人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宝山区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先进表彰暨劳模座
谈会 摄影／胡立伟

■２０１２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郝春燕（女）　宝山区蔬菜科学技术推广站
杜国华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苟胜全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李　霞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工会

■２０１２年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张浩成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

浦晓芳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

■ “第三届中国职工艺术节”优胜奖
马饮冰 上海市宝山区国资委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姚姣姣 上海宝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
周玉婷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科医师

徐名一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全科

谢江蓉　 上海一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盛安药店

经理

支宝娟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客运站客运站客运服

务班

奚秋俊　 上海市宝山区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核证管理员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度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申玉芳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

王晓芸 上海市宝山区原大场镇

金燕凤 上海市宝山区刘行中学

王　骏 上海市宝山区宝山法院

陈志荣 上海市宝山区青保办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刘鸣秀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两新”组织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赵明芳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钱宝卫 上海迪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孝亲敬老楷模
蔡庆潮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街道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孝亲敬老之星
浦晓芳（女）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

孙亚芝（女） 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

赵九琴（女）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

冯卫瑛（女）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

胡忠岩 上海市宝山区淞南镇

赵克兰（女）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

杜三菊（女） 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

金秀英（女） 上海市宝山区月浦镇

张浩成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

沈惠琴（女） 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

杨密娣（女） 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

逝世人物

■ 厉家俊　（１９４４年 ６月 ～２０１２年 ８
月）汉族，上海市人。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参加
工作，历任吴淞中学教师、教研组长、教导

主任、副校长，后担任教委副主任、教育局

副局长，区长助理，副区长，区政协副主

席。１９８７年８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担
任民盟区委主委。２００８年 ５月退休。
２０１２年８月在上海逝世，享年６８岁。

（钱帼婷）

■杨飞飞　（１９２３年 ９月 ～２０１２年 ５
月）女，原名翁风清，汉族，浙江慈溪人。

１２岁离开父母，投师吴铁魂先生学习通
俗话剧。１４岁改拜申曲名家丁婉娥为
师，学习沪剧，取艺名杨飞飞。１９４８年８
月，与赵春芳、丁国斌等组建“正谊”沪剧

团。１９４９年 ８月，组建“勤艺”沪剧团。
１９５４年参加中国剧协上海分会，担任常

务理事；１９５５年参加民盟。１９５６年出席全国戏曲音乐座谈
会，介绍独创杨派艺术“杨八曲”。１９５７年参加中国剧协。
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８年，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剧团解散，被分配
到大场木器厂工作。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参建宝山沪剧团，１９７９年
１月担任团长，直到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退休。先后主演《白毛女》
《刘胡兰》《雷雨》等１００余个剧目，足迹踏遍江、浙、沪及全国
其他地区。在１９５４年华东地区戏曲会演中获二等奖。１９８８
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同年获中国唱片总公司授予的“中国

金唱片奖”。１９９２年 １０月，获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被宝山区政府授予“终身艺术成就奖”。工作
期间曾任宝山县人民代表、妇联执委等职务。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１
日，在静安区中心医院去世，享年８９岁。 （李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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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编辑　吴思敏

２０１２年区委、区委办、区政府、区府办主要文件目录

■区委
宝委［２０１２］１号 斯福民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２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

宝委［２０１２］３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区长、副区长、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政协第七届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的选举结果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４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排名顺序的请示

宝委［２０１２］５号 ２０１１年度中共宝山区委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６号 关于贯彻落实俞正声同志１月２１日批示精神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８号 关于区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分工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９号 关于２０１２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１０号 关于调整区委政法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１１号 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第二轮推荐提名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１３号 关于对２０１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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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１４号 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第三轮推荐提名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１５号 关于调整中共宝山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１６号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１７号 关于宝山区出席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１８号 关于宝山区推荐市“两委”候选人初步人选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１９号 关于在创选争优活动中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２０号 关于对区委党校等单位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２２号 关于共和新路４７３９弄小区居民堵路矛盾化解工作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２３号 关于确定宝山区出席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２４号 关于调整区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２５号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２６号 关于调整区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２７号 关于调整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２８号 关于成立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２９号 关于选举产生宝山区出席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３０号 关于调整区委党校校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３１号 关于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３２号 关于印发《关于２０１２年绩效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３３号 关于调整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３４号 关于调整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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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２０１２］３５号 关于调整区委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３７号 关于调整区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３８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２上海樱花节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２］３９号 关于对《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学习讨论和征求意见情况的汇总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４０号 关于调整区海防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４１号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工商联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４２号 关于建立区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４３号 关于调整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４４号 关于调整区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４５号 关于调整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及下属各办公室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４６号 关于调整区执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４７号 关于调整区涉台综合协调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４８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开发指挥部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４９号 关于调整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５０号 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５１号 关于评选、命名表彰高层次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５２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联系与服务高层次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５３号 关于命名、表彰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２］５４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媒体报道“顾村公园千余株樱花树染病销毁”的情况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５５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５６号 关于调整区委保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５７号 关于命名表彰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０年度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单位、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宝委［２０１２］５９号 关于调整区反腐败协调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６１号 印发《关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６２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等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６３号 关于调整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６４号 关于区委、区政府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分工的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６５号 关于调整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６６号 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宝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６７号 关于成立区重大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６９号 关于调整区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７０号 关于调整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７１号 关于成立区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７２号 关于成立区国防教育联席会议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７３号 关于宝山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总结报告

宝委［２０１２］７５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议事决策规则

宝委［２０１２］７６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三重一大”事项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的规定

宝委［２０１２］７７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委书记碰头会、区委专题会议管理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７８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区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若干意见

宝委［２０１２］７９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政府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党支部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８１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工作规则

宝委［２０１２］８２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２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实绩考核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８３号 关于成立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８４号 关于印发《区委、区政府集中调研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８５号 关于加快本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

宝委［２０１２］８６号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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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委［２０１２］８７号 关于对市委巡视有关问题落实整改的情况汇报

宝委［２０１２］８８号 关于调整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２０１２］８９号 关于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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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委办公室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号 关于调整区领导联系基层点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号 关于转发《关于学习推广顾村镇星星村经验做法进一步推进我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３号 关于转发《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信访工作的要点》、《关于深入推进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４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５号 关于成立区拆违控违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６号 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１１年度中央、市委文件清退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７号 关于调整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机构名称和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扫黄打非”行动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９号 关于转发区综治委《关于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平安建设实事项目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０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禁毒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１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与武警宝山区支队对口支持、共同建设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２号 关于转发《关于加强基层反邪教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３号 关于成立２０１２年区居（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４号 关于调整区委密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５号 关于做好本区２０１２年居（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６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总工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会 组建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７号 关于开展突出群体性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８号 关于调整区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成员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１９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０号 关于成立区创建国家卫生区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１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拆违控违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２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处置大规模暴力犯罪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３号 关于转发《区进一步规范村主要干部收入分配管理的意见》等文件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５号 关于切实做好２０１２年中秋、国庆节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６号 关于报送对市委巡视反馈意见中有关问题落实整改情况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７号 关于申请《中办通报》、《秘书工作》及新华社《内参选编》等内部刊物订阅专项经费的请示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加强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２９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加强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３０号 关于转发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关于召开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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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委办［２０１２］３１号 关于召开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３２号 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１２］３３号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管理和服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区政府　

宝府［２０１２］１号 关于近期需要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帮助解决若干主要困难和问题的函

宝府［２０１２］２号 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的公告

宝府［２０１２］３号 关于本区街镇（园区）财政性资金管理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附宝财［２０１１］１３７号）

宝府［２０１２］４号 关于同意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预审报告（附宝发改［２０１１］６３１号）

宝府［２０１２］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飘鹰锦和花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１］１６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６号 关于同意设立上海晋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预审报告（附沪金融办［２０１２］１９号、宝发改［２０１１］６３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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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２］７号 关于申请祁连敏感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函（附沪环保评［２０１２］５０号、宝环保［２０１１］

８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号 关于申请在宝山区组建上海钢铁交易中心的函（附宝商务委［２０１２］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号 关于申请批准上海齐合天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落户宝山原跃龙化工厂地块的函（附宝环保［２０１２］１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葑村村南桃园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２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葑村村北桃园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葑村盛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５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规划委员会及办公室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２］１６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东街村罗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４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土地管理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２］１８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２］１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等四项规定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２］２１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１年度区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宝府［２０１２］２２号 关于贯彻落实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工作的自查报告

宝府［２０１２］２３号 关于补助解决区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困难的函（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２０号）

宝府［２０１２］２４号 表彰２０１１年度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附宝府招［２０１２］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２５号 关于废止宝府［２０１２］３７号等文件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２］２６号 关于提请对我区防汛物质储备政协项目建设予以支持的函

宝府［２０１２］２７号 关于同意设立上海上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预审报告（附沪金融办［２０１２］６５号、宝发改［２０１２］６６号）

宝府［２０１２］２８号 关于申请罗店新镇西部片区规划局部调整的函

宝府［２０１２］２９号 关于批转《宝山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规定》的通知（附宝安委办［２０１２］８号）

宝府［２０１２］３０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农产品最低保有量指标的请示（附沪农委［２０１２］１８３号、沪府办秘［２０１２］３３６８、宝农委

［２０１２］１９号）

宝府［２０１２］３１号 关于美兰湖高尔夫球场有关情况的报告（附宝发改［２０１２］１０８号）

宝府［２０１２］３２号 关于提请对我区交通管理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予以支持的函（附沪公宝［２０１２］４４号）

宝府［２０１２］３３号 关于２０１１年度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自查的报告（附沪发改环资［２０１２］２７号）

宝府［２０１２］３５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城西二村苏家弄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３１号）

宝府［２０１２］３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宝山城市工业园区丰翔新城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３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３７号 关于申请罗店新镇东部片区规划调整的函（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６０号）

宝府［２０１２］３８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节能减排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及成员单位工作职责的通知（附宝发改［２０１２］１３６号）

宝府［２０１２］３９号 关于申请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市统筹建设用地指标的函（附宝经委［２０１２］１７号）

宝府［２０１２］４０号 关于创建创业型城区的请示（附宝人社［２０１２］２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４１号 关于申请宝山南大地区环境综合整治土壤修复环保专项资金的函（附宝环保［２０１２］２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４２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武装部关于印发《基层武装工作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的

通知

宝府［２０１２］４３号 关于请求解决我区通道林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请示（附宝发改［２０１２］１４４号）

宝府［２０１２］４５号 关于上报《宝山区月浦、罗店、罗泾三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请示（附沪府［２０１２］７９号、沪府办秘

［２０１２］５９１０抄告函另存、宝规土［２０１２］６６号）

宝府［２０１２］４８号 关于提请宝山泰和结构绿地单元适当提高部分地块开发强度的函（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７７号）

宝府［２０１２］４９号 关于同意《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意见（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６８号）

宝府［２０１２］５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高境镇逸仙四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４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５３号 关于加快确定Ｓ７公路规划线型及推进实施工作的请示（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８６号）

宝府［２０１２］５４号 关于恳请保留宝山工业园区正常类风险分类等级的函

宝府［２０１２］５７号 关于报请上海市旅游局帮助协调在宝山设立“国家邮轮发展实验区”的函

宝府［２０１２］５８号 关于申请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市统筹建设用地指标（第二批）的函（附宝经委［２０１２］３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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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２］５９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报《宝山区开展“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工作的实施意

见》的报告

宝府［２０１２］６０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社会保障资金审计整改情况的报告（附沪审社报［２０１２］１７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６１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设立上海市移动互联网产业基地的函（附宝经委［２０１２］６４号）

宝府［２０１２］６２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帮助协调解决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函（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１２４号）

宝府［２０１２］６３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山区创建上海市创业型城区实施方案的通知（附宝人社［２０１２］６３

号）

宝府［２０１２］６４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商请易买得牡丹江店落户宝山有关事宜的函（附沪工商宝办［２０１２］７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６６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区财政局、区水务局制订的《宝山区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及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附宝财［２０１２］１０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６７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的通知

宝府［２０１２］６８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杨行镇禄德华苑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并更名为杨鑫居民委员会的批复

（附宝民［２０１２］６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６９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设施农用地项目使用情况说明的函（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１３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７０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武装部关于印发加强和改进本区征兵工作

意见的通知（附宝府征［２０１２］９号）

宝府［２０１２］７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宝山古北菊翔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７０号）

宝府［２０１２］７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旭辉依云湾小城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７１号）

宝府［２０１２］７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文宝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７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７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世纪长江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７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７５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上投佳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７４号）

宝府［２０１２］７７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１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总结的报告（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１４０号）

宝府［２０１２］７８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宝山区土地整治规划编制领导小组的通知（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１３６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０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明村蛮洞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９６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明村施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９７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２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收村楼下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９８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收村满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９９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４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收村毛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０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５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收村南侯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１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６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收村王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７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收村西巷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８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收村张八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４号）

宝府［２０１２］８９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丰收村张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５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０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联西村陆家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６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联西村王东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７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２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联西村王西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８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联西村小石桥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０９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４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南大村北姚湾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１０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５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南大村村雨庄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１１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６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南大村老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１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７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南大村田堵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１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８号 关于同意撤销大场镇南大村西姚湾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１１４号）

宝府［２０１２］９９号 关于申请吴淞工业区关停集中供热系统实施企业能源转换专项经费的请示（附宝发改［２０１２］４４９号、宝

发改［２０１２］４３３号、宝发改［２０１２］３９０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大华五村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７８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大华五村第三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７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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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聚丰景都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０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经纬城市绿洲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１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经纬城市绿洲第三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葑润华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３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当代高邸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４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７号 关于同意建立大场镇锦秋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５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８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好日子大家园第四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６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０９号 关于同意建立顾村镇好日子大家园第三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７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１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春江美庐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宝民［２０１２］８８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１１号 关于《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设计任务书的批复（附宝规土［２０１２］１４５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１２号 关于同意《宝山新城ＧＣ－Ａ社区２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０４号街坊增补图则》的意见（附宝规土［２０１２］

１４２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１５号 关于报送宝山区推进教育现代化综合督政整改措施的函（附沪教委督［２０１２］３４号）

宝府［２０１２］１１６号 关于报送宝山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政整改措施的函

宝府［２０１２］１１３号 关于同意《宝山新城杨行杨鑫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意见

■区政府办公室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号 关于转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务员局）制订的《宝山区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请示存２０１１年永久３５４号）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号 关于申请成立上海宝山发布办公室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号 转发区档案局关于做好《宝山年鉴—２０１２》编纂工作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号 关于印发区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建设健康城区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行动计划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号 转发区信访办关于宝山区分级分责化解信访矛盾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号 关于申请“上海宝山发布”政务微博开办经费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号 关于转发财政局修订的宝山区区镇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０号 印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２年本区无偿献血工作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１号 转发区卫生局制订的宝山区慢性非传染疾病综合防控工作规划（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５年）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２号 转发区卫生局制订的宝山区创建国家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３号 关于转发区信息委 区财政局修订的《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４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建设工程监管联席会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５号 关于表彰二一一年度先进个人的决定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７号 转发区防汛办关于切实加强２０１２年防汛防台工作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８号 转发区档案局关于社区受理服务中心开展民生档案便民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９号 关于转发区综治办制订的《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友谊地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０号 转发《关于进一步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１号 关于建立大型居住社区运营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２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村（居）委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指导 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３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４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财政投资小型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６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７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的通知（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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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８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工作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２９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０号 关于转发区财政局 区教育局制订的《宝山区教育费附加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附

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１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宝山区２０１２年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２号 关于报送２０１１年度依法行政情况报告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３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４号 转发区人才办、区文化影视局制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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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５号 转发区文广影视局制订的《宝山区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６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７号 转发区教育局等三部门关于开展宝山区特殊教育医教结合工作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８号 关于转发区卫生局制订的《上海市宝山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的

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３９号 关于转发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制订的《宝山区住宅修缮工程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０号 关于转发区建设交通委等部门制订的《宝山区区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１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　区滨江开发建设管委会制订的《宝山区邮轮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的通知（附请

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２号 关于转发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制订的《宝山区外环线以外地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和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３号 转发区民政局关于本区２０１２年居（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开展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５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气象灾害检测预警及信息发布改造的意见（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６号 关于成立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推进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７号 关于转发区环保局制订的《２０１２年宝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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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４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４９号 关于转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务员局）等部门制订的《宝山区优秀人才租房资助实施办法》通知

（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０号 关于转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务员局）等部门制订的《宝山区人才工作重点项目资助实施办法》

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１号 关于印发《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２号 关于成立上海市宝山区境外人员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３号 关于转发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区建设交通委制订的《宝山区住宅小区公共消防安全长效管理实施意

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区域新建多层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土地使用权基价等

标准（过渡）》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５号 关于转发区纠风办制订的《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纠风工作实施意见》（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十二五”工作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７号 转发区建设交通委关于宝山区“十二五”农村桥梁改造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８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组成人员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５９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０号 关于确定上海宝山罗福养老院等４家单位为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单位的批复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１号 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城市环境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２号 关于建立健全区政府办公室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３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制订的《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改革工作安排》的通知（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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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４号 关于转发区政务公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制订的《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工作要点》的

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５号 关于转发区发展改革委区滨江开发建设管委会制订的《宝山区开展“上海国际邮轮产业发展综合改革

试点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７号 转发区财政局等三个部门关于实施《宝山区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８号 关于转发区旅游局制定的《宝山区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实施规定》的

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６９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市政市容管理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０号 关于商请尽快给予宝山区教育局虎林中学等２２个项目用电支持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１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确定上海海宝大酒店有限公司等单位为重大火灾隐患区级挂牌督办

单位的批复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２号 转发区建设交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域内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４号 关于协商场中路（沪太路—闸北区界）道路改建工程涉及土地征用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５号 关于确定舜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罗店新镇等项目为重大火灾隐患区级挂牌督办项目的批复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６号 关于开展区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书面意见和区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提案办理复查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７号 关于本区调整被征地人员等参加“镇保”缴费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８号 关于转发区商务委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地区涉烟非法经营行为综合治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７９号 关于宝山区创建国家卫生区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０号 关于《区人大代表联系社区反映情况汇总（区级职权）》办理情况的复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１号 关于商请对宝山地区供电项目支持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２号 关于开展定期通报行政执法情况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３号 转发区综治办关于对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度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单位实施“以奖代补”措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４号 关于转发区地震办制订的《宝山区防震减灾“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５号 转发区建设交通委、区公安分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整治非法客运长效管理工作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６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７号 关于确定上海兴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为重大火灾隐患区级挂牌督办单位的批复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８号 关于开展２０１２年度办理区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考核评估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８９号 关于将宝山区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更名为宝山区精神卫生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０号 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停车规划建设和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１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静态交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２号 关于转发区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办公室制订的《宝山区贯彻〈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实施计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３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单位组成人员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４号 关于转发区规划土地局制订的《宝山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５号 转发区档案局关于做好《宝山年鉴—２０１３》编纂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６号 关于支持大黄中心村二期幼儿园项目供电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７号 关于支持杨行镇泗塘村民委员会业务用房项目供电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８号 关于支持复旦软件园二期项目供电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９９号 关于支持自然居家园（Ｆ１块）供电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００号 关于支持上港十四区宝钢（一）雨水泵站迁建工程供电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０１号 关于支持庙行镇场北配套商品房基地建设项目０９—２地块（恒达家园）供电的函

宝府办［２０１２］１０２号 关于对本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工作进行市级考核鉴定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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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

表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增长％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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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０３１４１ ２０．５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１９７．１７ １．９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５０３９３７ －１４．９

　＃外来常住人口 万人 ８１．５３ ４．６ 　进口额 万美元 ２２８７５８ －９．６

年末户籍人口 人 ９０６５０１ １．３ 　出口额 万美元 ２７５１７９ －１８．９

　＃农业人口 人 ４７４０３ －６．７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２２１０１４６７ １１．３

出生人口 人 ７７１３ １９．０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万元 １０７２９２８２ １１．７

死亡人口 人 ７２４４ ５．０ 各类学校数 所 ２９９ ４．２

自然增长率 ‰ ０．５２ 上升０．９９个千分点 　＃普通中学 所 ５６ 平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１０７８．７８ ２．３ 　 普通小学 所 ７３ １．４

　第一产业 亿元 ２．９７ －１．１ 　 幼儿园 所 １５０ ７．９

　第二产业 亿元 ５９１．０６ －１．９ 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５７４９６ ５．１

　　＃工业 亿元 ５１２．４０ －３．２ 　＃普通中学 人 ４１５０４ ３．５

　第三产业 亿元 ４８４．７５ ７．９ 普通小学 人 ６３３１３ ２．５

区级增加值 万元 ８２４２００７ １０．２ 幼儿园 人 ４７７１５ １１．０

　第一产业 万元 ２９７２０ －１．６ 义务教育入学率 ％ １００．０ ０．０

　第二产业 万元 ３５５４５０７ １０．２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 ％ ９６．９ １．４

　　＃工业 万元 ２９２２７５２ １１．４ 普通高校录取率 ％ ９９．７ １．０

　第三产业 万元 ４６５７７８０ １０．４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３２９４８ １１．３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３０９９４０１ －１５．７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０２４１ １１．７

　第一产业 万元 — —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２４２５４５８ １８．７

　第二产业 万元 ３７１８２６ ０．６ 结婚登记 对 ７５７８ －７．０

　　＃工业 万元 ３７１８２６ ０．６ 离婚登记 对 ３４５０ －１８．２

　第三产业 万元 ２７２７５７５ －１７．４ 医疗机构数 个 ３９ －２．５

全区财政总收入 万元 ２４７４２３１ －４．４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６７１５ ６．３

　＃区地方财政收入 万元 ９４１０４９ １０．０ 医院核定床位数 张 ５１３２ １３．５

区地方财政支出 万元 １４４７６５７ １０．６ 道路长度 公里 ６１０ －０．３

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万美元 ３５１２２ ６２．５ 公共绿地面积 公顷 １９９４ ４．２

耕地面积 公顷 ４４１５ －３．１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２２．４ ０．９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７４９９６ －２．２ 绿化覆盖率 ％ ４２．３ ０．２

工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４９３７９８４ １１．９ 火灾发生数 起 ３６０ －５０．５

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１４８８６１２２ １１．５ 火灾损失额 万元 ４８７ －３３．６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９６５０５７ ９．１ 交通事故发生数 起 １４５ －７．１

交通事故损失额 万元 ３２ －６２．４

　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增幅按可比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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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区级增加值 单位：万元

行　业 ２０１２年 可比增长（％） 行　业 ２０１２年 可比增长（％）

合计 ８２４２００７ １０．２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３２５５７４ １３．０

　第一产业 ２９７２０ －１．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０５５９５４ １５．２

　第二产业 ３５５４５０７ １０．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４０９７１ ２３．０

　　工业 ２９２２７５２ １１．４ 　金融业 ６６５１２６ １２．５

　　建筑业 ６３１７５５ ４．９ 　房地产业 ６６３５６５ ２．５

　第三产业 ４６５７７８０ １０．４ 其他行业 １２９８０８０ １０．７

　　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 ５０８５１０ ４．１

表３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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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１０７８．７８ ２．３ 　　比重（％） ４４．９ —

　第一产业 ２．９７ －１．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１．９７ １．８

　　比重（％） ０．３ —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２．８２ １０．７

　第二产业 ５９１．０６ －１．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８．３０ －３．６

　　比重（％） ５４．８ — 　金融业 ７２．１４ １２．５

　　工　业 ５１２．４０ －３．２ 　房地产业 ８０．２４ ２．４

　　建筑业 ７８．６６ ８．５ 其他行业 １５９．２８ ９．７

　第三产业 ４８４．７５ ７．９

表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税收 单位：万元

行　业 合　计 行　业 合　计

税收总收入 ２６１０４６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８７８６６

一、税收收入 ２５３２００８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６２６０

　 第一产业 ２３７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５７４０

　 第二产业 １２２１９５３ 　　房地产业 ７０８０１５

　　 工业 １０２２０４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３１３３５

　　 建筑业 １９９９１０ 　　其他行业 ７４０６７

　 第三产业 １３０９８１８ 　二、其他税费收入 ７８４５２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７６５３６

　注：由区税务分局提供。

表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财政收入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２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２年 增长（％）

财政总收入 ２４７４２３１ －４．４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４０６２０ ４．８

　中央级收入 ９２０４５３ －１３．５ 　　　 房产税 ３３３８２ ５０．５

　市级收入 ６１２７２９ －８．４ 　　　 印花税 ２７６７１ ２２．２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９４１０４９ １０．０ 　　　 土地增值税 １０７０５１ ３４．９

　　税收收入 ８８５４７７ １０．２ 　　　 契税 ８５９１１ １．９

　　　＃增值税 １６２９６２ ５３．７ 　　非税收入 ５５５７２ ７．３

　　　 营业税 ２５３３８１ －１０．５ 　　　 专项收入 ８７２ －２．２

　　　 企业所得税 １２０６３５ １５．０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２８８５５ －４．８

　　　 个人所得税 ３０９５７ －２４．６ 　　　 其他收入 ２５８４５ ２５．７

　注：由区财政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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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财政支出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２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２年 增长（％）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１４４７６５７ １０．６ 　　科学技术 ６４８７７ １０．６

　＃区本级财政支出 ９４４３４９ １２．５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１８５９９ １３．８

　 区级支出 ７７０６８９ ９．９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１４４６７２ ２．５

　 街道支出 ６０７０４ －２．４ 　　医疗卫生 ９６４０２ １３．９

　镇级支出 ５０３３０９ ７．１ 　　节能环保 １２６１５ ２５．６

　＃一般公共服务 ９２９６８ １２．０ 　　城乡社区事务 １７４４９３ ０．５

　　公共安全 ９２０３９ －２．９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 １８２８８８ ２．２

　　教育 ３１７６６４ ２３．６

　注：由区财政局提供。

表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１２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类　　 别 ２０１２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合计 ７４９９６ －２．２ －３．７

一、种植业 ４０１７１ －５．２ －７．９

　＃稻谷 ２６４７ －０．９ －０．９

　 小麦 ６５２ －２９．１ －２４．０

　 油菜籽 — — —

　 蔬菜 １８４１８ －１５．５ －２２．２

　 水果 ４４６８ ２７．１ ２７．２

二、林业 ５８７５ ２７．５ １５．０

三、畜牧业 ２２４９６ ０．２ ２．５

　＃猪 ８５６１ －９．３ ３．０

　 禽 １５８ — —

　 蛋 — — —

　 奶 １３６３７ ５．３ ０．５

四、渔业 １４０４ ３９．２ ３６．２

五、农业服务业 ５０５０ －１８．５ －１８．５

表８ 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 单位：％

指　标
平均每年增长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十五”
时期

“十一五”
时期

“十二五”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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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末户籍人口 ２．５ ３．８ １．８ １．８ １．３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１３．０ １４．８ ３１．５ ２．０ １５．７

　＃农业人口 －４．３ －４．３ －６．１ －８．８ －７．９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２９．１ １７．５ ３２．２ １０．３ １２．５

二、增加值（可比增长） — １３．８ １８．７ １３．８ １１．１ 八、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７３．９ ２．２ ３２．３ ７．６ ３．０

　第一产业 — ３．０ －７．６ －２．９ １２．２ 　第一产业 ２１．６ －２３．８ — — —

　第二产业 — １３．４ ２０．７ １３．８ １０．０ 　第二产业 ５９．７ ２．８ ２３．４ －３．３ －５．０

　　＃工业 — １４．３ ２０．９ １３．９ １１．２ 　　＃工业 ５３．２ ７．０ ２３．６ －３．４ －４．９

　第三产业 — １５．１ １７．５ １３．９ １１．９ 　第三产业 ９０．６ ２．２ ３６．３ １０．３ ４．２

三、农业 九、商品房竣工面积 ５０．６ －１２．６ ２０．０ －７．１ ５．４

　耕地面积 －４．７ －２．８ －５．４ －８．４ －４．２ 十、人民生活

　总产值 ２０．３ ０．１ －５．５ １．３ １１．９ 　职工年平均工资 — — — １０．７ １０．６

四、工业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 — — — １２．１

　工业企业户数 １４．６ ９．２ ７．５ －７．３ －２．３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４２．２ １７．４ ２０．０ １５．３ １５．１

　总产值 ３５．９ １３．１ ２２．５ １３．７ １２．６ 十一、银行存贷款

　销售产值 ３５．４ １３．５ ２２．７ １３．４ １２．７ 　银行存款余额 — １６．４ １８．７ １６．３ ９．０

五、商业 　银行贷款余额 — １５．３ １５．２ １２．４ １２．２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１．５ １１．６ １５．３ １７．０ １８．０ 十二、私营、个体经济

六、外经 　１户数 ２０．７ １３．３ １３．７ ５．５ ８．８

　三资企业批准数 — －１０．５ １６．６ －５．０ ２６．５ 　　＃私营 — ３６．９ ２０．２ ６．５ １３．９

　投资总额 — －２４．１ ５３．２ －１４．７ ６８．３ 　２从业人员 ３４．９ ２７．２ １９．９ ３．４ ５．３

　合同外资额 — －２７．４ ４１．９ －９．６ ３１．８ 　　＃私营 — ３６．７ ２１．７ ３．３ ５．６

　外贸出口 — — １９．３ ３．１ ２０．０ 　３注册资金 １．４倍　　　３９．６ ３９．３ １７．１ ２６．４

七、财政 　　＃私营 — ４０．４ ３９．７ １７．１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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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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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５７．４ — １４２．９ １４２．９ — ４４１４．５

罗店镇 １３０５．１ — ３９．９ ３９．９ — １２６５．２

大场镇 ９３．８ — ４７．９ ４７．９ — ４５．９

杨行镇 ４５３．７ — ７．２ ７．２ — ４４６．５

月浦镇 ７３４．０ — ０．３ ０．３ — ７３３．７

罗泾镇 １２６４．１ — ２１．３ ２１．３ — １２４２．８

顾村镇 ６３９．９ — ２６．３ ２６．３ — ６１３．６

高境镇 ２１．９ — — — — ２１．９

庙行镇 ３６．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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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０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邮政、电信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２年 增长（％） 指　标 单位 ２０１２年 增长（％）

邮政支局 个 １５ －２８．６

邮政所 处 ２５ －３５．９

邮路总长度 公里 ７４ －４７．９

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２２６１８ －５２．３

函件 万件 ６６４３ －３５．７

报刊累计订销数 万份 ９２６２ －３８．４

固定电话用户 万户 ４２．７ －１．４

　＃住宅电话 万户 ３２．５ ５．９

互联网用户 万户 ３３ ７．１

宽带接入 万户 ２９．９ ７．９

ＩＰＴＶ用户 万户 １０．８ ３１．７

　注：由区邮政局、区信息委提供。

表１１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文化事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一、公共文化设施总数 个 ４６４ 二、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家 ８７８

　 区县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 　 娱乐经营场所 家 ５１７

　 区县级公共文化馆 个 ２ 　　 ＃网吧 家 １３９

　 街镇级公共文化站（中心） 个 １２ 　 音像制品零售 家 —

　 街镇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２ 　 影剧院 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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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４

　 博物馆、美术馆 个 ２ 　 出版物零售 家 １１２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数 个 ４１２ 　 卫星接收 家 ７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个 —

　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８６３

附　录



表１２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全区广播电视机构 个 １ ＃自办节目 小时 ３００９

广播电视工作者 人 ８８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１１８８

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６１１１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９６０

　＃自办节目 小时 ２４６７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９６７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９４０ 　广播剧类节目 小时 １５９７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７２４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３６５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５４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５

　 影视剧类节目 小时 ２８９７ 区广播电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１５９３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１３９８ 有线电视分中心 个 ４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９８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万户 ５４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３４５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干线总长 公里 ２８００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１１２

　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表１３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１２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１２年 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６０３１４１ ２０．５ 　 １、批发和零售业 ４３２３１１４ ２０．９

一、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汽车零售 ９３９５９８ ２３．５

　 国有 １８２８４３ －１７．３ 　　 互联网零售 ５０２７４６ １．２倍

　 集体 ２７６５３ －７１．２ 　 ２、住宿餐饮业 ２８００２７ １４．２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２０５８８５ ７．２ 三、按限额分

　 私营及个体 ３２４５３００ ２２．９ 　 １、限额以上 ３１２９８２０ １９．０

　 其他 ９４１４６０ ４０．１ 　　 ＃连锁 １１８０６５３ ３．８

二、按行业分 　 ２、限额以下 １４７３３２１ ２３．８

表１４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机构数 个 １３ 　书库 平方米 ６６０４

从业人员 人 １７３ 　阅览室 平方米 ８８０２

总藏量 册、件 １０８９３６４ 阅览室座席数 个 １２４４

　＃图书 册 １０５４１８２ 总流通人次 人次 １５３８４８０

　 报刊、期刊 册 ４１８１ 　＃外借 人次 ３８１５００

　 视听文献 件 １６２５５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册次 １１２４４０

　 外文书刊 册 ６８７３ 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 —

本年新购藏量 册、件 ２４０６７４ 　次数 次 ３４３

　＃图书 册 ２１９０５８ 　参加人次 人次 ２８５００

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９０９９

　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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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５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体育事业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举办运动会和比赛次数 次 ２５ 　　国际级（健将） 人 ３

　综合运动会 次 ２ 　国家级（运动健将） 人 ２

　单项比赛 次 ２３ 　　一级（高级） 人 ７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 次 １４２ 　　二级（中级） 人 １４３

参加体育赛事 　　三级（初级） 人 —

　国家级赛事 项 ２２ 　专职教练员 人 ６４

　市级赛事 项 １０ 　裁判员 人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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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 　体育馆 个 １

　　亚军 项 ８ 　游泳馆 个 ２

　　季军 项 ３ 　运动场 个 —

　参加市级比赛 　训练房 个 —

　　冠军 项 ３４ 社区健身设施

　　亚军 项 ２２ 　健身苑 个 １１

　　季军 项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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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５ 　农民健身家园 个 ７７

　注：由区体育局提供。

表１６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一、火灾事故 　损失折款 万元 ４８７

　发生次数 起 ３６０ 二、消防情况 　

　　＃放火 起 ６ 　消防队 队 ８

　　 电器 起 ５２ 　消防车辆 辆 ４５

　　 违章操作 起 ２２ 　消防人员 人 ４０８

　　 吸烟 起 ２ 　出动起数 起 ５７４３

　　 用火不慎 起 ６２ 　出动人次 人次 ７８６８９

　　 玩火 起 ５ 　出车辆次 辆次 ９０８２

　　 自燃 起 ３ 　抢救人员 人 ２０３

　死亡人数 人 １ 　抢救财产价值 万元 １５７６９

　受伤人数 人 ３

表１７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社会治安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一、刑事案件 　 　查处数 起 ５９４５４４

　立案数 起 ８０２３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４２５５００

　破案数 起 ３５８７ 　＃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比重 ％ ２５．９ 　 受理数 起 ６７０５４

二、行政案件 　 查处数 起 ６７０２７

　受理数 起 ６２９６９１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４４４０

　注：由区公安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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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８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机动车车辆 单位：辆

类　别 ２０１２年 类　别 ２０１２年

合计 ２０１９７３ 　轻便摩托车 ３６９９３

　大型汽车 ３５３４３ 　挂车 １４７５０

　小型汽车 １０７２８７ 　其他 ２７８８

　两、三轮摩托车 ４８１２

　注：由区公安分局提供。

表１９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１２年

律师工作 法律服务 　

　律师事务所 个 ２８ 　基层法律服务所 个 ２

　取得律师职业资格 人 ２１９ 　基层法律工作人员 人 ２０

　　专职律师 人 ２１７ 调解工作 　

　　 兼职律师 人 ２ 　街镇建司法所 个 １２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司法所工作人员 人 ４１

　　担任法律顾问 家 １２０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个 ４７１

　　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 件 ５２６ 　调解人员 人 ２８９８

　　民商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２７１７ 　调解民间纠纷 件 １３０９４

　　行政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５ 　　＃调解成功 件 １２９１１

　　非诉讼法律事务 件 １６９ 法律援助工作 　

　　解答法律询问 人次 ７９０６ 　受理援助案件 件 １２２１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件 １９４３ 　接听１２３４８咨询电话 个 ３８９３

　接待来访当事人 批 ３７０６

　注：由区司法局提供。

表２０ ２０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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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０１ ２７８９１１ ２３１２７３ ２２１９３７ ２８４６７９ ２３３１９６ ２２４６１６１９２０４９７１６８０２２９１６６２６０９ ６７４６２ ７２０５２ ７４０２０

一、按单位类别分

　 企业 １６６６ ２５１０５４ ２０７０８９ １９７８９５ ２５７１５８ ２０９２３８ ２００７９９１６５３８３７１４３３０１３１４１５８８９ ６４３１２ ６８４８７ ７０５１３

　 事业 ３５４ ２０９４９ １７６０７ １７４６７ ２０６７３ １７４２９ １７２９０ １９９３００ １８１０９５ １８０６１１ ９６４０６ １０３９０５ １０４４６０

　 机关 ７２ ６７６５ ６４３４ ６４３２ ６７０５ ６３８６ ６３８４ ６６９２０ ６５６８１ ６５６６９ ９９８０６ １０２８５１ １０２８６５

　 民间非营利组织 ３ ７５ ７５ ７５ ７５ ７５ ７５ ２２８ ２２８ ２２８ ３０４４０ ３０４４０ ３０４４０

　 其他 ６ ６８ ６８ ６８ ６８ ６８ ６８ ２１３ ２１３ ２１３ ３１２６５ ３１２６５ ３１２６５

二、按行业门类分

　 农、林、牧、渔业 ３ ７９ ７９ ７９ ８１ ８１ ８１ ６７５ ６７５ ６７５ ８３２７２ ８３２７２ ８３２７２

　 制造业 ５８７ １３０２６９ １１６６１２ １１２６７２ １３３６５４ １１８６５２ １１５４９６ ９９５８９５ ９１１５５８ ９０１７６０ ７４５１３ ７６８２６ ７８０７７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９ ３４１９ ３０２９ ２９９１ ３４５３ ３０６５ ３０２６ ３９９９５ ３７７３０ ３７６２９ １１５８２８ １２３０９８ １２４３５１

　 建筑业 ２４６ ７２０８９ ４９６４４ ４６１９１ ７４７１５ ４９６４１ ４６０２３ ３８９０８５ ２８３２０４ ２７７７０３ ５２０７６ ５７０５０ ６０３４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０７ ２４６４４ ２１５０４ ２０７７４ ２４７４９ ２１５００ ２０８１１ １２５０５７ １１３７７７ １１２８６７ ５０５３０ ５２９２０ ５４２３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５ １８６６ １８４９ １６９０ １８８２ １８７８ １７０８ ８９６４ ８１８２ ８００５ ４７６２８ ４３５６７ ４６８６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００ ６４９３ ５９８６ ５７６９ ６５４５ ５８５８ ５７７４ ２３６８１ ２０６０５ ２０５４７ ３６１８２ ３５１７３ ３５５８６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５ ２５ ２５ １９４ １９４ １９４ ７７５６０ ７７５６０ ７７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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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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 １４２ ５０４２ ３６１２ ３４８０ ５０００ ３６５７ ３５３５ ４０９７７ ３５８４３ ３５７４９ ８１９５４ ９８０１２ １０１１２８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１ ２９９４ ３１５１ ２６８９ ３０６３ ３２４０ ２７４９ １２９３８ １２７５４ １２４４２ ４２２４１ ３９３６４ ４５２５９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５ ３１１ ３０９ ３０７ ３２４ ３２０ ３１８ ２１６７ ２１５７ ２１４４ ６６８９２ ６７３９７ ６７４２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４ ３５７５ １３６２ １３１７ ３４４９ １３８７ １３３５ １８０８６ １１３１６ １１１７４ ５２４３８ ８１５８３ ８３６９７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２ １２９４ ６７９ ６５９ １２５８ ６８２ ６６２ ５８０１ ３６７２ ３６４０ ４６１１０ ５３８４６ ５４９７９

　 教育 ２２０ １２４１０ １１０１５ １０９８７ １２２２５ １０８８０ １０８５３ １０６８８５ １０２８８２ １０２８０５ ８７４３１ ９４５６１ ９４７２５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３４ ６１３３ ４７５９ ４６５５ ６０１６ ４６９５ ４５９０ ７１８２３ ５９４１７ ５９０３８ １１９３８６ １２６５５４ １２８６２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３ ３７２ ３６２ ３５９ ３８１ ３７０ ３６８ ２９２６ ２８６２ ２８５２ ７６８０８ ７７３５９ ７７５００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１１ ７８９８ ７２９８ ７２９５ ７８５９ ７２６５ ７２６２ ７５３４９ ７３４０２ ７３３８８ ９５８７６ １０１０３６ １０１０５８

调查资料

■宝山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研究（节
选）

　　一、宝山产业发展现状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宝山经济总
量显著增长，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初步形

成高新技术产业化“２＋４”格局（即宝钢
新材料、大场民用航空制造业两个基地

和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电子电器制造

业、软件及信息服务业四个特色产业），

金融、商贸服务、信息服务等产业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

　　（一）制造业仍是宝山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力量

　　在宝山城市化过程中，制造业在产
业支撑、扩大就业、稳定税源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到“十一五”期末，工业增

加值占全区增加值比重约为３６％，工业
税收占全部税收的 １／３，规模以上企业
就业人数１３５万人。
１制造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十一五”以来，宝山在做强精品钢

延伸业的同时，积极培育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

技术企业，制造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

能级进一步提升。２０１１年，机械装备、
电子电器、新能源、新材料、精品钢延伸

等五大重点行业完成销售产值 ８６２亿
元，占全区产值的６５６％。新兴支柱行
业机械装备行业和传统支柱行业精品钢

延伸业呈现齐头并进的态势，其中，机械

装备行业完成销售产值３３１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６％；电子电器行业完成销售产
值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７％；新能源行
业完成销售产值 ２５亿元，同比增长

３１１％；新材料行业完成销售产值 ２１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６％；精品钢延伸业
完成销售产值 ２００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３％。通过加大对企业扶持力度和市
场竞争，一批老企业成长壮大，东芝电

梯、一冷开利、阿海珐、东方泵业等成为

业内知名企业；海隆石油、华润雪花（上

海）啤酒、法维莱交通车辆设备、汉虹精

密机械制造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新企

业呈现规模化产出；产值规模超过１０亿
元的企业有１６家，年工业销售产值亿元
以上企业有１３０多家。
２传统钢铁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钢铁产

业受到严重冲击。面对行业性困难，宝

钢积极调整生产经营思路，通过延伸产

业链，提高高端产品的比重和制造能力，

打造世界领先的碳钢扁平材精品基地。

一方面，对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形成以取

向硅钢工艺技术、高炉国产化和快速大

修技术、大型制氧机集成技术等一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钢铁核心技术。另一

方面，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预计调整后

上海地区铁产能将减少约５８０万吨、钢
产能减少约６６０万吨。

（二）服务经济成为宝山新的经济

增长点

１生产性服务业对宝山的经济贡
献明显增强

截至 ２００９年底，全区共有 ５３１５户
生产性服务企业，全年实现产出１７２９亿
元，实现增加值１１１２亿元，占全区增加
值的 ２０３％，占区服务业增加值的
３７％；实现税收２３亿元，占全区总税收
的１５４％。物流服务业目前仍是宝山
生产性服务业的主体部分，营业收入占

全 区 的 ８５８％，增 加 值 占 全 区 的
４２５％。总集成总承包、软件信息、设计
创意、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等新兴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较快，初步形成总集成总承

包、物流、商务、金融、咨询、专业维修、节

能环保、设计创意、科技研发、职业教育

十大产业门类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体

系。宝山钢铁物流商务区、钢铁金融产

业园、国际节能环保园、智力产业园和上

海动漫衍生产业园等成为在全市有一定

影响和知名度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创意产业集聚区。

２从传统钢贸物流向多元化服务
业转型

宝山在钢铁服务业方面有着很好的

基础，拥有２５００多家钢铁服务企业（约
占全市４０％以上）、４５家大型钢材仓库、
１２家较大规模的钢材交易市场。宝山
杨行镇成为一个以为钢铁产品深加工、

冶金副产品综合利用、冶金设备制造和

安装修理业等提供仓储、运输、配送、销

售等物流服务为特色的专业化物流基

地。近年来，宝山加快培育发展以动漫

衍生、电子商务、数据中心、软件开发为

特色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以市级大宗

商品交易平台、区域大型商业中心、社区

商业中心为特色的商贸服务业，以邮轮

产业以及旅游、休闲、配送、培训、文化等

为特色的邮轮服务业，服务经济由传统

的钢铁物流向文化创意、金融服务、商务

服务等多元化发展转变。

３总部经济发展有特色
目前，宝山的总部经济形成“三线、

三园、三区”的发展格局：“三线”是指宝

山三条轨道交通１、３、７号线沿线地区；
“三园”是指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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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上海智力产业园三

大产业园区；“三区”是指上海国际邮轮

产业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区、上海钢铁服

务业综合试点区、国家旅游标准化示范

试点区。筹建中的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

地项目，占地 ２００亩，周边交通条件便
利，紧靠地铁七号线，基地前身是大量的

小型化工厂和仓库，国际研发总部基地

建成后，将集聚国内外知名企业研发总

部和机构，成为以研发中心、科技教育为

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４街区特色服务业品牌日益显现
目前，宝山特色现代服务业街区共

有９个，其中软件设计类２个（淞南软件
园和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创意产业园

类４个（上海智力产业园、半岛“１９１９”、
创邑幸福湾、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服务业外包类１个（长三角服务外包基
地上海共富园）、创业园类１个（庙行镇
电子商务创业园）、金融商务类１个（宝
莲城中央商务区）。各特色街区经营业

态不断丰富，并逐渐形成从街到片的发

展模式，带动区块商贸氛围的形成和服

务经济的发展。由原来的工业产品设计

到创意产业园的多点设置，配合以相应

的城市ＣＢＤ高端商务服务的跟进，使得
宝山整体业态更加丰富。

二、宝山产业发展优劣势分析

作为上海都市功能优化区，宝山产

业发展有着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

也面临不少挑战。

（一）主要优势

宝山主导产业明晰，产业特色优势

突出，精品钢材和新材料占全区工业总

产值比重超过６８％，仍有较大发展和提
升空间，具有钢铁及相关产业集聚、近郊

城市化加快推进、岸线较长，以及吴淞、

罗泾、南大等地区调整后新的发展空间

等优势。

１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宝山是
上海唯一的既临长江又扼黄浦江的滨江

城区，区域内有丰富的河网系统，水陆交

通发达，是上海通江达海的门户和枢纽

之一，拥有优良的港口岸线资源，是上海

北部水路枢纽，为打造江风海韵特色城

区、发展与航运及休闲旅游等相关产业

提供了独特的自然条件。同时，宝山又

是上海城市化发展较快的郊区之一，离

市中心区最近、接壤面积最大，有着 １、
３、７号轨道交通的便利，为融入中心城
区产业布局提供天然的便利。

２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宝山历来
是上海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港口集装

箱生产和出口基地及能源、水源、副食品

生产、供应基地，港口、工业和能源产业

密集，区域内众多部、市属企业都有转型

发展的内在动力。

３土地等资源尚有潜力可挖。宝
山土地资源较为丰富，相对于市中心区

而言，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土地潜力较

大，中、北段约占全区２／３面积的２００平
方公里都是工业和仓储用地，产业发展

用地的可挖潜力较大。

４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
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能源

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的第三次

工业革命，不仅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

生替代已有产业，还将导致社会生产方

式、制造模式甚至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

的重要变革，这为宝山发展智能制造、新

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开

了“机会窗口”。上海“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总方针的确定，为宝山减少对重化

工业的依赖、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对房地

产发展的依赖、对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

的依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契机。宝钢

把在宝山地区的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升

级发展作为“十二五”转型发展的重大

战略，对推动宝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

快制造业改造提升、推动重点产业生产

力布局和调整、改善城市区域环境面貌

等提供了新的机遇。吴淞工业区包括上

港九区十区的整体转型，将把这一老工

业基地打造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承载区

和集聚区，并引领宝山及周边地区的转

型升级。

（二）主要制约

宝山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最核心的问

题是区域内大型污染工业与居住混杂，

城市布局、功能结构、环境特征等与新一

轮城市发展的要求形成较大反差，产业

结构调整难度大，重大产业集聚度不高，

引领性大项目落地不多，特别是重点地

区转型后没有相应的可带动宝山未来发

展的重大产业项目进入。

１土地分割严重。宝山是上海的
重工业基地，又是能源和港口基地，同时

也是军队驻地密度较高的地域，由此形

成的区域分割，对城市功能布局和产业

布局的合理性、整体性、完整性造成较大

困难。

２工业园区集中度和产出率不高。
宝山以宝钢为主的国家及市属工业的生

产和集聚能级水平较高，但区属产业与

国家级大型企业未能形成较好的合理协

调发展，互动性不强，集聚效应低，工业

用地产出率较低，结构单一。

３城市布局分散。城市功能相对
单一，特色不够鲜明；区域内各地区发展

不均衡，缺少具有综合功能、有吸引力的

城市副中心，加之紧邻中心城区，城市对

外辐射力和吸引力较弱。

４创新能力较弱。上海各开发区
集中全市４７７％的高新技术企业、６６％
的经认定技术先进服务企业、８３７％的
自主创新示范区、５０％以上的国家级研
发机构、７９２家世界五百强投资企业，
１０１１家研发机构（技术中心），研发力量
主要集中在张江、漕河泾、金桥３个开发
区中。目前宝山尚无国家级开发区，仅

有宝山、月杨两个市级工业园区。从

２０１０年的数据看，当年上海国家级开发
区主导产业集聚度平均值为９４５％，市
级 为 ８２７％，而 宝 山 工 业 园 区 为
７７９％，月杨工业园区为７２７％。

三、宝山未来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围绕到２０２０年建成“现代化滨江新
区”和到２０１５年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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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宝山应紧紧抓

住“上海城市南北发展轴线”和被列入

“上海都市功能优化区”所蕴含的重大

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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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总体考虑：不能就产业发展而

产业发展，应着眼于整个区域的长远发

展，统筹协调好三个关系

一是产业发展与都市功能优化区的

关系。作为伴随传统产业基地发展而来

的城乡一体化地区，宝山的城市化起步

较早，同时，伴随着上海城市拓展，宝山

又大量承接了中心城区的人口转移，人

口城市化率较高，必须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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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按照都市功

能优化区的要求，积极主动地实施区域

对接战略，使核心产业延伸发展与宝山

的城市化进程及都市功能优化区的定位

相匹配。

二是产业布局与城市格局的关系。

长期以来，宝山依托滨江临海的区位优

势和钢铁、能源等产业优势，带动经济和

城市整体发展，但对区域环境、交通、生

态、功能布局等方面也带来较大压力，制

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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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了城市能级进一步提升。在考虑未来

产业布局的时候，应紧密结合城市格局，

通过走“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的道路，

让曾经围绕产业基地发展的城市布局和

城市建设，回归到以人为本、协调平衡发

展的轨道上来，依托国有大企业、大集

团，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布局优化、

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脉传承等重点，加

快推动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融合并进。

特别是要把五大地区整体转型的发展蓝

图，落实到具体的项目载体上，进而推动

四大板块以及轨交沿线产业布局的优化

调整。

三是长远发展与阶段性问题的关

系。宝山的转型发展不会一蹴而就，产

业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税收、地

方财政收入等产生一定影响，特别是当

一些产业已经转移出去而新的产业项目

尚未填补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正确把握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地方可用财力增长

的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加大产业结构

调整的力度，不为短期效益所惑，不因

“成绩单不好看”而迟疑，也要统筹考虑

经济增长与发展成本、财政收入、环境支

撑和民生改善等各方面因素，采取一些

过渡性、阶段性措施。

（二）基本立足点：现有核心产业是

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不能完全摆脱现

有的产业基础

１钢铁行业衍生出的新材料产业。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国家在宝山建设特种
钢基地，７０年代建设宝钢。半个多世纪
以来，宝钢一直是我国钢铁产业进步的

重要标志之一。现在，宝钢在世界钢铁

产业的竞争中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也为

宝山从传统材料基地升级为新材料产业

基地打下良好的基础。宝山的工业产业

升级首先应该围绕基础材料产业基地进

行核心定位，在传统钢铁材料的基础上

按照节能低碳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发展

碳纤维、镁合金等高性能轻质材料。

２与大飞机相关的配套产业。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国家在宝山开始建设大型
客机制造基地。宝山现拥有中国商飞公

司的生产基地，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大

型民用客机研制生产基地。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初，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发的大型客

机“运十”从这里起飞；９０年代，中美民
机制造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 ＭＤ８０／９０
客机合作生产在宝山成功实施；３年前，
我国首架新型涡扇支线飞机ＡＲＪ２１在宝
山研制首飞。可以说，宝山是新中国大

客机的诞生地和摇篮，有着３０多年的历

史积淀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完全可以在

现有基础上，在这个高端产业领域中寻

找核心产业的突破口。

３方兴未艾的邮轮经济。从 ２００９
年７月打下第一桩开始，宝山一直加紧
建设吴淞国际邮轮码头，充分利用市场

要素配置资源，公共设施布局不断优化，

邮轮经济、旅游产业进一步打通。２０１２
年停靠吴淞国际邮轮码头的１５万吨以
上邮轮超过６０艘，２０１３年有望超过１２０
艘。今后５年～１０年，１５万吨以上国际
邮轮年停靠量将达３００艘，入境旅客人
次有望达２００万人次，邮轮经济发展已
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加之全国首个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落户宝山

的契机，邮轮经济将成为宝山未来产业

发展的一大亮点。

四、宝山未来产业发展的若干重点

构想

基于宝山产业发展的现有基础和未

来空间，宝山未来产业发展应聚焦３个
制造业、２个服务业，努力打造新材料、
航空零部件、智能制造３个产业基地，邮
轮经济、商贸服务２个集聚区。

（一）建设罗泾碳纤维、铝、镁合金

高强度轻质材料和电储能材料等新材料

生产研发基地

宝山的发展条件与优势。一是码头

水运优势。基础材料产业具有较大运输

依赖性，运输成本对产品的竞争能力具

有高度的敏感性，罗泾紧贴长江口航道，

并设有深水码头，江海运输都十分便利，

构成较理想的原料低成本运输优势，也

为复合材料的航空、风能、轨道交通等大

部件产品的输出提供便利的水上通道。

二是大企业依托优势。宝钢作为罗泾产

业转型的重点企业，不仅有土地、资金、

技术、市场销售渠道，而且自身也有十分

迫切的转型压力与动力，完全有要求、有

实力成为宝山发展碳纤维、铝、镁合金等

高强度轻质新材料和电储能材料产业的

核心企业。三是周边市场需求牵引优

势。罗泾向南是上海汽车产业集聚区，

通过水路出长江到浦东机场或临港产业

区布局有飞机和汽车总装基地、航空零

部件与零部件生产基地，未来对复合材

料与轻金属材料及相关产品都有很大的

需求量。

发展目标与策略。宝山罗泾未来５
年可转换出工业用地约３平方公里，可
从我国目前需求最大的高端原丝生产环

节起步，延伸扩展到研发、工艺装备制

造、中间产品深度加工和终端产品的领

域，用１０年到２０年的时间建成我国技
术最先进、产业链最完备的碳纤维复合

材料生产研发基地。（１）铝、镁合金材
料产业。宝山在这领域的发展重点主要

是利用技术和市场优势集中进行新型合

金材料的研发、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与

服务等环节。（２）电储能材料产业。目
前，宝钢已着手规划研究，进行产业布局

的前期准备，拟于２０１５年左右开始初步
形成量产化能力，预计产值达１亿元以
上；２０１８年达５０亿元；２０２０年进入世界
前十强，达２００亿元以上；２０２５年进入世
界前三强，占有市场份额１５％ ～２５％左
右。依托宝钢，宝山未来的储能行业可

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积极推进航空零部件制造

基地

宝山的发展条件与优势。（１）中国
商飞在宝山建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中

国商飞的转包生产基地位于大场机场东

侧，现有职工 ２０００余人，年产波音 ７３７
水平尾翼３３６架份，空客飞机舱门框１５２
套，２０１０年销售额７０００万美元，在宝山
持续发展航空转包生产有利于稳定现有

职工队伍，扩大现有生产规模。宝山可

从支持中国商飞在宝山发展飞机部件、

生产工装的能力入手，发挥宝山是中国

大型客机诞生地的品牌效应，积极引进

世界著名航空制造供应商和国内有实力

的航空制造企业落户宝山，扩大飞机部

件及工装的生产规模。（２）宝钢新材料
产业延伸发展优势。随着新材料产业发

展，将逐步替代传统航空铝合金部件。

宝钢的转型为宝山提供了产业集聚效应

所形成的低成本、高效率、质量控制稳定

等优势。（３）大部件水运优势。大型复
合材料整体部件因不可分拆性，通常采

用空运与海运二种方式。空运相比海运

而言，成本较高，一般适用于内陆运输。

罗泾具备从水路直达浦东基地或美国西

雅图总装厂的区位优势。（４）上海大股
东优势。中国商飞注册资本金１９０亿，
其中中央出资６０亿，占３１５８％；中航工
业５０亿，占 ２６３２％；上海市 ５０亿，占
２６３２％；其余为宝钢、中铝、中石化出
资。上海作为第二大股东，在与中国商

飞协商复合材料的机身、机翼或其他重

要关键部件布点上海本地发展方面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

发展目标与策略。从目前的趋势判

断，宝山航空制造业的重点将转型为飞

机零部件工装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和

服务。宝山可充分利用宝钢、中国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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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长期发展的基础，实施政企合作

战略，利用现有的特种钢产业基础和将

来的新材料产业基础，以及良好的港口

运输条件，推动扩大转包生产、航空工艺

装备制造规模，积极引进航空零部件、航

空标准件生产企业落户。鼓励有能力的

相关企业积极承接飞机制造的生产配套

任务。利用新材料生产基地优势和基

础，面向全球市场延伸发展飞机及航空

发动机关键部件的生产。

（三）培育发展智能化生产装备研

发制造基地

宝山的发展条件与优势。（１）在工
业机器人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方面，

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集聚。宝山除宝

钢、中国商飞等在自身专业领域已经具

备很强的生产装备开发设计和制造能力

外，国际机器人专业制造商的合资企业

法那科公司也落户顾村工业园。宝山现

有的工业区园区内不少机电类中小企业

也具备一定的研发设计、集成制造和零

部件生产能力。（２）在发展智能化生产
装备方面有很强的市场牵引需求。宝钢

在搬迁调整过程中需要对生产装备进行

智能化升级改造，中国商飞的批量化生

产需要对整机和关键部件的生产能力进

行升级改造，而这些大企业本身都具备

很强的软、硬件开发生产能力。宝山发

展先进材料产品的生产加工、高端基础

元器件等产业也将带动各类工业机器

人、中小型智能化生产装备的需求。

发展目标与策略。（１）支持宝钢在
现有硬件装备制造能力和软件应用开发

能力的基础上继续做大规模、提升水平。

（２）协商中国商飞在引进重大装备的过
程中，在宝山实现本地化设计、生产。

（３）积极引进全球智能制造产业链关键
企业，培育产业集聚效应。

（四）重点培育邮轮产业集聚区

宝山的发展条件与优势。国际经验

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ＧＤＰ达到
６０００美元～８０００美元时，邮轮经济便具
备了发展条件。目前，上海人均 ＧＤＰ已
超过１万美元，具备发展邮轮产业的经
济条件。宝山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有着

非常好的基础条件，是长江、黄浦江和吴

淞江的交汇处，有广阔的腹地，可以带动

邮轮产业及其衍生业的发展。２０１２年２
月颁布的《上海市旅游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邮轮旅游，

完善上海邮轮港口基础设施，实现虹口

北外滩和宝山吴淞口邮轮码头合理分

工、错位竞争，规范邮轮行业服务与管

理，营造更加便利的邮轮经营环境，吸引

更多的国际邮轮停靠上海，并把上海作

为邮轮母港。全国首个“中国邮轮旅游

发展实验区”落户宝山。

发展目标与策略。在全市统一部署

下，加快推进宝山上海国际邮轮综合改

革示范区建设，整合现有各种水上旅游

网络资源和服务平台，打造集邮轮母港、

邮轮配套服务、水上旅游集散服务、水上

旅游电子商务、水上旅游产品交易、水上

旅游专业服务、水上旅游延伸服务等功

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形成中国邮

轮旅游集散中心、长三角水陆转运客流

集散中心和中国最大的水上旅游网络信

息中心，并最终成为全国最大的水上旅

游平台整合运营区域。（１）尽快推进邮
轮产业实施主体的改革转型，加快由政

府主导发展向市场机制主导发展转变。

（２）从硬件入手，确立上海北大门的客
运交通枢纽地位。规划建设国际一流水

平的邮轮码头，以及连接虹桥枢纽、浦东

国际机场、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人民

广场、外滩、陆家嘴等上海主要交通枢纽

和著名地标地区的不换乘快捷交通系

统；以淞宝地区、南部地区、杨行地区为

主体，建设宝山国际邮轮城，形成带动宝

山核心城区建设与人文环境全面升级的

经济社会效应，确立上海北大门的城市

形象新标志地。（３）集散中心的空间布
局。以国际邮轮码头为核心，以上港十

四区综合改造与?藻浜两岸改建为两

翼，建设国际邮轮产业集散中心城。邮

轮产业集散中心城分为３个区域，即邮
轮码头区、产业配套区和延伸区。邮轮

码头区主要包括邮轮泊停和保养补给、

水上游乐、娱乐休闲、会议宾馆以及生态

景观等；产业配套区主要布局旅游集散、

邮轮服务、高档宾馆、购物、餐饮等功能，

既作为旅游集散中心和邮轮旅游服务综

合配套，同时满足本地居民及邮轮旅游

者购物、休闲需要；延伸区通过创意设计

和改造，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集文化、艺

术、旅游、餐饮、购物、娱乐、住宿为一体

的国际化创意园区，实施创意产业区、休

闲街区两种功能复合开发，包括创意产

业办公区、博物馆会展区、餐饮、休闲、娱

乐区及滨水绿带。

（五）大力发展商务商贸服务业集

聚区

宝山的发展条件及优势。（１）有基
础。近年来，宝山大力推进商贸服务业、

商务服务业、专业服务业和旅游服务业

等一批现代服务业项目建设，积极培育

信息服务、研发设计、文化创意、节能环

保和邮轮经济等服务业新兴产业，初步

形成与区域总体规划相适应的“一带三

线”服务业发展格局，为建设商务商贸服

务业集聚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２）有
潜力。随着上海市区向外扩围和宝山城

区功能不断优化，商务服务业将成为宝

山今后生产性服务业重要的发展方向。

同时，宝山商贸生活服务业也面临新的

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宝

山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向城市

（镇）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的趋势更

加明显，人口加快聚集，对商贸生活服务

业产生巨大的需求；二是随着宝山经济

实力的不断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持

续提高，呈现出多层次、多方位的消费

需求。

发展目标及策略。积极配合中心城

区旧区改造和区位调整，通过与中心城

区产业、人流交汇融合，促进宝山与中心

城区的功能和人文整体化进程，依托轨

道交通１、３、７号线发展轴，按人口导入
趋势、周边环境变化和区位优势，形成２
个现代商贸城和５个生活性商贸服务集
聚区。（１）２个现代商贸城。重点发展
以城市南北发展轴起点和邮轮集散中心

为主题的淞宝地区产业服务业聚集区，

以邮轮经济、制造业的生产资料贸易、航

运业、金融业集聚为核心业务，建设集现

代化的金融、贸易、购物、娱乐与商务办

公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商务中心；加快

将上海北部商务消费中心建设成中心城

区自然扩展延伸的重要衔接区域。（２）
５个生活性商贸服务集聚区。依托区域
交通干线和人口导入集聚区，构建大华、

顾村、高境、祁连上大、月浦服务区域居

民生活为主的商贸集聚区。

（区委政研室供稿）

■宝山区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战略研究
（节选）

第一章　吴淞工业区现状评价

吴淞工业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市北

端，范围为：同济路—逸仙高架路—黄浦

江—军工路—长江西路—虎林路—?藻

浜—江杨北路—友谊路，总用地面积约

２４平方公里，始建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
突出的水运港口优势，吴淞工业区一度

成为上海重点建设的重工业区，曾是上

海最大的冶金、化工、建材和有色金属的

老工业基地之一，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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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吴淞工业区传统

重化工业发展的模式问题显现，已不利

于宝山区的城市发展以及地区竞争力的

提升。特别是宝山区将打造成为现代化

滨江新区，而吴淞工业区作为黄浦江现

代服务业集聚带和宝山滨江发展带的组

成部分，它的转型发展是必然趋势。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上海市政府与宝钢集团公司就推进宝钢

上海宝山地区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在沪签

署协议。根据宝钢集团在沪总部“减量，

增效”的发展思路，宝钢集团计划在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７年实施上海宝山地区钢
铁产业结构调整，对落后产能进行减产，

甚至剥离，预计将减少铁产能约５８０万
吨、钢产能约６６０万吨（相应减少３００万
吨标煤能耗），而重点发展钢铁服务业、

深加工服务、钢材贸易等。实施这次调

整，从国家层面来看，是按照中央“转方

式、调结构、保增长”的经济发展方针和

国家钢铁产业规划和节能减排的要求，

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制

造业改造提升和钢铁产业发展，推动重

点产业生产力布局和调整。从上海的层

面来看，有利于促进上海创新驱动、转型

发展，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促进产

业与城市融合，改善城市区域环境面貌。

宝钢集团自成立以来的最大一次结

构调整将为吴淞工业区产业结构调整、

土地利用方式改善提供了新契机，也对

吴淞工业区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一是

经济形态从制造向服务转变，全面建立

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二是发展动

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构建形

成以创新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三是发

展模式从粗放高耗向绿色低碳转变，走

出一条人、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自

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四是产业形态

从低端化向高端化转变，逐步建立形成

服务化、知识高端的新型产业体系。为

了实现既定目标，有必要对吴淞工业区

发展演变历程、调整转型的现实条件、国

内外经验、转型发展总体思路、转型发展

模式、转型发展保障措施等进行系统分

析研究。

一、吴淞工业区发展历程

（一）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市郊工业

基地建设阶段（１９５６年～１９７８年）
１９５６年，吴淞列为扩散市区工业和

疏解市区人口的１０个近郊工业区之一，
进入新一轮开发的启动阶段。特别是

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期间，全市一批冶金、
化工的重大建设项目纷纷在吴淞落户，

扩建上钢一厂，新建生产特殊钢的上钢

五厂、上海钢管厂、上海铁合金厂、上海

硫酸厂、吴淞化工厂等骨干大厂，使吴淞

地区沿长江路、逸仙路、同济路、泰和路

一线，成为一个工业带，形成以冶金、化

工为主的吴淞工业区的雏形。同时在黄

浦江沿岸新建上海港第九装卸作业区，

承担上海对外贸易货运。随着工业的发

展，为解决工人的就地生产、就近生活，

新辟泗塘、海滨两个工人住宅区和相应

的市政配套设施，使吴淞地区的面貌焕

然一新。

（二）钢铁制造带动的市区工业区

发展阶段（１９７８年～１９９８年）
１９７８年，宝山钢铁总厂在长江口南

岸动工兴建，吴淞被列为上海市重点建

设的北翼，重点发展钢铁和能源。占地

１３７５平方公里的建国以来国内最大的
投资项目特大型冶金企业———宝山钢铁

总厂的兴建，对吴淞工业区的建设起了

极大推动作用，实现从市郊工业基地到

市区工业区的转变。进入８０年代后，在
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吴淞的开发建

设逢上极好的机遇，进入突飞猛进阶段。

１９８７年，区域内全民、集体所有制工业、
交通运输、建筑企业发展到２８０家，年产
值６１２６亿元，创利４１０亿元。在宝钢
建设同时，吴淞港口区开始动工建设。

沿江地带张华滋、军工路两个集装箱海

运码头建成投产，宝山集装箱码头加紧

建设，２２个万吨级码头，承担着全市
８０％的集装箱进出口任务，年货物吞吐
量１０００万吨，居全国港口之冠。石洞口
一地兴建两座国内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上海石洞口发电厂和华能上海石洞口第

二电厂建成后，两厂装机容量达到 ２４０
万千瓦。

为配合宝钢建设，原有的泗塘、海滨

两个新村地区大面积扩建，并在宝山、果

园、月浦等地新辟３个居民生活区，按现
代城市道路标准新建 ２７条道路，营造
３００多万平方米的新村住宅和多功能公
共建筑群，水电煤等市政设施配套，为居

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区域内工业就

业人口增加，购买力提高，带来商业的发

展，在牡丹江路建立区级商业中心街，区

内工业、交通、运输、建筑、财贸等部门容

纳了１７万名职工，吴淞进入全新的历史
发展时期。

（三）以环境污染治理为主的产业

升级阶段（１９９９年至今）
吴淞工作区作为冶金、化工、建材和

有色金属的老工业区，超负载的环境问

题一度成为上海市环境质量改善进程中

的“绊脚石”。吴淞工业区集中了全市

１０％的污染大户。例如工业区内的不锈
钢事业部和特殊钢分公司，主要排放的

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化学

需氧量等，其中粉尘污染尤为突出。粉

尘污染成为吴淞工业区“老大难”的问

题，烟粉尘排放量占全市排放量的

２９４％。吴淞工业区基础设施、技术工
艺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节奏，环境欠账多，

污染排放量大，工业区的环境污染严重。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吴淞工业区
就开始规划环境整治工作。直至 ２０００
年，上海市政府批复实施三个重要文件：

《上海市吴淞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规

划》、《上海市吴淞工业区环境综合整治

实施计划纲要》和《上海市吴淞工业区

环境综合整治配套政策的实施意见》。

这三个文件的实施，标志着吴淞工业区

环境综合整治战役正式打响。按照《规

划》，上海将要用６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吴
淞工业区的环境综合整治，即到２００５年
成为用地布局合理、市政基础设施完善、

产业结构和生产工艺优化、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的工业区，消除?藻浜黑臭，环境

质量不低于２００５年全市各类工业区的
各项指标平均水平，实现水清、地绿、天

蓝。通过６年努力，吴淞工业区的产业
结构更趋合理，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现

从环境污染重工业区向绿色环保工业区

的成功转变。６年来，吴淞工业区完成
３７条无名道路、２６座码头、３１户堆场的
整治工作。工业区内污染较严重区域内

的１１６２户居民得到动迁，关停１６家污
染严重的企业和４０条生产线，工业区内
１５０台燃煤锅炉得到整治。吴淞工业区
的大气环境有了显著、改善，绿化覆盖率

从整治前的２８％提升到２１％。
二、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的战略

价值

根据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重

大战略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对吴淞地区

钢铁产业调整的整体工作部署，宝山区

政府牵头开展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的规

划工作。

（一）实践“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作为伴随传统产业基地发展而来的

城乡一体化地区，吴淞工业区依托滨江

临海的区位优势和钢铁产业优势，带动

经济和城市整体发展，但发展的同时也

对区域环境、交通、生态、功能布局等方

面带来较大压力，制约城市能级进一步

提升，形成产城之间的矛盾。针对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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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十二五”期间，宝山区将加快吴

淞工业区与滨江地区联动发展，加大与

大企业、大集团的合作力度，努力实现从

环境整治到功能提升的战略转型，从而

带动周边地区整体发展。

吴淞工业区的转型发展是实践“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明智之举，转变工

业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创新驱动吴淞

工业区的转型发展。宝钢部分企业搬迁

即是吴淞工业区迈出转型重要的一步，

盘活的大量土地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

提供空间。

（二）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宝钢竞

争力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已

经不适合发展高耗能的产业。作为高耗

能行业，钢铁业首当其冲。数据显示，

２００８年宝钢产值占上海工业规模企业
比例为６２８％，但消耗的能源却占到了
上海工业规模企业比例的 ２５％以上，。
这也造成了宝钢节能减排的压力非常

大。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乐江也

曾指出，“上海要从一个传统的制造中心

向以服务业为主的四个中心转型，钢铁

等传统重化产业面临着极大的生存

压力。”

为推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２０１２年
７月４日，上海市政府与宝钢集团公司
就推进宝钢上海宝山地区钢铁产业结构

调整在沪签署协议。从有利于国家钢铁

产业发展战略、有利于上海转型发展、有

利于增强行业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宝钢

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７年实施上海宝山地区
的钢铁产业结构调整，预计调整任务完

成后，上海地区将总量减少铁产能约

５８０万吨、钢产能约６６０万吨，相应减少
３００万吨标煤能耗。本轮宝钢调整计划
将对上海宝山吴淞工业区的企业进行调

整，。重点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

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发展基地。

宝钢此次调整将有利于提高宝钢的

竞争力。通过调整，逐步实现转型，重点

发展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型产

业。此外，宝钢的企业搬迁也有利于宝

钢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同时，这也是宝

钢布局全国的重要举措。继成功与八

钢、宁波钢铁、包钢重组后，今年２月份，
宝钢集团又正式控股韶钢集团，５月份，
湛江项目获批，使得宝钢东有宝钢集团

大本营，西有八一钢铁，南有韶钢、湛江

基地，在全国的布局日趋完整，此次计划

搬迁，也是基于对未来自身与城市发展

双赢的有利尝试。

三、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优势与

瓶颈

（一）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的优势

１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首先，从国家层面看，吴淞工业区作

为上海市曾经最大的老工业基地，作为

管理国营大工业为主的工业区，是国家

主导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区域。根据国家

“十二五”规划纲要，经济结构的战略性

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

向，包括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吴淞

工业区的转型发展正是以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

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努力建设

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满足规

划要求。吴淞工业区作为国家老工业基

地改造的示范区，得到重视。

其次，从上海市层面看，吴淞工业区

内聚集着宝钢等大型国有企业，它的改

造工作直接关系着上海市新一轮产业调

整改造能否实现，因此备受国家与上海

市政府的关注。

最后，从宝山区层面看，吴淞工业区

具有重要的功能区位，且是宝山区实践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先行区。根据

宝山区“十二五”规划，到２０１５年，宝山
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将取得新突破，经济

跃上新台阶，环境实现新提升，基本建成

现代化滨江新区。吴淞工业区作为宝山

区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它的转型能否

成功，直接影响着宝山区的转型发展之

路。且吴淞工业区是黄浦江现代服务业

集聚带和宝山滨江发展带的组成部分，

具有重要的功能区位。因此吴淞工业区

的改造是宝山区“十二五”工作的重中

之重。

２市民的美好期待
吴淞工业区经过５０多年的发展，从

原来的以就业人口为主，逐渐吸引周边

人口的流入。现居住在吴淞工业区的居

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职工和离退

休人员。工业区遗留环境污染、城市服

务功能滞后、企业搬迁与技术升级带来

的就业难等等问题。经过走访，吴淞工

业区居民对于工业区现状：环境污染严

重、交通设施不便、生活设施不足等提出

了意见，对破旧的房屋、废置的老厂房存

在的安全隐患表示担忧。居民认为工业

区存在空气质量差；交通不便（公交线没

有布局到居民区，尤其不能解决以退休

老年人居多的社区居民看病问题）；区内

文体娱乐设施少（仅有一个公园）等等

民生问题。居民期待工业区的转型发展

能够拉动地区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提升

环境质量。

３土地的巨大价值
吴淞工业区的改造，将迁出一些企

业，释放出大量土地，为新产业的引入，

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空间。由于释放土

地所在的黄金位置，吴淞工业区土地未

来开发潜力巨大。位于长江路的宝钢不

锈钢事业部，其前身为上海钢铁一厂，而

同济路上的宝钢特殊钢事业部的前身为

上海钢铁五厂。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宝钢与上
钢及梅山钢铁公司实现重组后，这两个

公司成为宝钢的下属企业。１０多年来，
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原上钢

一厂和上钢五厂所在地已成为上海城区

的黄金地段，其土地商业开发价值极大。

根据《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

售不锈钢、特钢事业部相关资产的议案〉

的补充公告》，宝钢在吴淞地块５７平方
公里（８５６４亩）的土地评估值高达９８亿
元，增 值 ７５４亿 元，增 值 幅 度 为
３３４倍。

４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
吴淞为“水陆要冲，苏松喉吭”，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百多年来的风云

变幻，使吴淞这块弹丸之地成为中国近

代历史的见证。另外，它作为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前身所在地，文化历史悠久。

吴淞工业区始建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
于地处长江与黄浦江交汇处，是水路进

入上海市区喉，凭借其优越的水陆交通

条件，历来被视作开发的宝地，曾是上海

最大的冶金、化工、建材和有色金属的老

工业基地之一，具有独特的工业文化积

淀，承载着上海工业文明的历史记忆，具

有独特的工业遗产风貌，是上海城市文

化的重要基地。

（二）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的瓶颈

１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吴淞工业区内布局着 ３００多家企

业，又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工业区发

展过程中，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

尤其是像宝钢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不

仅自身雇佣大量劳动力，且能够带动配

套的产业和服务业就业。在１９８７年，区
内工业、交通、运输、建筑、财贸等部门容

纳１７万名职工。吴淞工业区的转型发
展自然引发了本地就业“恐慌”。随着

转型过程中，保留企业的技术升级，工业

区内企业所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对

学历的要求较高，一般要求本科以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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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而对于普通工人需求较少。因此本

地居民在区内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原来

大量的不熟练技术工人转岗就业成为问

题，劳动力目前的技能素质与岗位需求

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

２土地产权归属复杂
吴淞工业区（含上港九区十区）整

体规划范围内集中了３５３家企业，范围
内宝钢上钢一厂和五厂总占地５７１平
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 ２２％；央企及市
属企业约 ８２９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３２％（其中市属企业约３９２平方公里，
约占总面积的 １６％）；区属企业及集体
使用土地约１２平方公里，约占４６％。工
业区所有土地均为国有土地，约一半土

地归宝钢等大型央企使用，其他土地上

散落着一些中小型企业。由于历史原

因，工业区布局混杂，用地混乱。

图１　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目标定位

吴淞工业区土地产权归属复杂。由

于历史原因，吴淞工业区内的土地约一

半是归宝钢等大型国企使用，虽然宝钢

的搬迁能盘活出土地，但是土地依然是

归宝钢所有，政府的土地二次开发权利

受限。在土地的二次开发过程，将对土

地的重新规划利用，会带来一定的土地

置换开发收益，企业与地方政府、地方政

府与土地被征用者、上级政府与地方政

府等不同利益主体围绕土地二次开发的

博弈将长期存在，制约土地二次开发

进展。

３产业链遭受严重冲击
吴淞工业区是冶金、化工、建材和有

色金属的老工业基地。自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伴随宝钢、华谊等大型国企的落户建

成，依托优越的港口和便利的交通优势，

形成钢铁与能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产

业链包含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

链四个维，吴淞工业区的改造，必定冲击

原产业链。

４开发资金筹措难度大
吴淞工业区目前土地利用混乱、环

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它的改造需要相

当的资金支持。首先是企业的高价动迁

成本，例如宝钢的动迁成本为３００万 ～
４００万／亩，希望政府分担动迁成本。其
次，对于淘汰的企业进行二次开发需要

资金。这些资金包括违约赔偿金、企业

主补偿金、职工安置金等。再者，土地整

理需要大量资金，淘汰的企业大都是一

些污染性的化工企业，土地污染程度较

高，土地整理费用较大。工业区的改造，

土地二次开发成本高，资金缺口大，需要

及早筹措开发资金，推动改造工作的

实施。

第二章　宝山区吴淞工业区
转型发展的总体思路

一、目标定位

吴淞工业区的目标定位为“１３５”：
一大战略定位、三大功能定位、五大产业

定位，以一大战略定位为统领，以三大功

能定位为延伸，以五大产业定位为支撑，

形成目标定位的“金字塔”（图１）。
（一）战略定位

按照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以及宝山区

从郊区新城转型为中心城区的拓展区的

战略新定位，将吴淞工业区定位为：“老

工业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国家级示范

区”。

根据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重

大战略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对吴淞地区

钢铁产业调整的整体工作部署，应加强

创新对吴淞工业区转型的驱动作用，以

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以理念创新驱

动发展模式转变。吴淞工业区作为我国

重要老工业区之一，在发展路径、产业结

构、面临困难等方面与我国其他工业区

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加快吴淞工业区转

型在对于自身转型发展，以及上海市，乃

至国家层面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

用；对于如何发挥创新对老工业区转型

发展的驱动作用，吴淞工业区转型的实

践将发挥其示范作用。

（二）功能定位

———上海市中心城区拓展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

———上海市新兴产业重要承载区

———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地区

转型发展模式试验区

（三）产业定位

———钢铁服务业

依托世界级大型钢铁企业宝钢，以

现有钢领宝山国际钢铁服务中心为基

础，继续提升发展钢铁服务业，积极打造

有国际影响力的钢铁资讯、贸易、金融服

务平台，推进宝钢集团跨地区、跨所有

制、跨行业的兼并重组和全国布局，将以

吴淞工业区为主体的宝山区钢铁服务业

建成世界级钢铁服务贸易中心。同时，

积极拓展和完善钢铁服务产业链，延伸

发展与钢铁相关的贸易流通、仓储加工、

物流配送、技术研发、工程设计、结构安

装、节能环保以及融资担保、教育培训、

电子商务、期货交易、交易市场、信息咨

询、会展旅游等生产性服务业，初步形成

供应链、技术练、资源利用链交织的产业

协同和配套能力较强的生产性服务业

体系。

———现代信息服务业

云计算已成为上海信息服务业的新

亮点，成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快实现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云

计算产业对电能需求极大，而吴淞工业

区电力供应条件好，发展云计算产业具

有较强的优越性。应积极引导鼓励电信

运营商、第三方数据中心与行业中心合

作，建设云计算基础设施，积极引进培育

有影响力的云计算技术与服务企业，建

设云计算示范平台，引进一批云计算产

业链相关企业。

———先进制造业

依托吴淞工业区良好的工业基础和

基础设施条件，积极发展高技术制造业；

围绕宝钢精品钢发展战略，形成电工钢、

不锈钢、特种钢、有色金属等新材料及延

伸产业基地，加快培育和发展环保节能、

高新绿色的新材料产业；同时，依托上海

国际节能环保园，充分发挥其平台优势，

吸引节能环保企业和资金、人才、技术聚

集，建立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资源

循环利用，建成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示

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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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业

依托宝山区的港口优势，加快打造

面向长三角区域的物流平台。结合邮轮

服务业，建设国际邮轮物流配送中心，发

展依托邮轮服务业的物流产业；引导制

造业企业剥离自营物流，开展物流业务

外包。加速提高物流服务信息化水平，

鼓励传统物流企业发展第三方物流，提

高物流服务业附加值。

———邮轮服务业

围绕国际邮轮母港建设，加快促进

邮轮产业发展，形成一大批服务业功能

性项目建设，与吴淞口邮轮母港形成联

动，以吴淞口邮轮母港为门户，将吴淞工

业区建成以邮轮物流配送、邮轮酒店服

务、邮轮人才培训为主的邮轮服务产

业区。

二、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战略目标

（一）总体目标

———发展方式转型

力争在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升制造

业能级、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新兴产业、

改造传统产业、优化空间布局、建设低碳

生态社会方面取得突破。以资源高效利

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

放、高效率为特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由依靠高投入、高

消耗、低效益向低碳、高效转型，由依靠

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转

型，并把低碳经济经营理念贯穿到产业

转型发展中，实现单位增加值能耗、主要

污染物排放等指标居于全市较优水平。

———经济效益提升

通过工业区转型，使得工业区内经

济保持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实力跨

上新台阶，增加值增长水平高于宝山区

平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保持同

步增长，企业盈利能力持续增强；钢铁服

务业、信息服务业、邮轮服务业、商贸服

务业、房地产业产值持续增长，为吴淞工

业区成功转型和宝山区经济持续发展提

供支撑。

———生态环境良好

结合宝山区争创“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目标，加快吴淞工业区污染企业搬

迁，加快调整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危

险企业和落后工艺，加大环境治理投入

和力度，完成区内环境综合整治，使得生

态环境不断优化，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进一步下降，城市水环境质量不断提高，

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稳步提高。

———人民生活改善

全面提升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

水平，进一步健全经济发展与促进就业

良性互动机制，努力解决吴淞工业区转

型后企业职工再就业问题，妥善安置退

休职工生活。就业岗位持续稳定增长，

城市居民收入稳步提高，进一步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实现各类保障均衡发展，提

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居民主要健康指

标居于全区前列；协调稳步推进城市基

础设施，不断完善道路交通网，改善居民

出行条件，提高城市宜居环境。

———产业水平高端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以服务

经济为主、三次产业协调融合发展、产业

结构高端的产业体系。推进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加快培育

发展数据中心、电子商务为特色的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以区域大型商业中心、社

区商业中心为特色的商贸服务业，以为

邮轮产业配套的休闲、培训、文化为特色

的邮轮服务业，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特

色的先进制造业；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效

益和质量，努力实现高技术产业、先进制

造业、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升，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并培育发展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团企业，企业经

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全市较高水平。

———引领作用明显

老工业区转型是世界其他国家和我

国共同面临的难题，吴淞工业区成功转

型肩负着为中国老工业区继续探路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使命。吴淞工业区转

型的引领作用既包括新兴产业类型和产

业发展模式的引领，也包括转型发展体

制机制的引领；在新兴产业培育上，准确

把握世界科技、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变

化的新趋势新动向，超前谋划未来产业

发展方向，围绕重大前沿性领域进行产

业部署，抢占发展先机。在产业发展模

式上，努力探索产业运营方式、行业监管

模式、产业配套模式等；在体制机制上，

加快建立科技、产业、金融及政府相关主

体对接的产业投融资机制，出台地区新

兴产业促进机制，探索政府引导、龙头企

业带动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模式，在

创新产业发展模式、转型发展体制机制

上发挥其引领作用。

（二）阶段目标

吴淞工业区转型是一个长期性的工

程，为此制定近期、远期和展望期目标，

其中，近期为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５年，即十二
五期规划期内，主要为吴淞工业区转型

夯实基础初步转型时期，在企业搬迁、环

境治理、新兴产业引进与培育方面初步

取得一定成效；远期为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２０
年，即十三五规划期内，主要为吴淞工业

区快速发展并加快转型时期，初步完成

工业区产业重构与升级，城市功能基本

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新功能

区；展望期为２０２０年 ～２０３０年，主要为
吴淞工业区转型成果巩固与改进时期，

实现吴淞工业区的成功转型。

三、吴淞工业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一）钢铁服务业

依托吴淞工业区及宝山区内强大的

钢铁工业基础，随着钢铁服务业业务领

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吴淞工业区钢铁

服务业的功能将由生产制造为主向产业

综合服务转变，服务范围也由初级产品

加工、配送服务向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和

信息服务等延伸，服务区域也将由工业

区内部转向对长三角和全国的拓展和

辐射。

未来吴淞工业区将形成钢材贸易、

信息发布、钢铁研发、物流配送及商务服

务等多种平台，发展成为国内钢铁服务

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到“十二五”

末，钢铁服务业交易额超过５００亿元，行
业增加值超过５０亿元。力争到２０２０年
实现钢材交易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交

易额达到１０００亿元规模，行业增加值超
过１００亿元。

（二）邮轮服务业

吴淞口大型邮轮码头功能定位可靠

泊７万总吨以上的大型或超大型国际邮
轮，建成后可同时靠泊１个１０万吨级邮
轮和１个２０万吨级邮轮，码头综合通过
能力为每年６０８万人次，到２０１５年满
足每年５６万人次的旅客通过需求。参
考上述有关指标分析，取吴淞工业区的

指标数值为美国５０％的水平，若到２０１５
年吴淞港国际邮轮实际旅客达到２０万
～３０万人次，吴淞工业区邮轮服务业的
产出合计为３０亿元 ～４０亿元。到２０２０
年吴淞港国际邮轮实际旅客达到４０万
～６０万人次，邮轮旅客对吴淞工业区社
会经济的总体影响是：相关产业的产出

合计为５０亿元～７０亿元，吸纳就业人数
０２万～０４万人左右。

（三）现代物流业

吴淞工业区拥有发展现代物流业的

先天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条件，目前

已汇集一些大型知名物流企业，同时也

存在着大量中小物流企业，仓储物流企

业占吴淞工业区企业总数的３０％左右。
吴淞工业区将以高端物流服务为

核心，加快物流业向“高效率、高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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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耗”转变，物流信息化和标准化水

平进一步提高，建设成为全国现代物流

业发展的示范高地，到“十二五”末，现

代物流业增加值占吴淞工业区生产总

值比重达到２０％左右，到２０２０年，现代
物流业增加值占吴淞工业区生产总值

比重将达到３０％左右；全社会物流总费
用占生产总值比重降至 １５％以下。建
设具有全球物流资源配置能力的现代

物流企业５家～１０家，从业人员规模达
到１万～３万人。

（四）现代信息服务业

图２　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功能布局

现代信息服务业由于产业关联度

高，对生产和消费的拉动作用大，是现

代服务业中发展速度最快、技术创新最

活跃、增值效益较大的一个产业。吴淞

工业区现代信息服务业产业基础比较

薄弱，短时期内还难以发挥产业集聚效

应。未来随着代信息服务业产业链的

不断完善，到２０２０年，吴淞工业区现代
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将达到１５０亿元，
增加值达到５０亿元，从业人员１万 ～２
万人，云计算集群雏形已现，信息服务

业与钢铁服务业、现代物流业实现良好

的产业融合。

（五）先进制造业

吴淞工业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基础

良好，随着产业能级的不断提高，不断吸

收电子信息、计算机、机械、材料以及现

代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高新技术成果，将

实现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生

态化生产，取得很好经济社会和市场效

果。到“十二五”末，吴淞工业区先进制

造业实现工业销售产值超过７５０亿元，
到２０２０年，吴淞工业区先进制造业实现
工业销售产值超过１０００亿元，增加值超
过３００亿元。

四、宝山区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的

空间布局

（一）都市中心商务区

都市中心商务区位于吴淞工业区南

部，东至逸仙路、南至长江路、西至烧结

中路、北至安达路，主要承担区内商业中

心、医疗卫生、文化娱乐、总部经济的功

能，该区主要发展商贸服务业、总部机构

所在地等。

（二）生产性服务业基地

生产性服务业基地主要在工业区分

为Ａ、Ｂ、Ｃ３个区，其中 Ａ区主要发展钢
铁服务业，依托现有钢领宝山国际钢铁

服务中心，继续提升发展钢铁服务业，将

其建成世界级钢铁服务贸易中心；Ｂ区
主要发展现代物流业，位于工业区东南

部逸仙路以东，以现有的码头为基础，发

展现代物流业；Ｃ区主要发展现代信息
服务业，位于工业区内钢三路以西部分，

发展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服务业。

（三）邮轮服务业基地

邮轮服务基地主要位于工业区北

部，东至同济路、南至宝杨路、西至铁力

路、北至友谊路，区内主要围绕吴淞口国

际邮轮母港建设，促进邮轮服务业的发

展，并规划建设商务、酒店、餐饮、培训、

休闲、购物等服务设施。

（四）先进制造业基地

先进制造业基地位于吴淞工业区中

部，东至铁力路、西至江杨北路、南至泰

和路、北至宝杨路，主要承担吴淞工业区

制造业基地的功能，承载包括精品钢、特

种钢、电工钢等在内的新材料工业，包括

智能电网、发电设备等在内的新能源产

业，包括电子电器、复合材料、机载设备

等在内的高端装备制造业。

（五）都市生活区

都市生活区主要位于工业区东部，

东至同济路、西至铁力路，南至淞浦路、

北至宝杨路，都市生活区是以居住为主，

并集文化、娱乐、教育、商业与一体的混

合功能区。

（六）都市滨水休闲区

都市滨水休闲区位于工业区中部，

沿河两岸建设绿地、广场及文化走廊，形

成工业区的绿带，并传承吴淞工业区历

史文脉。

（区委政研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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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耕地保护目标责任　１８８ｃ
《宝山区共青团志》　１０３ｂ
《宝山区加油站专项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１８８ｃ
《宝山区检察志》　２２９ｃ
宝山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交通执法大队

　２０９ｃ
《宝山区科普基地建设（２０１２年）》白皮书
　２２１ｂ
宝山区气象局　２２３ａ
宝山区食品生产企业联合会　１８３ａ
宝山区视频会议系统　２６７ａ
宝山区收藏家协会　２２４ｃ
宝山区图书馆　２２６ｃ
《宝山区卫生志》　２２９ｃ
宝山区迎春联谊会　４０ｃ
宝山区邮政局　２１１ｃ
《宝山区志（１９８８－２００５）》　２２９ｃ
宝山人民广播电台　２７０ｃ
宝山商务工作发展合作协议　１４０ａ　１４０（图）
宝山商厦装饰工程　１４４ｂ
宝山—上大迎春座谈会　４０ｃ
“宝山审计讲坛”　１８１ａ
宝山寺　３１９ｂ
宝山体育中心　２５９ａ　２５９ｃ
宝山图书馆　２２（图）　３１ａ
宝山万达广场　３３６ｃ　３３６（图）
《宝山县卷》　２２９ｃ　２３０ｂ
“宝山现代商业商务集聚示范区”　３３６ｃ
宝山新变化活动　１００（图）

１８３



宝山新城淞宝Ａ单元控规初步方案　１９０ａ
宝山新闻　２７３ａ
宝山新印象　４１ｃ
宝山烟草专卖分局　１４３ｂ
宝山职校技术学校　２４４ｃ
宝胜公司　１５２ｃ
保密　５４ａ
保密工作会议　３７ａ
保密技术　５４ｂ　５４ｃ
保密宣传　５４ａ
保密制度　５４ｂ　５４ｃ
保险　１７６ａ
保障性住房　３１ｃ　４９ｃ　６４ａ　１５８ａ
北上海中央商务带大型商业商务项目

　３３０ｃ
北翼商厦　１５１ｂ
北翼商业街　１５１ｂ
北翼生活馆　１５１ｃ
《被测出的谎言》　２７５ｂ
彼得·汉森　２６１ａ
避孕药具　３０２ａ
标的案件　２７５ａ
标准化菜市场　１４１（表）
标准化示范试点　１８１ｃ
滨江带建设　６９ａ
滨江地区规划　１８８ｃ
滨江广场　７０ａ　７０（图）
“滨江欢歌·和谐之声”群众合唱比赛

　２２７ｂ
殡仪馆　３０４ｃ
殡葬　３０４ｃ
兵役　２８１ｃ
兵营式农户　１２８ｃ
病虫测报　１５６ａ
病床　２４７ａ

Ｃ

财税　１６５
财务（投资）监理　１６６（图）
财政　１６５ａ
财政补贴　１６７ｃ
财政分配管理　１６８ａ
财政局长座谈会　１６７（图）
财政审计　１８０ｂ
财政收入　１６５ａ　３６６（表）
财政预算　１６５（图）
财政支出　１６５ａ　１６５ｂ　３６７（表）
“采购分离”　１６７ｃ
菜场垃圾　２０６ａ
菜场垃圾处理设备　２０５ｃ　２０５（图）
餐厨废弃油脂　２５８ａ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远程实时监控系统

　２５８ｂ
餐饮卫生管理协会　１０７ｂ
残疾人　３０５ａ
残疾人帮困资金　３０５ａ

《残疾人保障法》　３０６ａ
残疾人就业　３０５ａ
残疾人康复　３０５ｃ
残疾人联合会　３５０ａ
残疾人事业　３０５ａ
仓储　２９ｃ
曹燕华乒乓学校　２６１ｃ
测绘管理　１９０ｂ
测量标志　１９０ｂ
拆违控违　３６ｂ　２０６ｃ
产品质量档案　１８３ａ
产权交易鉴证　１８０ａ
产权证　１６０ｃ
产权制度改革　１５４ａ
产学研合作　１２９ａ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１６７ａ
产业结构调整　２０３ｂ
产业结构转型　１６７ａ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　１２５ａ
长江口股份　１５２ａ
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２２１ａ
长江原水厂　２１４ａ
长江原水厂实训基地　２１４（图）
常住人口　３０１ｃ
场北便民生活服务中心　３３１ａ
陈家英　３４１ｂ
成人教育　２４５ｂ
“诚信经营四项统一标准”　１７９ａ
城管法制　２０６ｃ
城管监察执法　２０６ａ
城管执法队伍　２０６ｃ
城建档案　１９０ｂ
“城区转型与社区治理”理论研讨会　５０ｂ
城市管理　３３２ｂ
“城市光网”　２７４ｃ
城市基础设施　３０ｂ　６３ｂ
城市建设　３３２ｂ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２０７ａ
“城市新印象”展览　１６８（图）
城市运行安全　３２ｂ
城市综合管理应急联动中心　３３９ａ
城乡管理　３１１ｃ　３１７ａ　３２９ｂ
城乡规划　１８５ａ
城乡建设　１８５　１９５ａ　３１１ｃ　３１５ａ　３１７ａ
　３２９ｂ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２９７ａ
城镇管理　３２３ａ　３３５ａ　３２３ａ
城镇建设　３３５ａ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９９ｃ
出口　１３５ａ　１３５（表）
出口商品　１３６（表）
出口商品输往地　１３６（表）
出口总值　１３５ａ
出入境检验检疫定点医院　２５６ｃ
出生率　２６ｃ　３１ｂ　３０２ａ
出生人口　３１ｂ
出院　２４７ａ

储备粮　１４２ａ
储备用地　１５７ａ
储蓄存款　１７１ａ
褚莉莉　１９９ｃ
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学习研讨班　４０ｃ　４０（图）
处级干部实绩考核集中述职会　３９ｂ
传染病　２４７ａ
创模工作汇报会　２０７（图）
创先争优　３７ａ　４５ａ　５３ｂ
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大会　３６ｃ　３６（图）
创先争优先进党组织　２７１ａ
创业“一门式”综合服务站　３１５ａ
吹塑版画　２２５ａ
慈善基金　３０４ｃ
村队资产　１５４ｂ
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　８４ｂ
村（居）委会　３１２（表）　３１５（表）　３１８（表）
　３２１（表）　３２７（表）　３３０（表）　３３５（表）
村委会　２６ｃ　３２４（表）
村宅社区化管理试点　３２４ｃ
存贷款余额　１７５（表）
存量房　１６０ｃ

Ｄ

ＤＶ新闻大赛　２７１ａ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３２１ｃ
“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　２８８ａ
大场体育中心　３２８ｃ
大场镇　３２６ａ
大居外围配套市政工程　１９５ｃ
大气环境　２０３ａ
大事记　１７
大型居住社区罗店基地　３１９ａ
大学生实践基地　１００ａ
大中修工程　１９９ｃ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３５ａ　４４ａ　５３ｂ
党的十八大特刊　２７３ｂ
党风廉政建设　４２ｃ
党史研究　２２９ａ
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　４７ｂ
党务公开　１２９ｃ
党校　５０ａ　５０（表）
党员　５２ｂ
党员队伍建设　４４ａ
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３７ａ
党政机关负责人　３４５
党组织建设　５２ｃ
档案　２２８ａ
档案查询服务　２２８ｂ
档案法制宣传监管　２２８ｃ
档案服务进社区　２２８ａ
档案工作升级达标　２２８ｃ　２２９（表）
档案利用“三联动”工作品牌　２２８ｃ
档案资料　２２８ｃ
盗窃案　２９１ｃ
道路保洁　２０６（图）

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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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环境整治　１９９ａ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２０９ａ
道路交通信息设施管理　１９９ｂ
道路桥梁养护　１９６ａ
道路运输管理　２０９ａ
地方史志　２２９ｂ
地方志法规宣传日　２３０ａ
地籍管理　１８６ｃ
地理位置　２５ａ
地名管理　１９０ｃ
地名命名　１９４（表）
地情资料　２２８ｃ
地区生产总值　３６６（表）
地下空间　２９４ｃ
第八届宝山区文化经营场所“七彩杯”企业

风采大赛　２２７ｃ
第二届沪剧电视大赛　２２７ａ
第二届群众体育大会　４２ａ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８６ａ
第九届长江口民营企业经济发展论坛　４２ａ
第三方环境巡查评价　２０５ｃ
“第三届中国职工艺术节”　３５６ａ
第十二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海赛区

选拔赛　２１８（图）　２１９ａ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８６ａ
电力　２１３　２１３ａ
电台栏目　２７０ｃ
电信　２７４ｂ　３６８（表）
电信诈骗案　２１２ｃ
电子政务　２６８ｃ
调查资料　３７２ａ
“东方—２０１２”演习　２８１（图）　２８２ａ
东方网微访谈　６１（图）
动拆迁　１５８ｂ
动迁安置工作　１２８ｃ
动物检疫　１５６ｂ
“都市菜园”农产品配送中心　１５３（图）
毒品犯罪　２９１ａ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３０２ａ
对口考察　８０ｂ
对口支援　７８ｃ　７９ａ　７９ｂ　７９ｃ　８０ａ
对台工作培训班　７７ｂ
对台经贸　７７ａ
对外经济　３０ａ　１３７（表）
对外友好交流　７５ｃ　７５（图）

Ｅ
“２０１２感动宝山人物”　２７１ｂ
“２０１２年宝山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２９８ｃ
２０１２年迎春联谊会　４０ｃ
２０１２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２６９ｃ
恶性肿瘤　２４９（表）
二级综合性医院　２４７ａ
“二类车”非法营运　２８９ａ

Ｆ

发票　１７０ｃ

法律服务　２７９ｃ　３７１（表）
法律顾问　２７９ｃ
法律监督　２７８ｃ
法律援助　９７ａ　２７９ｃ
法律援助中心　７３ａ
法人数字证书　２６７ｂ
法兴华宝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１３３ａ
法院　２７５ａ
法院“公众开放日”　２７７（图）
法制委员会　８６ｃ
反腐倡廉　４３ａ
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　４３ａ
饭店　１５０（表）
方世忠　３４５ｂ
防空音响警报　２９５ａ
防汛防台　５８（图）　１９７ｂ
防御台风紧急工作会议　１２８（图）
房产　１５８ｂ
房产交易　１６０ｃ
房产交易税所　１６９（图）
房产经营　１６３ａ
房地产　３０ｂ
房地产测绘　１５８ｃ
房地产档案　１５８ｃ
房地产登记　１６０ｃ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１５９ｂ
房地产市场　１６１（表）
房地产业　１５７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１２９ｃ
房屋维修　１６０ｃ　１６３ｃ
非法客运　２０９（图）　２１０ａ
非公经济　２８ｃ
非农就业　３１ｂ
非正常宗教活动　３１０ａ
废弃食用油脂监管机制　２０５ｃ
分类分级监管　１８４ｃ
风险管理　１６９ａ
扶贫帮困　３２ａ
服务业　１４１ａ
服务业载体　１４１ｂ
服务业增加值　１４１ａ
服务业综合效益　１４１ａ
福利企业　３２ａ
妇联　１０３ｃ　３５０ａ
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１０４ｂ
妇女儿童“十二五”规划　１０５ｂ
附录　３５７
《赴汤蹈火》　２２７（图）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２４９（图）
复旦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３３４ａ
副食品价格补贴　１４２ｂ

Ｇ

ＧＤＰ　１７１ａ
改革创新　１７７ｂ
改善型消费　１４０ａ

概貌　２５
干部队伍建设　４３ｃ
干部教育　４４ｃ
干部离退休制度　５２ａ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４４ｃ
干部任免　６０（表）
感动宝山人物　４２ａ　４６ｃ　７１（图）　２７３ｂ
　３４１ｂ
钢铁业　１０９
港口　２７ａ　１１７
港务　１１７ａ
高境镇　３３４ａ
高境镇养老院　３３６ｃ
《高境镇志》　２２９ｃ
高境综治工作中心　３３６ａ
高清卡口信息化系统　２８９ｃ
高温　２５ｂ
高新技术产品　１３５ａ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２１（表）
耕地　２５ａ　１５３ａ　３６８（表）
工会　９６ｃ
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９９ｂ
工会干部双月讲坛　９８（图）
工会工作报告　９９ｃ
工会讲坛　９９ｂ
工会主席培训　９９ａ
工伤保险　３００ｂ
工商联　８９ａ　９６ａ　３５０ａ
工商联工作会议　３６ｃ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７８ｂ
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２ｂ
工业　２９ａ　１２７　１２７ａ
工业污染防治　２０３ｂ
工业销售产值　１２７ａ　１２８ｂ　１２９ａ
工业用地招拍挂　１８７ａ　１８７（图）　１９３（表）
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研究　４９ｃ
工业综合能耗总量　１２７ａ
工资总额　３７１（表）
公安队伍建设　２８６ａ
公安行政　２８５ｃ
公车制度改革　７３ａ
公共安全　１６６ａ　３４３ｂ
公共交通　１９６ａ
公共交通配套　１２８ｃ
公共交通设施　１２８ｃ
公共停车场　２０９ａ　２０９ｂ
公共图书馆　３６９（表）
公共卫生服务　８４ｃ　２４７ｃ
公共文化建设　５８ａ
公共文化设施　２２４ｂ
公共租赁房　１５９ｃ　１６３ｃ
公交车辆　２０９ａ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２０９ｂ
公交线路　２０９ａ　２０９ｂ
公立医院机制改革　２４９ａ
公路　１９９ｂ　２００（表）
公路管理　１９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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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设施　１９９ｃ
公务卡　１６７ｃ
公务用车制度　４３ｂ　７８ｂ
公务员道德建设　７３ｃ
公务员交流　７３ｃ
公务员考核　７４ａ
公务员培训　７３ｂ
公务员选拔　７３ｃ
公务员招录　７３ｂ
公务员住房补贴　７８ｂ
公益电影　３１ａ
公有住房　１５９ａ
“公众开放日”　２７７ｂ
供水设施　１９７ｃ
供销社　１５１ｂ
共青团　１００ｃ　３５０ａ
共青团工作　１０２ａ
共青团员　１００ｃ
共有产权保障房　３１８ｃ
共有产权房　１５９ｃ
“古韵新彩”民间文化节　３２２ａ　３２２（图）
股权托管交易　１７１ｂ
“股权托管交易———新的融资渠道”论坛　
１７１（图）
骨干河道整治　１９７ａ
固定资产　１２８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７７ａ
固体废物利用与处置　２０３ｂ
顾村大居物业　１６３ｂ
顾村大型居住区　１６０ａ　３２５ａ
顾村工业园区　１２７ａ
顾村公园　１５１ａ　２８ａ
顾村镇　３２２ｃ
顾村镇白杨东村　６９（图）
顾村镇星星村社会创新管理试点　５７（图）
顾村镇“智联城”　２８３ｂ
《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推动宝山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实施意见》　３５ｃ
《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

会议的决议》　３４ｃ
广播电视　２７０ｃ　３６９（表）
广播电视台获奖作品　２７１（表）
广告业　１７８ｃ
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　７６ａ
规范性文件审查　７１ｃ
规费退费　２００ｃ
规划监督检查　１８８ｂ
规划土地　１８５ａ
国防教育　２８１ｂ
国防支出　１６６ａ
国际博物馆日　２２４ｃ
国际邮轮产业改革试点　６９ｃ
国际邮轮物资配送　７０ｃ
国家４Ａ旅游景区　２８ｂ
“国家级充分就业示范社区”　３１１ａ
“国家级充分就业示范镇”　３１３ａ
国家级旅游标准化示范试点　１８４ｂ

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２５８ｃ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１１０ｃ
国家建设用地　１８７ａ
国家科技进步奖　１０９ｂ
国家卫生城区　３３８ａ
国家卫生区创建工作　２５９ａ
国家卫生镇　３１７ａ　３２１ａ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２２７ｃ　３２８ｃ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６２ｃ
国民经济　２８ｃ
国有环卫公司　２０５ａ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１７９ｂ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　７２ｂ
国有资产　１７９ｂ
国有资产监管　１７９ｃ

Ｈ

海外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７６ｂ
海外侨团　７６ｃ
海烟服务品牌　１４４ｂ
海洋工作　１９８ｂ
海洋经济与科技创新论坛　９４（图）
韩国人口保健福利协会　３０３（图）
韩正　３２５ａ　３３４ａ
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３８ｂ
好沣水果园　３１６（图）
合同外资　１２９ａ　１３３ａ
合作交流　８０ａ
合作医疗　１２９ｂ　２４８ｃ
何家湾产业区（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９０ａ
和谐企业　１４４ａ
河道　２５ａ
河道保洁　１９７（图）
河豚鱼中毒　２５７ａ
核电机组　１１０ｃ
颌面—头颈肿瘤科　２５６ｃ
“红盾飞鹰”　１７８ｃ　１７９（图）
“红盾迅雷”　１７９ａ
《红帆港》　５４ａ
红十字服务中心　３１６ｂ
红十字会　３１０ａ　３５０ａ
红十字会成人会员　３１０ａ
红十字会募捐箱　３１０ｃ
红十字会网站　３１０ｂ
红十字会组织　３１０ａ
红十字救护培训站（点）　３１０ｂ
胡庄村　３２５ａ
“湖上海风”中国画邀请展　３１９ｂ
户籍人口　２６ｃ　３１ｂ　２８５ａ　３０１ｃ
沪剧电视大赛　２７１ｂ
沪剧《挑山女人》　２２４ｃ　２２６ｃ　２２６（图）
沪台两地青少年科技教育论坛　２２１ａ
沪太路立交桥　２８（图）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２１３（图）　３５２（图）
华山医院北院　６２ａ

华欣苑　２８６ｃ
化救队伍　２９６（表）
化救专家队伍　２９５（表）
“画乡邻里文化节”　３１３ｃ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ｃ
环境　２７ｃ　２０１　２０１ｂ
环境保护　３２ａ　２０１ａ
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ａ
环境空气质量　２０２（表）
环境宣传教育　２０４ａ
环境噪声　２０２ｃ
环境整治　１８９ａ
环境执法　３２ａ
环卫改革　２０６ａ
换届选举　３９ｂ　９９ｃ　１０３ｃ　１０５ａ　３１６ａ
　３１６ｃ　３１９ｂ　３３０ｃ　３３３ｃ　３４０ｃ

黄埔军校宝山区工作委员会　１０５ｃ
惠残新政策　３０５ａ
婚育　３０２ｂ
火灾事故　３７０（表）

Ｊ

机动车　３７１（表）
机关党委　５２ｂ
机关事务管理　７８ａ
机关作风建设　５３ａ
机器人产业发展专家研讨会　２２０ａ
机器人产业园　４９ｃ
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　１８７ａ
基层党组织　４５ａ　１３８ｃ
基层站所评议　７１ａ
基层职工服务　９８ｃ　９９ａ
基础教育　２３１ａ
基建工程项目　１９５ａ
绩效工资　７４ａ
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５０ａ
绩效评价　１６８ａ
疾病死亡率　２５０（表）
集贸市场　１８２ａ
集体农场　１５５ａ
集体资产监管　１７９ｃ
集装箱专用码头　２７ａ
计划生育　３０１ｃ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３０３ａ
计划生育奖励　３０３ａ
计量专项检查　１８３ａ
计生协五届四次理事会　３０４ａ
纪检监察　４３ｃ
纪律检查委员会　３４６ｂ
季永成　３３０ｂ
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３９ａ
加装电梯　１６０ｂ
家电产品能效标识专项检查　１８２（图）
“家好月圆”婚姻家庭工作室　１０４ｂ
家庭电网改造　１７７ｂ
家庭计划指导站（室）　３０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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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工作室　３１ａ　２４９ｃ
价格管理　１７８ａ
价格监测　１７８ａ
假币　２９１ｂ
假冒注册商标案　２９１ａ
假冒注册商标名酒案　２９１ｃ
假烟网络案　１４４ａ
监测预警经济职能　１８１ｂ
监察　７０ｃ
监察重点项目　７１ａ
检察　２７７ｂ
“检察开放日”　２７８（图）　２７９ｂ
减排主要污染物　２０５ａ
建军８５周年　２８２（图）
建设工程监管　１９６ｂ
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查管理中心　１９６ｃ
建设项目招投标　１９６ｂ
建设银行宝钢宝山支行　１７３ａ
建置　２６ｂ
建筑工程规划　１８８ａ
建筑市场　１９６ｃ
建筑业　２９ａ　２９ｂ　１２７　１２９ｃ
建筑业总产值　１２９ｃ
江南轧辊　１１３（图）
降水　２５ｂ
交通　２７ｂ　２０９
交通安全　２８６ｂ
交通环境　１９６ａ
交通行政执法　２０９ｃ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３ａ
交通拥堵　２００ｃ
交通运输　２９ｃ　２０９ａ
交通运营　２１０ｂ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２４１ｂ　２４２（图）
交易登记　１６０ｃ
焦扬　１０４（图）　２７７ａ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２３２ａ
教学设施　２３４（表）
教育　３０ｃ　２３１
教育服务社会能力　２３１ｂ
教育附加资金　１６７ｃ
教育培训　５４ａ
教育投入　１６６ｃ
教育委员会　８７ａ
教育学会年度会员代表大会　２３３ｂ
教育政风行风监督员　２３２ｃ　２３２（图）
教育资源布局　２３２ａ
街道　３１１　３５０ｂ
街道经济　３３８ａ　３３９ｃ
街镇人大　５９ｂ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６０ｃ　６０（图）
街镇文化事务服务中心　２２４ｂ
节能工作机制　１２７ｃ
节能减排　１４０ｃ　１７７ｃ
节能降耗　７８ｂ　１２７ｃ
“节能五色管理法”　１２７ｃ
节庆消费　１４０ｂ

结构转型　１６７ｂ
结婚　２６ｃ　３０４ｃ
金融　１７１
金融服务　１３３ｂ　１７１ｃ
金融机构　１７１ａ
金融业　３０ａ
金融业发展　１７１ｂ
金税三期网络　１７０ｃ
金属制品业务　１１１ｂ
进出口贸易　１３３
进出口总值　１３５ａ
进口商品　１３６（表）
进口总值　１３５ａ
“进小微、进郊区、进社区”　１７２（图）
《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滨江新

区宝山》　２２９ａ
禁毒　２８４ｂ
经济　６３（表）
经济发展　３４１ｃ
经济工作会议　１７７（图）
经济建设　３１１ａ　３１６ｃ　３２０ａ　３２２ｃ　
３２９ａ　３３４ｃ
经济适用住房　１５８（图）　１５９（图）
经济违法案件　１７９ａ
经济行政管理　１７７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８０ｃ
经济转型　１２９ａ
经贸交流　７７ｃ
经营公司　１５２ｃ
经营性用地　１２８ｂ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６ｃ　５３ａ　３１３ｂ　３１９ａ
　３４３ｂ
景区（点）　１５０ｂ
警务　２８５ａ
敬老活动　１０３ｂ
敬老院　３０４ｂ
境外投资　１３５ｃ
纠风　７０ｃ
纠风监督网上平台　７１ａ
九三学社　９３ｂ　９４（图）　３５０ａ
旧房日常管理　１６３ｃ
旧里改造　１６０ｂ
旧区改造　３３９ｃ
旧住房成套改造　１６０（图）　１６３ｃ
救灾　２９４ｂ
就业　３１ｂ　５８ａ　２９７ａ　３１３ａ　３１５ａ　
３１７ｂ　３１７ｃ　３２０ｃ　３２４ｂ　３２７ａ　３３０ａ
　３３２ｃ　３３５ｃ　３３９ｃ　３４２ｃ
就业岗位　１２９ｂ　２９７ａ
就业新政策　２９７ａ
就业自助查询　２９８（图）
居（村）委会换届选举　３０４ｃ
居家养老　３２ａ　３４２ｃ
居家养老服务对象　３０４ｂ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２４９ｃ
居民委员会　２６ｃ
居民医保　３１ｃ

居民医保参保缴费　２９９ｂ
居民住宅区老旧电梯改造　１８３ｂ
居委会　３２５（表）　３３２（表）　３３７（表）　
３４０（表）　３４２（表）
《居住证》　２８６ａ
“举报宣传周”　２７９ｂ　２７９（图）
卷烟消费需求　１４４ｂ
决策咨询　４９ｂ
军粮　１４３ａ
军民共建　２８２ａ
军嫂　３０４ｃ
军事　２８１　２８２ｂ
军转干部　７３ｃ

Ｋ

看守所　２８５ａ
科技　２１７　２１７ａ
科技产学研合作沙龙　２１７ｃ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２５３（表）
科技馆管理发展论坛　２２０ｂ
科技进步指标　２２３（表）
科技项目　２１９（表）
科普　２１８ｂ
科普场馆　３０ｃ
科普教育基地　３０ｃ　２１８ｃ
科普培训　３１ａ
科协　３５０ａ
科学技术　３０ｃ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８６ｂ
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９２（表）
口岸管理　１１７
快乐暑假亮点巡访活动　１０１（图）
困难群体就业　２９８ｂ

Ｌ

来沪从业人员　２８６ａ　２９９ａ
来沪人员管理平台　３１２ｃ
来沪人员就业服务网　３０２ｃ
蓝天下的至爱　４０ｂ
劳动保障　３０１ａ
劳动关系　３００ｃ
劳动合同签订率　３００ｃ
劳动模范　２７１ａ
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３０１ｂ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３０１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３０１ａ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庭徽　３０１（图）
劳模表彰会　３５６（图）
劳模集体　２７１ａ
劳模迎春团拜会　９８ｂ
劳模座谈会　４１ｂ　９９ａ　９９（图）
老干部工作　５１ａ
老干部政策落实　５１ｃ
老干部专用经费　５２ａ
“老伙伴”计划　３０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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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事业　３０６ｃ
老年活动室　３０６ｃ
老年人　３０６ｃ　３１１（表）　３１４（表）　３１７（表）
　３２０（表）　３２３（表）　３２６（表）　３２９（表）
　３３１（表）　３３４（表）
老年人健康体检　２４８ｃ
老年维权　３０６ｃ
老年文化生活展示活动　３４１ａ
老镇改造　１６０ｂ
老镇旧区规划　１８９ｃ
离婚　２６ｃ　３０４ｃ
离退休干部　３７ａ
离休干部　５１ａ
离休干部就医　５２ａ
离休干部体检　５２ａ
理论宣讲团　３３９ａ
《历史亲历者———淞沪抗战》　２２７ａ
历史文化　２８ａ
历史沿革　２６ｂ
厉家俊　３５６ｂ
廉洁履职　４３ａ
廉政监督员　２７９ａ
廉政教育　５３ａ
廉政文化建设　４３ａ
廉政责任制　１２９ａ
廉租房　３１ｃ　１５９ｂ　３４２ｃ
粮食　１４２ａ　１５５ｂ
粮食仓库　１４３ａ
粮食流通　１４２ｃ
粮食收购　１４２ａ
粮油平价通河二村店　１４２（图）
粮油清仓查库　１４２ｃ
粮油统计监测　１４２ｃ
两岸四地手工艺精品展　２２７ａ
“两会”选举　４４ｃ
“两区”指标体系　１８１ｂ
“两新”组织　５３ｂ
亮点活动　１５１ａ
林业执法　１５４ｃ
“零就业家庭”　３２０ｃ
领导班子工作协商会　８５（图）
领导调研　４２ｂ
领导接访　７２ｃ
刘云耕　５９ｂ　３２６ａ
刘子歌　３１ａ　２５９ｂ
留学人员联合会　７６ｂ
流动人口计生基本公共服务　３０２ｃ
六届区纪委二次全会　４３ａ
六届区委二次全会　３４ｃ
六届区委全体会议　３４ｃ
六届区委全委会成员会议　３５ａ
六届区委三次全会　３５ａ
楼盘　１６１（表）
鲁班奖　３１９ｂ
路政许可　２００ｂ
路政治超　２００ｂ
旅行社　２９ｃ　１４９ａ　１４９（表）　１５０（表）

旅游　１３９　１４８ａ　１５０（图）
旅游ｅ点通触摸屏　１４９（图）　２６７ｃ
旅游经济　１４９（表）
旅游宣传　１５０ｃ
旅游业　２９ｂ
旅游政风行风　１４８ｃ
旅游住宿业　１５０ａ
律师　３７１（表）
绿地　２０１ａ　２０７ａ
绿地建设周期　２０８（表）
绿化　１１６ｂ　１１６（图）　１５８ａ　２０２（图）　
２０３（图）　２０７ａ　２０８（图）
绿化覆盖率　２０１ｂ　２０７ａ　２８ａ
绿化建设　２０７ｂ
绿化市容保障　２０５ｂ
绿化小品　２０６ａ
绿叶菜市场　１５２ｃ
罗店百姓游泳池　３１９ｂ
罗店大型居住区　１６０ａ　１８９ａ
罗店老镇　３１９ａ
罗店新镇　３１９ａ
罗店镇　３１６ｂ
罗店镇第三届运动会　３１９ｃ
罗店镇图书馆　３１６ｃ
罗店中学　２３３ａ
罗店中学管乐团　７７ｃ
罗宏杰　２２５ｃ　２３６ｂ
罗泾第二幼儿园　３２２ａ
罗泾舞蹈队　３２２ｂ
罗泾镇　３１９ｃ
落户企业　１２９ａ

Ｍ

慢性病综合防范示范区　２４７ｃ
美兰湖国际美术馆　１５１ａ
美兰湖音乐节　１５１ａ
《美罗家园大型居住社区风貌规划导则》

　１８９ｂ
美术馆系列展　１５１ａ
“魅力庙行”文化节　３３０ｂ
门急诊　２４７ａ
免费无线上网　２７４ｃ
“面心实”活动　９８ｂ
庙行敬老院　３２９ｃ
庙行邮政支局　２１２（图）
庙行镇　３２８ｃ
庙行镇社会管理联动指挥中心　３３１ａ
庙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３３１ａ
庙行镇谐康爱心服务社　３３０ｂ
灭火应急救援　２９３ａ
民办非企业单位　３０８ａ
民兵　２８１ａ
民防　２９４ｂ
民防办化救器　２９６（表）
民防工程　２９４ｂ　２９５ｂ
民防机构　２９５ｃ

民防救援　２９４ｃ
民防知识宣传教育　２９５ａ
民防指挥通信系统　２９５ａ
民革　８９ａ　３４９ｂ
民建　９０ｂ　３４９ｂ
民进　９１ａ　３５０ａ
民警　２８６ｂ
民盟　８９ｂ　３４９ｂ
民生保障　１２９ｂ　１６５ｃ　３３８ｂ
民生档案社区便民查询　２２８ｂ
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４ｃ
民事案件　２７６ａ
民事审判　２７６ａ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４８ｃ　２５２（表）
民政　３０４ｂ
民主党派　８９　８９ａ　３４９ｂ
民主党派负责人　３４５
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　３０８ｂ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８７ｃ
名录　３４５

Ｎ

纳税登记　１７０ｃ
纳税服务　１７０ａ
南大地区　５７ｃ
南大地区水务专业规划　１８９ａ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工程　２０４ａ　２０８ａ
《南大地区综合整治文件汇编》　７１ｃ
能源　２８ｂ
能源计量　１８３ｂ
“凝聚力工程”　５３ａ
农村工作会议　３６ｂ
农村公路　２００ａ
农村环境保护　２０３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１６６ｂ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　１５３ｃ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１８７ｃ
农村经济　１５３
农村经济总收入　１５３ａ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３１７ｃ
农村土地承包　１５３ｂ
农村文化建设　６９ａ
农副产品　２９（表）
农工党宝山区委　９１ｃ　３５０ａ
农龄普查　１２９ｂ　１５４ａ
农民保障　６８ｃ
农民动拆迁　１２８ｃ
农民人均收入　１５３ａ
农桥维修翻建　１９８ａ
农田水利建设　１９８ａ
农业　２８ｃ　１５３
农业发展银行宝山区支行　１７４ｂ
农业合作社　１５４（图）
农业科技　１５５ｂ
农业信息化　１５５ａ
农业行政执法　１５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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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３ａ
农业专业化　１５５ａ
农业总产值　３６７（表）
“农转非”　１２９ｂ
农转用审批范围　１８７ｃ
女侨胞座谈会　７６ａ

Ｐ

排水管道　１９７ｂ
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２８７ａ
“培育企业创新文化、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论坛　２１８ｃ
皮影戏艺术展　２２５ｂ
乒乓球锦标赛　２６１ｃ
“平安宝山”　１７９ａ
平安建设　３１２ｃ　３１８ｃ　３２１ｃ　３２４ｃ　
３３０ａ　３３３ｂ　３３６ａ
平安建设实事项目　３００ｃ
“平安社区”　２７４ｃ
“平安市场”　１７９ａ
平安园区　１２８ｃ
“平改坡”　３３５ａ
平均工资　３７１（表）
平均气温　２５ｃ
“破案会战”　２８５（图）　２８７（图）　２８７ｃ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３ｃ

Ｑ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５５ｃ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５５ｃ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５６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５６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５５ｃ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５５ｂ　５５（图）
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８　９（图）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１７（图）　５５ａ
祁连敏感区　１８９ａ
气候　２５ｂ
气温　２５ｂ
气象　２２３ａ
“气象联合体”　２２４ａ
企业服务网络　１２８ａ
企业服务中心　１３８ｂ
企业走访　１７０ａ
汽车贸易业务　１１１ｂ
汽车维修管理　２０９ａ
汽车维修企业　２０９ａ
汽车销售　１４０ａ
汽车用先进高强钢　１１０ｃ
“启航”计划　２９７（图）
钱庆　２２７（图）
钱伟长　２３６ｃ
潜利工业公司　１３３ｃ　３１６ａ
侨法宣传月　７６ａ
“侨界人士看宝山”活动　７６ｃ

侨联　１０６ａ　３５０ａ
侨务　７６ａ
侨务培训　７６ｂ
桥梁　１９８ｂ
桥梁管理　２００ａ
桥梁普查　１９９ａ
青花瓷韵　１５１ａ
青年干部储备　４４ｃ
青年就业“启航”计划　３３５ｃ
青年联合会　１０６ｃ　１０７（图）　３５０ａ
青年文化体育　１０２ｃ
青年运动会　１０２ｃ
青少年机器人活动中心　２１８ａ
青少年俱乐部　２５９ｂ
青少年科技教育论坛　７７ｃ　３３６ｃ
清洁生产　２０３ｃ
清真供应网点　３０９（表）
清真食品　３０８ｃ
秋季招聘会　９８ｃ
区府办文件目录　３５７
区划　２６ｂ
“区级生态村”　３２３ｂ
区级文明工地　１９８ｃ
区级增加值　３６６（表）
区情通报会　３７ａ　５２（图）
区区对接道路　１９５ｂ
区区对接重点工程　１９９ｃ
区委　３５７
区委办公室　３５９
区委办文件目录　３５７
区委常委会工作报告　３５ａ
区委工作报告　１
区委工作机构　３４６ａ
区委六届三次会议　３（图）
区委六届三次全会　１
区委六届委员会　３４５ａ
区委全会　３３　３４ｃ
区委文件目录　３５７
区委巡察　１２９ａ
区委重大决策　３５ａ
区委重要会议　３５ｃ
区委重要活动　３７ｂ
区域面积　２５ａ
区域特点　２６ｃ
区属动迁安置用房　１５９ｃ
取向硅钢制造　１１０ｂ
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３５２ｂ
全国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　２３２ｂ
全国地名普查　１９１ａ
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　３１４ａ
全国工人先锋号　３５２ｂ　３５２（图）
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示范区　３０２ｂ
全国节能先进集体　１７７ｃ
全国卷烟营销网络建设现场会　１４３ｃ
全国科普日　２１８ｃ
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区　２９ｃ
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　１４８ｂ

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联席会议　１４８ｃ
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区　１４８ａ
全国绿化模范城区　３７ｃ　２０７ａ
“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２８０ｃ　３３９ｂ　３４１ｂ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街道”　３４１ｂ
“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　３３１ｃ
“全国示范农家书屋”　３１６ｃ
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４１ｂ
全国文明村镇　３１４ａ
全国文明镇　３３１ｃ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３５２ｂ　３５６ａ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３５６ａ
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３５６ａ
全国“阳光家园”示范区　３０５ａ
全国优秀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３２８ｃ
全国“职工书屋”示范点单位　３５２ｂ
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　２３２ｃ
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　２３３ａ
“全警消防、多警联勤”战略　２９４ａ
群体性劳资纠纷　３０１ａ
群团组织　５３ｃ
群众绿化　２０７ｃ
群众体育大会　２６１ａ
群众团体　８９　３５０ａ
群众团体负责人　３４５
群众文体活动　３４３ｃ
“群租”　１６１ｂ　２８９ａ　２９０ｃ

Ｒ

ＲＣＪ智能机器人世界杯　２３２ｃ
燃气　１９６ｂ　２１３　２１３ｂ
人才队伍建设　４４ｂ
人才服务　７４ａ
人才服务政策　７４ａ
人才居住证　７３ａ　７４ｂ
人大　５５
人大常委会　３４７ｂ
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５６ｃ
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５６ｂ
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　５６ｂ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　５６ａ
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５６ｂ
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　３４７ｂ
人大常委会会议　５５ａ
人大常委会联席会议　５６ｃ
人大常委会学习讨论会　５６（图）
人大常委会专题会议　５６ｃ
人大代表调研　５９（图）
人大代表候选人　３７ａ
人大代表培训　５９ｃ
人大代表视察　５７ｃ　５７（图）　５８（图）
人大代表书面意见　５９ｂ
人大调研　５８ｃ
人大依法监督　５７ｂ
人大议案　５８ｃ
人大预算决算　５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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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重大决定　５７ａ　５８ｃ
人大主席　３５１ａ
人均公共绿地　２０１ｂ　２０７ａ
人口　２６ｃ　３０１ｃ　３１ｂ
人口发展研究　４９ａ
人口密度　２６ｃ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８６ｂ
人口自然增长率　２６ｃ　３１ｂ
人民调解　２８０ａ
人民法院　３４９ｂ
人民检察院　３４９ｂ
人民生活　３１ｂ
人民团体　３５０ａ
人民武装　２８１ａ
人民政府　６１
人事人才　７３ａ
人物　３４５
日照　２５ｃ
荣誉榜　３４５
融资服务平台　１７１ａ
入梅　２５ｂ
入室抢劫杀人案　２９１ａ

Ｓ

“３·５学雷锋日”活动　１７３（图）
“三百活动”　１６１ａ
三岛航线　２１１ａ
“三电”专项整治行动　２８８ｂ
“三个导向”课题　１８２ｂ
三年行动计划　３５ｂ
“三网融合”　２７２ａ
“三线三园”　１８１ｂ
“三支一扶”　７４ｃ
“三重一大”议事规则　１２９ａ
商标　１７８ｃ
商品房　１６０ｃ
商品房维修基金　１５９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１５８ｂ
商品交易市场　１４４（表）
商品销售总额　１３９ａ
商业　１３９　１３９ａ
商业管理　１４０ｃ
商业设施　１４０ｃ
商业项目　１４１（表）
上港十四区整体转型开发协议　２１（图）
上港十四区转型开发工程　７０ａ　７０（图）
上海安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１ｂ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３８ａ　２３８（图）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１１２（图）
上海宝钢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１１５（图）
上海宝山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２７２ａ
“上海宝山”发布政务微博　１８（图）　
２７０ａ　２７０ｂ
上海宝山民营科技园　１３８ｃ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７０ａ
上海宝冶　１２９ｃ

上海玻璃博物馆　１４１（图）　１５０ｃ
上海·大都市规划论坛宝山分论坛　１８９（图）
上海·大都市规划战略研究国际专家咨询

会议　１８６ａ
上海大学　２３５ａ
上海大学董事会　２３６ｂ
上海第十一届国际摄影艺术展银奖　２９０ｃ
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　１２７ｃ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３２５ａ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　２７ｂ
上海公安艺术团　２９０（图）
上海国际钢建筑创意中心　３２２ｂ
上海国际港务罗泾分公司　１１７ｃ
上海国际港务张华浜分公司　１１７ａ
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３３４ａ
上海海洋论坛　２４（图）　４２ｂ　２２１ｃ
上海婚礼中心　３３０ｃ
上海机器人产业园　６２ｃ　６３（图）　１２７ａ
　１２７（图）　３２６ａ
上海建峰学院　２３７ａ　２３７（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２５５ａ
上海金融法治论坛　１７２ａ
上海玖资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５ａ
上海老年大学宝山分校　２４５ｂ　２４５（图）
上海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２６７ｃ
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　２１１ａ
上海旅游节开幕仪式　１５１ｂ
《上海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９０ａ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１９ａ
上海木材交易中心　３２２ｂ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４ｃ
上海侨商高尔夫联谊赛　７６ｃ　７７（图）
上海申克机械有限公司　１２９（图）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１４ａ　
２１４（图）
《上海世博志》　２２９ｃ　２３０ｃ
上海市宝山区地籍和测绘信息事务中心

　１９０ｂ
“上海市残疾人之家”　３０５ａ
上海市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３５５ｂ
上海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３５６ａ
上海市创新型企业　３０ｃ
上海市第二届学生运动会　２６０ｃ
上海市第十届“华文奖”艺术大赛　３２０ｃ
　３２２ｂ

上海市第一届市民运动会　３２８ｃ
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３５２ｂ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所属机构　２９２（表）
“上海市街镇图书馆‘特级馆’”　３１６ｃ
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３２９ｃ
上海市敬老模范单位　３５５ｂ
上海市康复医学国际论坛　９３（图）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工程　２１７ｃ
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　１５０ｃ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１１ａ

上海市“两新”组织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

织　３５５ｂ
上海市“两新”组织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３５６ｂ
上海市“两新”组织廉洁文化示范点　３５５ｂ
“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　３４１ａ
“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秀镇”　３１１ａ
“上海市平安社区”　３２２ｃ　３３７ｃ
“上海市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３１１ａ
“上海市示范型阳光心园”　３０５ａ
上海市市容环境综合管理示范街道　３４１ａ
上海市首届市民运动会　２６０ｃ
上海市特级文化活动中心　３２９ｃ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３５６ａ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３５５ｂ
上海市文明村　３５５ａ
上海市文明单位　１５１ｂ　３５３ａ
上海市文明社区　３３７ｃ　３３９ｂ
上海市文明小区　３５４ａ
上海市文明镇　３１４ａ　３１５ａ　３１６ｃ　３２０ａ
上海市“五四”特色团委　３２９ａ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３５６ａ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３５２ｂ
上海市消防局杨行消防站　２９３（图）
上海市孝亲敬老楷模　３５６ｂ
上海市孝亲敬老之星　３５６ｂ
《上海市养犬许可证》　２８６ａ
上海市拥军拥属模范镇　３１６ｃ　３３１ｃ
上海市拥军优属模范街道　３３７ｃ
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　３５６ａ
上海市用户满意服务明星班组　３５５ｂ
上海市园林城区　２７ｃ
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先进集体

　３５５ｂ
上海外贸企业出口精品展销会　１３５（图）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９ｂ
上海吴淞口邮轮嘉年华　６９ｃ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２０４ｃ　２１３ｂ
上海五冶　１３０ｃ
上海星堡老年服务有限公司　１３３ｂ
上海殷泰纸业有限公司　２０４ｃ
上海樱花节　４１ａ　３２４ｃ
“上海邮政就在您身边”巡展活动　２１２ｃ
上海智力产业园　１３８ａ　３３１ｂ
上影国际影城　２６０ａ
“韶关钢铁”　１０９ｃ
少数民族　２６ｃ　３０８ａ
少数民族困难家庭　３１０ａ
少先队宝山区第八次代表大会　１０３ｃ
社会安全　２８１
社会保障　６３ｃ　６９ａ　３１ｂ　１６５ｃ　２９９ａ　
３１３ａ　３１５ａ　３１７ｂ　３２０ｃ　３２４ｂ　３２７ａ
　３３０ａ　３３２ｃ　３３５ｃ　３３８ｂ　３３９ｃ　３４２ｃ
社会保障政策宣传　２９９ｂ　２９９（图）
社会发展　２８ｃ
社会工作　５３ｂ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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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　５７ｂ　３１５ａ　３２７ａ　３３０ａ　３４３ａ
社会管理创新　３２５ａ　３２６ａ
社会管理创新教育基地　２８８（图）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３６５（表）　３６７（表）
社会救助　６９ａ　３０４ｂ
社会救助金　３２ａ　３０４ｂ　３１３ａ　３２７ａ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２８３ｂ
社会生活　２９７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８６ｃ
社会事业　１６６ｃ　３１３ｂ　３１８ａ　３２０ｂ　
３２３ｃ　３２８ｃ　３２９ｂ　３３３ａ　３３６ｂ
社会团体　３０８ａ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３７ａ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３９（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３９ａ　３６９（表）
社会养老保险　３０５ｂ
社会治安　２８２ｃ　３４０ａ　３７０（表）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２８７ｂ
社会治安管理　２８５ｃ
社会主义学院　４７ｃ　４７（表）
社会组织管理　３０８ａ
社情民意先进个人　８７（图）
社区党建　３３８ｃ　３４３ｂ
社区工作调研　３５（图）
社区管理　７４ｃ　７５ａ　３３３ｃ　３４２ｃ
社区管理信息化　７４ｃ
社区建设　７４ｃ　３３８ｂ　３４０ｃ　３４２ｃ
社区矫正　２８０ｃ
社区教育　２３２ｃ
社区教育工作会议　２４６（图）
社区（街道）人大代表联络室　５７ａ
社区门诊　２４９ｃ
社区民防　２９５ａ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３０４ｃ　３３２ｃ
　３３９ｂ
社区受理服务中心档案工作现场推进会　
２２８ｂ　２２８（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４８ａ
涉案财产价格鉴定　１７８ｂ
涉农财会培训　１５４ａ
涉台纠纷　７８ａ
涉台社团　７８ａ
涉台宣传月　７７ａ
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５ｃ
沈晓明　２３２ｂ　２３６ｃ
审计　１８０ａ
审计公开　１８１ａ
审判　２７５ａ
审判监督　２７７ａ
生产安全　３２ｂ
生产安全事故　１８４ｂ
生产性服务业　１２７ｂ　１２８ｂ
生活补助　１２８ｃ
生活待遇　５２ａ
生态建设　２０３ｃ
生态专项建设　２０８ｂ
胜狮货柜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１３３ａ

失业保险金　２９９ｂ
失业青年就业　２９８ａ
失业青年就业“启航”计划　１０２ｃ
失业人员　３１ｂ
失足妇女专项行动　２８７ｃ
“十八大”　３７ｂ　３９ａ　４７ａ　５４ｂ　５６ｃ
　５７ａ　１００ａ
“十八大”精神宣讲报告　２３（图）
“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　４５ｂ
十佳歌手　２２５ｂ
“十佳”好夫妻　１０４ａ
实到外资　１３３ａ　１３３ｃ
实有人口管理试点　２９０ａ
食品安全承诺书　１２９ｂ
食品安全监管　１７８ｃ　１８２ｃ
食品安全检测　１７９ａ
食品安全宣传周　２５７（图）
食品安全舆情发布平台　１８３ａ
食品动态执法系统　１８２ｃ
食品生产企业　１８１ｃ
食品药品监督　２５７ａ　２５７ｂ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２５７ａ
世界人口日　３０２（图）
市场　１４４ｃ　１７８ｂ
市级标准化示范试点　１８４ａ
市级文明单位　１６８ａ
市领导视察　３７ｃ
“市民百事通”　２６９ａ
市欧美同学会宝山分会　７６ｂ
市容环境　３２７ａ
市容环卫管理　２０５ａ
市容信息大楼　２０４（图）　２０５ｂ
市三医院综合楼　２５６ｂ
市政大中修项目　１９８ｃ
市政道路　１９８ｂ
市政道路掘路　１９９ｂ
市政道路设施　１９９（表）
市政工程管理　１９８ｂ
市政基础设施　３２７ａ
市政建设规划　１８８ｂ
市属单位负责人　３５１ａ
事业单位考核　７４ａ
试点区　１４１ｃ
视频新闻网站　２７０ｃ
逝世人物　３５６ｂ
“守护平安·干净社区”主题活动　２８８ｂ
首席医生制度　２４９ｃ
寿命　３１ａ
蔬菜　１５５（图）
“双百论坛”　７７ｃ
“双名工程”　２３１（图）
“双先”表彰会　３６ｃ
双拥国防知识竞赛　１０３ｂ
双拥模范命名表彰大会　４１ｃ
双月培训学习制度　１２９ａ
“双在双争”活动　５２ｂ
水果种植园　１５６ａ

水环境　２０２ｂ　２０３ａ
水环境建设管理　５７ｃ
水利工作会议　３６ｂ
水利普查　１９８ｂ
水陆客运　２１０ｃ
水文测报　１９８ａ
水务（海洋）法律法规宣传　１９８ｂ　１９８（图）
水务（海洋）建设　１９６ｃ
水务建设工程　１９８ａ
水务执法　１９８ａ
水质监测　１５６ｃ
水资源　２５ａ　２８ｂ
税法宣传　１７０ｂ
税企互动平台　１７０ｂ
税收　１６８ｃ　３６６（表）
税收优惠　１６９ｃ
税收征管改革　１６９ａ
税收政策辅导会　１６９（图）
税收遵从协议　１７０ｂ
税务　１６８ｃ
税务稽查　１６９ｃ
司法　２７５
司法服务窗口　２８０（表）
司法公开　２７７ｂ
司法行政　２７９ｂ
私房落实政策　１５９ｂ
斯福民　１　１（图）　７９（图）
死亡率　２６ｃ　３１ｂ
死因顺位　２５０（表）
四川都江堰市向峨乡　７９ａ
“四高”优秀小区　１５８ａ
“四位一体”保障性住房体系　１５８ｂ
淞沪抗战８０周年珍贵历史影像　２２５ａ
淞南镇　３３１ｂ
淞南镇艺术节　３３３ｃ
宋秀岩　２９０ｃ
送欢乐下基层活动　４０ｃ　２２４ｃ　２２４（图）
素质教育　２３１ｃ

Ｔ

台风　２６ａ
台风“海葵”　２８８ｃ
台湾跨世代工艺薪传上海特展　２２６ｂ
台湾事务　７７ａ
台湾桃园县　７７ｂ
台资企业　７７ａ
太平洋机电宝山纺织机械制造基地　６４（图）
泰和水厂　２１５ｂ
谭金凤　３１４ａ
逃生演练　２９４ｃ
陶夏芳　２５５ｂ
特色商业　１４０ｂ
特殊教育　２３１ｂ　２３２ｂ
特载　１
特种设备　１８１ｃ　１８２ａ　１８３ｃ
特种设备行业监管　１８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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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委员会　８５ｃ
体检疗休养　７４ｂ
体育　３１ａ　２４７　２５９ａ
体育设施　２６１（表）
体育事业　３７０（表）
体育学校　２５９ａ
天然气锅炉改造　２０４ｃ
调解案件　２７７ａ
调解工作　３７１（表）
《挑山女人》　４２ａ
铁矿砂　１３５ａ
铁路护路联防　２８４ｂ
庭审网络直播　２７７ｂ
统计　１８１ａ
统计规范化　１８１ｂ
统计“四大工程”　１８１ａ
统计资料　３６５
统战　４７ａ
统战工作会议　３６ａ
头脑奥林匹克创新大赛　２３２ｂ
投资企业销售收入　１３７（表）
土地　１５７ａ
土地补偿　１２８ｃ
土地出让　１２８ｂ　１５７ｂ　１８６ｃ
土地储备中心　１５７ａ
土地登记　１８５ｃ　１８７ｂ
土地管理　１８５ａ　１８６ｂ
土地规划编制　１８６ａ
土地收储　１５７ｂ　１８６ｃ
土地卫片执法检查　１８８ｃ
土地整理复垦　１８８ａ
团干部专题培训班　１０３ａ
团区委八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１０１ｃ
退管调配中心　１５２ｃ
退役士兵　３０４ｃ

Ｗ

“５＋１”邮政业务经营机制　２１２ａ
ＷＣＢＡ联赛上海赛区　２６０ｃ
外来人员参保　３００ａ
外贸出口企业　１３６（表）
外贸出口商品　２９（表）
外贸出口市场　２９（表）
外贸进出口　３０ａ　１３５ａ
外商投资产业分布　１３４（表）
外商投资方式　１３４（表）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３３ｃ　１３７ａ
外商投资企业利润　１３７（表）
外商投资企业销售收入　１３７（表）
外商投资企业运营　１３７（表）
外商投资项目　１３３ａ
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　１３４（表）
外事　７５ａ
外资　１３３（表）　１３４（表）
外资并购　１３３ｂ
外资股权基金投资　１３３ｂ

外资企业　１３７ａ
外资项目　３０ａ
外资行业销售　１３７ａ
外资增资项目　１３３ｃ
万达广场　２０（图）　１５２（图）
万名市民看宝山　１５０（图）
汪泓　８　８（图）　６１（图）　６４（图）　７５（图）
　２３３ａ　２４７（图）　３０４（图）　３４５ａ
网点硬件设施　２１２ｂ
网格化管理　１９８ｂ　１９９ｂ
网格色标环境　２０３ｃ
网络宣传　２７０ａ
网络舆情　２７０ｂ
网上房地产　１６０ｃ
网上信访　２７０ｂ　２７７ａ
“网上追逃”　２８６ｃ
“为党旗增辉”报道　２７１ａ
为农气象服务　２２４ａ
违法建筑　１６１ａ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　７２ｂ
违禁药物检测　１５６ｃ
维权　１７８（图）
维稳安保　２８０ａ
卫生　３１ａ　２４７
卫生机构　３１ａ
卫生技术人员　３１ａ　２４７ａ
卫生事业费　２４７ｂ
卫生系统职业精神辩论赛　２４８（图）
文化　３１ａ　２１７
文化创意　１２７ｂ
文化馆　２２４ｂ
文化建设　３５ｂ
文化事业　３６８（表）
文化体育设施　１６６ｃ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８７ａ
文化下乡　３１ａ
文化艺术　２２４ｂ
文明样板路　２００ｂ
“问题胶囊”　２５７ｃ
“问题明胶”　１７８ｃ
污染物　２０１（表）　２０２ａ
污染源　２０１ａ
污水管网　１９７ａ
无线电　２６８ａ
无线电志愿者工作站　２６７ｃ
无线网络　２６８ｃ
无证犬　２８６ａ
吴淞（宝山）海关　１２０ａ
吴淞长途汽车站发车　２１１（表）
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２２ｃ
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１２３ａ
吴淞大桥加固抢修工程　１９８ｃ　１９５（图）
吴淞工业区　２７ｃ
吴淞工业区转型发展　４９ｂ　３７５ａ
吴淞海关　１１７（图）　１２１（图）　１２２（图）
吴淞海事处　１２４ｂ　１２４（图）
吴淞街道　３３９ｂ

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　２１１（表）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２７ｃ　２７（图）　３２（图）
　６９ｂ　６９（图）
吴淞口开发　２１０ｃ
吴淞口邮轮嘉年华　１０２ｃ　１０２（图）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３１（图）
吴淞水厂　２１４ｃ　２１５（图）
吴志明　３２５ａ
“五四”运动主题活动　１０２ｂ
物流　２７ａ
物业　１６０ｃ
物业服务　１６０ｃ
物业企业资质　１６０ｃ
物业小区　１６０ｃ

Ｘ

“夕阳红”俱乐部社区居民活动　２１２ａ
吸收外资　１３３ａ
夏潮　２２４ｃ
先进个人　３５６ａ
先进集体　３５２ｂ
先进制造业　１２７ａ　１２８ｂ　１２８ｂ
现代服务业　６２ｃ
现代服务业推介会　１３８ａ
乡土文化　２８ａ
相对温度　２５ｃ
相亲交友活动　１０１ｃ
相声专场演出　１０３（图）
消防　２９３ａ　３７０（表）
消防安全　２８６ｃ
消防档案　２９３ｂ
消防公共基础　２９３ｃ
消防实事项目　２９３ａ
消防知识宣传教育　２９４ａ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７９ｂ
消火栓　２９３ａ
小城镇水系生态治理　１９７ａ
小额贷款　１７５ｃ　１７５（表）
校园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　１８３ｃ
新办企业专题培训　１７０（图）
新加坡胜狮集团　１３３ａ
新疆喀什地区　７８ｃ
新疆叶城县　８０ｂ
新疆叶城县委书记　７９（图）
新农保　２９９ａ
新农村建设　６４ａ　６８ａ　１７８ｃ　３１６ｃ
　３２１ｂ
新世纪公司　１５２ｂ
新水墨画大展　２３６ｂ
新闻宣传　５６ｃ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９９ｂ
新征用地人员　３００ａ
馨佳园标准化菜场　３２６ａ
信访　７２ｂ　２７７ａ
信访工作会议　３６ａ　７２（图）
信访联合接待大厅　７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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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矛盾化解　７２ｃ
信访稳定工作例会　７３ａ
信教群众　３０８ａ
信息产业　２６９ａ
信息化　１８（图）　３０ｂ　２４９ｃ　２６８ａ　２６８ｂ
信息化促进企业绿色生产论坛　２６９ｂ　
２６９（图）
信息化建设　２６７ａ
信息化项目　２６９ｂ
信息化行业应用巡展　２６８（图）
“信息化与我的生活”博客征文　２６８ｃ
信息与传媒　２６７
星级公园　２０８ｃ
刑事案件　２７５ｃ　２８５ｂ
刑事检察　２７８ａ
刑事审判　２７５ｃ
行业稽查监管　２１０ｂ　２１０（图）
行政案件　２７６ｃ
行政复议　７２ａ
行政区划　２６ｃ
行政审判　２７６ｃ
行政审批制度　６４ａ　１８６ａ
行政诉讼　７２ａ
行知学院　２４６ａ　２４６（表）
“幸福泉·泽万家”系列品牌　３０２ｃ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２９１ｂ
徐建国　６４（图）
徐剑平　３３９ｂ　３４１ｂ
徐乐江　１０９（图）
许昕　３１ａ　２５９ｂ
畜牧场　１５６ｂ
畜牧执法　１５４ｃ
宣传　４５ｃ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３６ａ
学生　３０（表）
学生联合会　１０７ａ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情况　２３４（表）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５２ｃ
“学习型机关”　１６８ｂ
学校　２３３（表）　３１１（表）　３１４（表）
　３１７（表）　３２０（表）　３２３（表）　３２６（表）
　３２９（表）　３３１（表）　３３４（表）
巡航　１２４（图）　１２５（图）
汛期　２５ｂ

Ｙ

“１１０”　２８２ｃ　２９０ｂ
“１１０”报警率　２８５ｂ
１１号议案　５７ｂ　５８ｂ
“１２３１６”三农服务热线　２６７ｂ
“１２３４５６７”网建会　１４３ｃ
“１２３４５”市民服务热线　１６３ｃ　２７０ａ　
２７０ｂ　３２７ａ　３３５ｃ
“１２３５８”价格投诉热线　１７８ａ
“１２３６５”投诉受理分中心　１８１ｃ
“１２３６８”　２７５ａ

“１３８”市场监管模式　１４３ｂ
“１８＋１５＋３３”中小企业工作网络　１２８ａ
烟草经营　１４３ｂ
烟草销售网络　１４３ｃ
烟草专卖　１４３ｂ
烟草专卖管理　１４３ｂ
《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专项规划》　１８９ｃ
眼科联合病房　２５５（图）　２５６ｃ
扬尘　２０１ｃ
杨飞飞　２２６ａ　３５６ｂ
杨泾地区企业截污纳管　３２３ｂ
杨行镇　３１１ａ
杨行镇运动会　３１３ｃ　３１３（图）
养老床位　３０４ｂ　３０６ｃ
养老服务　３１ｃ　１３３ｂ
养老机构　３０６ｃ　３０７（表）
养老金　３１ｃ　２９９ｃ
养殖业　１５６ｂ
药剂人员　２４７ａ
药品安全宣传　２５８ａ
“药品在线实时监控系统”　２５８ｂ
药械不良反应　２５８ａ
冶建企业　１３８ｂ
冶金科技奖　１１０ｂ
夜景灯光　２０６ａ
“一带三区二园”　３３４ｃ
“一带三线”　１４１ａ
一德连锁公司　１５２ｂ
“一迎双争”　４５ｃ
伊廷先生个人收藏捐赠仪式　２２５ｃ
医疗保健　２４７ａ
医疗保险　３００ｂ
医疗服务　８５ａ
医疗联合体　２４９ｃ
医疗器械专场技术对接活动　２１８ａ
医疗卫生单位计量管理　１８３ｂ
医学交流　２５５ｃ
医院　２５１（表）
医院床位　３１ａ
医院绿色通道　２５６（图）
医院社会卫生服务集团理事会　２５６ｂ
依法行政　７１ｂ
依法治区工作会议　３６ｂ
遗体捐献　３１０ｃ
义务教育　３０ｃ　２３２ｃ
义诊　２５６ａ
疫苗　２４７ｃ
翼家菜场　１５１ｃ　１５１（图）　３２６ａ
因公出国（境）管理　７５ｂ
殷一璀　２３６ｂ　２３６ｃ
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７６ａ
银行　３０ａ　１７１ａ　１７２ａ
应急救援队　２９４（图）
婴幼儿早期启蒙工程　３０３ｃ
樱花节　１５１ｂ
“营改增”　１６６ｃ　１６８ｃ　１６９ｂ
“营改增”税务知识竞赛　１３８ａ

拥政爱民　２８２ｂ
永清公园　２０８ｂ
用地出让　１５７（表）　１５８（表）
用地指标　１２８ｂ
优抚安置　３０４ｃ
优秀共产党员　２７１ａ
优秀基层党校　５０ｃ
“优质服务提升年”活动　３０３ｃ
邮路　２１１ｃ
邮轮产业　６９ａ
邮轮港公司　１１９ｂ
邮轮嘉年华　３９ｃ
邮轮旅游　１５１ａ
邮轮人才　７０ｃ
邮政　２０９　２１１ｃ　３６８（表）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区支行　１７５ａ
邮政服务　２１２ｂ
邮政机构　２１２ａ
邮政业　２９ｃ　３０ａ
游客　２９ｃ
友好地区　８１（表）
友谊地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　３３８ａ
友谊路街道　３３７ａ
友谊路派出所　２８６（图）
有毒有害食品案　２９２ｂ
有线电视　２７２ａ
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　２７２ａ　２７２ｂ
有线电视在册用户　２７２ａ
俞正声　３２２ａ　３２５ａ
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　１５６（图）
渔政执法　１５４ｃ
雨污水纳管　１６６ｂ
育龄妇女　３０２ａ
预备党员　５２ｂ
预售许可证　１６１（表）
援滇医疗　２５５ｂ
援疆　２４７ｂ
援疆培训　３０８ｃ
月浦民间艺术团　３１５ｃ
月浦水厂　２１５ｂ
月浦镇　３１４ａ

Ｚ

灾害性天气　２６ａ
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３１０ｃ
噪声　２００ｃ
噪声污染控制　２０３ｂ
湛江钢铁基地项目　１１０ａ　１１４ａ
张嘉毅　２２１ｃ
张庙街道　３４１ｃ
《张庙街道志》　２２９ｃ
“张庙一条街”　３４３ｃ
张学兵　３２６ａ
章旭飞　３１６ａ
招聘　７４ａ　９８ｃ
招商　１３３　１３７ａ　１３８ｂ

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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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　１２８ａ　１３８（图）　３１１ｂ
赵化勇　２２４ｃ
震旦职业学院　２４０ｂ
镇　３１１　３５０ｂ
“镇财区管”　１６７ｂ
镇村管理　３２０ｃ
镇村建设　３２０ｃ
征兵　２８１ａ
征地养老　２９９ａ
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　１８７ｂ
征收职工安置　２００ｃ
证券　１７６ｃ
证券经营机构　１７６（表）
证照管理　７５ｃ
政策扶持　１２８ａ
政策研究　４９ａ
政策重大研究课题　４９（表）
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　２７９ａ
　２８３ｃ
政法综治工作会议　３５ｃ
政府　３４８ａ　３５９
政府办公室　３６２
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６５（表）
政府法律顾问　７１ｂ　７２ａ
政府法制　７１ｂ
政府工作报告　８
政府工作机构　３４８ａ
政府实事项目　６４ｂ　１０５ａ　１６３ｃ　２６７ｃ
　３０３ｂ　３０６ｃ
政府投资审计　１８０ｃ
政府投资项目　１７７ｂ
政府文件目录　３５７
政府信息公开　３１９ａ
政务微博　２７０（图）
政协　８３　３４９ａ
政协工作机构　３４９ｂ
政协论坛主题　８８（表）
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８３ｃ
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８４ａ
政协七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８４ａ
政协七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８３ｃ
政协七届一次会议　８８（表）
政协七届一次全体会议　８３ｂ　８３（图）
政协视察　８４ｃ
政协特邀监督员　８４ｃ
政协提案　８５ａ　８５ｂ　８５ｃ　８８（表）
政协之友社　８４（图）
政协重要活动　８４ａ
政协主席会议　８７（表）　８３ｂ
“支部网站”　１２９ｃ
支农资金　１６６ａ
知识产权　２１９ｂ

“知心妈妈”服务热线　１０５ｂ
“织与绣”中外民间手工艺展　２２５ｃ
执行案件　２７６ｃ
执业医师　２４７ａ
职工法律援助服务中心　９７ｃ　９７（图）
职工人数　３７１（表）
职工咨询调解室　９７ｃ　９７（图）
职务犯罪　２７７ｃ
职业技能竞赛　９６ｃ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３７ａ
职业指导站　２９８ｃ
植物检疫　１５６ａ
指挥通信设备　２９５（表）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８１ｃ
“质量月”系列活动　１９６ｃ
致公党　３５０ａ
“智慧宝山”　１２７ａ　２６７ａ　２６７ｃ
“智慧城市”　２６７ｃ
“智慧社区”　２６９ａ
中德文化交流　３１５ｃ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工作规

则》　３５ａ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历次党代会、全委会资

料选编》　２２９ｂ
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　１８（图）　４１ａ
“中国传统村落”　３１６ｃ
中国二十冶　１３１ｃ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宝山区代表会议　３４（图）
　３６ｃ
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　２６０（图）
中国人保宝山支公司　１７６ｂ
中国人寿宝山支公司　１７６ａ
中国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　４１ｃ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　３１３ｃ
中国艺术研究院　２３７ａ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１７２ａ
中国“邮轮经济与城市发展”论坛　４１ｂ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实验区　４１ｃ　７０ｂ　１４８ａ
中国致公党　９５ａ
中国最不容错过的三个博物馆　１５０ｃ
中华慈善奖　１０９ｂ
中科院长三角地区院所　２３６ｃ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１７１ｂ
中小企业融资　１２８ａ
中心组学习　１２９ａ
中央领导视察　３７ｂ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３１ａ
终冰日　２５ｂ
终霜日　２５ｂ
钟燕群　３２５ａ
种植业　１５５ｂ

重大产业项目　１７７ａ
重大规划设计项目　１９１（表）
重大火灾　２９３ｃ
重大决策咨询课题　４９ａ
重大市政工程　１９５ａ
重点道路　１９８ｃ
重点区域　１６３ｂ
主力业态　１４０ｂ
助餐服务点　３０６ｃ　３０６（图）
助残新政　３２ａ
助老服务　３２ａ
住房保障　１５９ｂ　１６６ａ
住房改革　１５９ａ
住宅建设　１５８ａ　１５８ａ
住宅修缮　１６０ａ
住宅综合改造　１６０ａ
注册运动员　２５９ａ
注册资金　１３７ａ
驻军　２８２ｂ
专家义诊　２４９（图）
“专精特新”　１２８ａ
专利　３０ｃ　２１９ｂ　２５５ｃ
专任教师职称　２３３（表）
专题性调查　４９ｃ
专题宣传片　２７１ｂ
专项治理　４３ｂ
专项资金政策　１７７ｃ
专业技术人员　７４ｂ
专职教练员　２５９ａ
庄松林院士专家工作站　２２１ｂ
“啄木鸟先锋队”　１１２（图）　２９３ｃ
资产分公司　１５２ｃ
资金管理平台　１６７ｂ
自闭症儿童教育学术研讨会　２３３ｃ
自来水　２１３　２１４ａ　２１５（表）
自然环境　２５ａ
自助式公平秤　１８３ｂ
宗教场所　３０８ａ　３０９（表）
宗教教职人员　３０８ａ
总工会　９６ｃ　３５０ａ
综合管理　１２９ｂ　１５３ａ
综合经济　２８ｃ　１７７ａ
综治社保队伍　２８４ａ
“走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忧”　１６１ａ
租赁服务业　１３３ａ
“组团式”服务　３３５（图）
组织　４３ｃ
组织部　４３ｃ
最低气温　２５ｂ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３０４ｂ
最高气温　２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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