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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７９）

经济建设提案　（７９）

城乡建设和管理提案　（８０）

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提案　（８０）

社会保障和平安建设提案　（８０）

专委会工作　（８０）

提案委员会　（８０）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８０）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８０）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８１）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８１）

法制委员会　（８１）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８１）

教育委员会　（８１）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８１）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８１）

２００９年区政协主席会议一览表　（８２）

２００９年度区政协优秀提案一览表　

（８２）

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一览

表　（８２）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８３）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　（８３）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３）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４）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４）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４）

九三学社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８５）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８６）

工会　（８７）

概况　（８７）

开展“十送”实事工程　（８７）

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　（８７）

开展“共度难关，为企业献计献策”活动

　（８８）

“争先创优”活动表彰　（８８）

共青团　（８８）

概况　（８８）

开展青春世博行动　（８８）

召开“五·四”表彰大会　（８８）

推进团中央统筹城乡团建试点工作　

（８９）

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８９）

举办主题实践活动　（８９）

实施青少年事务管理　（８９）

开展少先队工作　（８９）

妇联　（８９）

概况　（８９）

完成居（村）妇代会换届　（９０）

开展“三八”妇女节系列纪念活动　

（９０）

开展“迎世博、邻里一家亲”主题活动　

（９０）

开展迎世博系列活动　（９０）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实施　（９０）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９０）

开展帮困和助学活动　（９０）

和谐家庭建设　（９０）

参与新农村建设　（９１）

开展“巾帼建功”竞赛活动　（９１）

区妇幼保健所妇保科被评为全国三八红

旗集体　（９１）

尹阿妹当选新中国６０年上海百位优秀

女性　（９１）

其他团体　（９１）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委会　

（９１）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９１）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９２）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９２）

钢铁企业与冶金延伸业

宝钢股份公司　（９３）

概况　（９３）

副产煤气利用与减排技术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９３）

宝钢高强耐候板通过专家评审　（９３）

３个产品被评为市自主创新品牌　（９３）

一批科研成果和产品获奖　（９３）

完成供应“世博钢”任务　（９４）

中标国家援助肯尼亚项目　（９４）

企业信息化工作获６项大奖　（９４）

尹璐团队获世界钢铁网上轧钢大赛冠军

　（９４）

孔利明获“当代发明家”称号　（９４）

出口印度ＢＳＳＦ渣处理装置试车成功　

（９４）

打赢印度反倾销案　（９４）

成功试制最高等级取向硅钢产品　

（９４）

宝钢板打造第四代核电站核心部件　

（９４）

试制出Ｘ８０抗大应变焊管　（９５）

宝钢造１４０吨框架车投用　（９５）

首批高强度因瓦合金线材交付用户　

（９５）

成功轧制灯管用高强度结构钢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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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条自主集成连退机组投产　（９５）

罗泾工程　（９５）

罗泾工程环保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９５）

浦钢搬迁罗泾工程获多个奖项　（９５）

ＣＯＲＥＸ－Ｃ３０００项目获“鲁班奖”　

（９５）

罗泾二步工程ＣＣＰＰ装置受电　（９５）

罗泾厚板厂实现月达产１２万吨　（９６）

生产超薄规格“双抗”管线钢　（９６）

成功冶炼出低温高合金容器钢　（９６）

ＴＭＣＰ船板通过６家船级社认证试验　

（９６）

ＣＣＰＰ机组年发电破８亿千瓦时　（９６）

掌握ＣＯＲＥＸ炉渣再生利用技术　（９６）

推进产品认证工作　（９６）

ＣＯＲＥＸ喷煤单风口喷吹试验成功　

（９６）

罗泾码头首次靠泊超大型矿砂船　

（９７）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９７）

概况　（９７）

完成浦钢公司业务整合　（９７）

开展子公司清理　（９７）

编制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发展规划　（９７）

投入研发经费２０３４万元　（９７）

推进降本增效　（９７）

开展内部审计　（９７）

构建客户服务工作绩效评价体系　

（９７）

加强安全环保管理　（９７）

冶金延伸业　（９７）

完成世博三大建筑钢构制造任务　

（９７）

钢板剪力墙技术通过国家评估　（９８）

完成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钢丝供货　

（９８）

宝钢厚板首次制作天线桅杆　（９８）

最厚建筑结构板在国内首次应用　

（９８）

完成杜克公司钢构件制造任务　（９８）

完成上海国金大厦南塔钢结构制作任务

　（９８）

中标临港物流卷帘门项目　（９８）

中标苏州润华环球大厦钢结构制作　

（９８）

完成江苏第一高楼高强钢结构制作　

（９８）

完成卡塔尔海水淡化装置钢结构制作　

（９８）

港口与口岸管理

港务　（９９）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９９）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

华浜分公司　（９９）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

山分公司　（９９）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

泾分公司　（１００）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１）

口岸管理　（１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关

　（１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０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１０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１０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１０３）

工业与建筑业

工业　（１０５）

概况　（１０５）

保增长工作　（１０５）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１０５）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１０５）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１０５）

实施节能降耗　（１０５）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０５）

概况　（１０５）

加大项目储备力度　（１０５）

加快项目竣工投产　（１０５）

加快动迁步伐　（１０５）

完善市政配套　（１０６）

华润雪花啤酒项目　（１０６）

拉法基石膏项目　（１０６）

科洛尼金属项目　（１０６）

欧领特重型冷轧项目　（１０６）

伯利休斯（上海）工程技术项目　（１０６）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０６）

概况　（１０６）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１０６）

园区综合管理　（１０７）

落实社会保障　（１０７）

建筑业　（１０７）

概况　（１０７）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７）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１０７）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７）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８）

进出口贸易·招商服务

吸收外资　（１１１）

概况　（１１１）

外资项目涉足行业呈新变化　（１１１）

２００９年宝山外商投资行业（或产业）分

布情况一览表　（１１１）

服务业吸收外资比例较大　（１１１）

实到外资２１亿美元　（１１１）

外资企业增资１０２亿美元　（１１１）

宝山区历年批准外资情况一览表　

（１１１）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各街镇、园区吸收外资情

况一览表　（１１２）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实到外资 ３００万美元以

上企业一览表　（１１２）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新批合同外资 ３００万美

元以上外资项目情况一览表　（１１２）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合同外资增资 ３００万美

元以上外资项目情况一览表　（１１２）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

况一览表　（１１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商投资方式一览表　

（１１３）

外贸进出口　（１１３）

概况　（１１３）

加工贸易方式占出口总额逾五成　

（１１３）

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升级　（１１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一览表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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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企业出

口情况一览表　（１１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一览

表　（１１４）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情

况一览表　（１１４）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贸出口额１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企业情况一览表　（１１４）

主要出口市场呈现多样化　（１１４）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９３６亿美元　

（１１４）

内资企业出口２７４亿美元　（１１４）

３家企业赴境外投资　（１１４）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１１４）

概况　（１１４）

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指标　（１１４）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资企业经营情况汇总

表　（１１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资企业按行业销售收

入情况一览表　（１１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资企业按行业利润情

况一览表　（１１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资企业按行业税收情

况一览表　（１１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销售收入前１０名外商投

资企业排行一览表　（１１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利润总额前１０名外商投

资企业排行一览表　（１１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税金总额前１０名外商投

资企业排行一览表　（１１５）

招商服务　（１１５）

概况　（１１５）

开展“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活动　

（１１５）

副市长胡延照出席宝山钢铁全国行兰州

站活动　（１１５）

举办２００９美兰湖中国城镇发展论坛　

（１１６）

召开经济发展区双优竞赛总结表彰会　

（１１６）

举办第六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１１６）

举办第十四次全国钢城年会　（１１６）

园区招商　（１１６）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园区　（１１６）

航运经济发展区多项经济指标平稳　

（１１６）

航运经济发展区搭建招商引资新平台　

（１１６）

航运经济发展区航运招商网开通　

（１１６）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区　（１１６）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各地驻沪机构情况表　

（１１６）

上海民营科技实业发展公司　（１１７）

各地在区企业　（１１７）

概况　（１１７）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结为友好区、县、市一览

表　（１１７）

商业与旅游

商业　（１１９）

概况　（１１９）

营销促销活动　（１１９）

迎世博窗口服务活动　（１１９）

完成实事项目　（１１９）

实施以旧换新政策　（１２０）

服务业　（１２０）

概况　（１２０）

服务业总体发展布局形成　（１２０）

服务业项目建设　（１２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竣工重点服务业项目一

览表　（１２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开工的重点服务业项目

一览表　（１２０）

服务业招商引资　（１２１）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初具形态　（１２１）

汽车销售额达４０６９亿元　（１２１）

２个园区被命名为市生产性服务业功能

区　（１２１）

上海电子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地揭牌　

（１２１）

粮食管理　（１２１）

概况　（１２１）

粮食收购　（１２１）

区级储备粮　（１２２）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１２２）

帮困粮油供应和副补发放管理　（１２２）

粮食清仓查库　（１２２）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１２２）

烟草专卖　（１２２）

概况　（１２２）

烟草专卖管理　（１２２）

烟草销售网络建设　（１２２）

市场　（１２３）

概况　（１２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名录

　（１２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花鸟鱼虫市场名录　

（１２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其他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名录　（１２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服装市场名录　（１２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家具市场名录　（１２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家庭装饰材料市场名录

　（１２６）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钢材市场名录　（１２６）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建筑材料市场名录　

（１２７）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机动车配件市场名录　

（１２７）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其他工业品市场名录　

（１２７）

旅游　（１２７）

概况　（１２７）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旅游经济情况一览表　

（１２８）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旅行社情况一览表　

（１２８）

旅游业迎世博活动　（１２８）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表

　（１２９）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表　

（１２９）

加强行业达标创建　（１２９）

东方讲坛·上海旅游讲坛进宝山　

（１２９）

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成立　（１２９）

长江中下游旅游航线首航　（１２９）

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举行　（１２９）

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　（１３０）

首届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举行　

（１３０）

开展旅游宣传促销活动　（１３０）

开展区域合作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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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　（１３０）

概况　（１３０）

区总社第四届三次社员代表大会召开　

（１３０）

有序推进工程项目　（１３１）

引领“多业”发展　（１３１）

翼农果蔬合作社被选为世博会果蔬专项

供应商　（１３１）

长江口股份公司　（１３１）

概况　（１３１）

百货分公司　（１３１）

一德连锁公司　（１３１）

新世纪公司　（１３２）

五金公司　（１３２）

资产分公司　（１３２）

经营公司　（１３２）

培训中心　（１３２）

宝胜公司　（１３２）

宝隆集团　（１３２）

概况　（１３２）

宝隆美爵酒店争创五星级酒店　（１３２）

宝隆金富门酒店引进质量管理体系　

（１３２）

农业与农村经济

综合管理　（１３３）

概况　（１３３）

推进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度　（１３３）

村级产权制度改革调研　（１３３）

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全覆盖　

（１３３）

农业行政执法　（１３３）

农业集体规模经营　（１３４）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１３４）

科技培训和农业信息化建设　（１３４）

科技入场入基地入农户活动　（１３４）

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试点　（１３４）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１３４）

种植业　（１３５）

概况　（１３５）

科技示范与推广　（１３５）

危险性病虫草防治　（１３５）

有害生物疫情调查监测与防控　（１３５）

养殖业　（１３６）

概况　（１３６）

动物免疫　（１３６）

动物检疫　（１３６）

违禁药物及疫情检测　（１３６）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１３６）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一览

表　（１３６）

农业产业化　（１３６）

概况　（１３６）

农产品品牌建设　（１３６）

房地产业

土地储备与供应　（１３７）

概况　（１３７）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国有土地出让地块一览

表　（１３７）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３８）

概况　（１３８）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１３８）

新建住宅“无渗漏”和绿化建设工作　

（１３８）

住宅全装修管理　（１３８）

房产管理　（１３８）

概况　（１３８）

动拆迁管理　（１３８）

房地产测绘　（１３９）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１３９）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１３９）

房地产开发企业检查　（１３９）

住房保障　（１３９）

概况　（１３９）

经济适用房管理　（１３９）

大型居住社区基地建设　（１３９）

房管局“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１３９）

住房综合改造　（１４０）

房产交易　（１４０）

概况　（１４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表　

（１４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一

览表　（１４０）

“网上房地产”　（１４１）

召开宝山区第七届房展会　（１４１）

物业管理　（１４１）

概况　（１４１）

业委会组建　（１４１）

房屋应急维修　（１４１）

物业快速执法　（１４１）

“群租”专项整治　（１４１）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一

览表　（１４１）

宝房集团　（１４３）

概况　（１４３）

直管公房与物业管理　（１４３）

开通９６２１２１物业服务呼叫平台　（１４４）

集团迎世博 ６００天综合整治活动　

（１４４）

旧住房成套改造　（１４４）

房地产开发项目　（１４４）

财税与金融

财政　（１４５）

概况　（１４５）

落实城乡弱势群体生活保障　（１４５）

确保实现教育经费法定增长　（１４５）

医疗卫生事业财政支出　（１４５）

文化体育事业财政支出　（１４５）

调整财政扶持政策　（１４５）

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

　（１４５）

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１４５）

政府实事项目财政支出　（１４５）

推进重点生态项目和污染治理项目实施

　（１４６）

开展“镇财区管”试点　（１４６）

调整区与街镇财政分配办法　（１４６）

完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　（１４６）

提高资金支付效率　（１４６）

严格预算支出管理　（１４６）

搭建政府融资平台　（１４６）

落实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政策　

（１４６）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１４６）

加强建设项目资金财务管理　（１４６）

推进中小企业贷款担保　（１４６）

履行财政监督职能　（１４７）

会计诚信体系建设　（１４７）

严格会计从业资格和考试管理　（１４７）

税务　（１４７）

概况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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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源管理　（１４７）

税收宣传　（１４７）

落实税收政策　（１４７）

纳税服务　（１４８）

税收征管　（１４８）

税收信息化建设　（１４８）

税务稽查　（１４８）

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　（１４８）

银行　（１４８）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１４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行　（１４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宝

山支行　（１４９）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４９）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１４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１５０）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１５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１５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０）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０）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０）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１５１）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

行　（１５１）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部分银行年末存、贷款余

额表　（１５１）

保险　（１５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

支公司　（１５１）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宝山支公司　（１５１）

小额贷款公司　（１５２）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５２）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５２）

上海宝山富邦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

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５２）

证券　（１５２）

２００９年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

业网点表　（１５２）

经济行政管理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５３）

概况　（１５３）

完成固定资产审批登记 ３７７项　（１５３）

启动区“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　（１５３）

价格管理　（１５３）

概况　（１５３）

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　（１５３）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５４）

概况　（１５４）

开展迎世博服务活动　（１５４）

启用食品流通许可窗口　（１５４）

落实促进大学生创业政策　（１５４）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１５４）

概况　（１５４）

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领导人员管理

　（１５５）

开展镇村集体资产指导和监督　（１５５）

完成产权交易鉴证项目１５宗　（１５５）

审计　（１５５）

概况　（１５５）

开展财政预算审计　（１５５）

开展对 １５家单位经济责任审计　

（１５５）

统计　（１５６）

概况　（１５６）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１５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监测　（１５６）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５６）

概况　（１５６）

推进“质量和安全年”活动　（１５７）

开展“质量兴区”活动　（１５７）

开展“服务百家企业”活动　（１５７）

推进名牌发展和标准化战略　（１５７）

开展计量基础工作　（１５７）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１５８）

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治理　（１５８）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１５８）

抓好图形信息规范工作　（１５８）

开展迎世博———食品生产安全“百千

万”３年行动　（１５８）

安全生产监督　（１５８）

概况　（１５８）

开展安全生产“三项行动”　（１５８）

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１５８）

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１５８）

城乡建设与管理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１５９）

概况　（１５９）

区域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两

规合一”　（１５９）

顾村大型居住区地区规划编制　（１５９）

黄浦江两岸北延伸段地区结构规划　

（１６０）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１６０）

顾村镇基地“四高”示范居住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调整　（１６０）

罗店镇罗南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６１）

宝山区经济适用房选址地块控制性详细

规划　（１６１）

罗店中心镇新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１６１）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总体规划局部调整　

（１６１）

宝山工业园区（北区）动迁安置居住区

规划　（１６１）

庙行场北居住区规划　（１６１）

罗店镇天平村村庄规划　（１６２）

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真大园规划　

（１６２）

罗店新镇综合交通枢纽规划获批准　

（１６２）

沪通铁路选线规划听证　（１６２）

规划土地行政许可业务　（１６２）

土地管理　（１６２）

征地事务　（１６３）

土地复垦　（１６３）

土地督察　（１６３）

规划土地监督检查　（１６３）

违法用地查处　（１６３）

测绘管理　（１６３）

地名规范管理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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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档案管理　（１６３）

罗店老镇向阳新村改造设计　（１６４）

“宝山钢铁园”系列雕塑获奖　（１６４）

宝山区规划协会建立　（１６４）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规划、建筑方案情况表　

（１６４）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地名命名一览表　（１６６）

建设管理　（１６６）

概况　（１６６）

城市建设管理　（１６７）

重大市政工程建设　（１６７）

重点基建工程建设　（１６７）

公共交通和交通环境　（１６７）

迎世博６００天环境整治行动　（１６７）

建设项目招投标　（１６７）

完成政府实事项目　（１６８）

水务管理　（１６８）

概况　（１６８）

河道整治　（１６８）

河道管理　（１６８）

截污治污　（１６８）

防汛抗台　（１６８）

管道设施养护　（１６８）

供水设施建设　（１６８）

海塘、防汛墙建设　（１６９）

水文测报　（１６９）

水务规划　（１６９）

水务行政许可　（１６９）

管道养护网格化管理　（１６９）

工程质量监督　（１６９）

增设宝山区海洋局　（１６９）

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纪念

活动　（１６９）

开展迎世博 ６００天水环境整治行动　

（１６９）

市政工程管理　（１６９）

概况　（１６９）

道路维修工程　（１６９）

开展迎世博道路环境整治行动　（１６９）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汇总表

　（１６９）

设置非机动车停放点　（１７０）

桥梁检测　（１７０）

市政道路行政许可　（１７０）

市政专业网格化管理　（１７０）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建设　（１７０）

公路管理　（１７０）

概况　（１７０）

农村公路建设　（１７０）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道路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　（１７０）

公路路政许可　（１７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公路情况表　（１７０）

环　境

环境保护　（１７１）

概况　（１７１）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表

　（１７１）

环境空气质量　（１７１）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环境空气质量各级别

分布表　（１７２）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区域降尘量月变化图　

（１７２）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降水监测统计

结果对比表　（１７２）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骨干河流水质

变化图　（１７２）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区域噪声超过６０分贝点

位示意图　（１７２）

河流水质　（１７２）

环境噪声　（１７２）

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启动　（１７２）

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１７３）

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　（１７３）

实施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　（１７３）

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１７３）

区域网格环境整治　（１７３）

吴淞工业园区环境深整治　（１７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绿色创建小区名单　

（１７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创建绿色机关名单　

（１７４）

市容环卫管理　（１７４）

概况　（１７４）

绿化市容局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１７４）

景观灯光建设　（１７４）

渣土专营整治　（１７４）

世博园区环境服务　（１７４）

环卫设施设备建设　（１７５）

城管监察执法　（１７５）

概况　（１７５）

城管日常监察　（１７５）

百日整治专项竞赛　（１７５）

城管法制管理　（１７５）

拆违控违　（１７５）

城市网格化管理　（１７５）

绿化　（１７５）

概况　（１７５）

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　（１７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新建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

型公共绿地表　（１７６）

道路绿化建设　（１７６）

顾村公园一期对外开放　（１７６）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建成　（１７６）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建设

　（１７６）

罗溪公园改建　（１７６）

滨江景观带方案设计　（１７７）

淞浦路滨河景观带建设　（１７７）

智力产业公园建设　（１７７）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各绿地建设周期表　

（１７７）

交通与邮政

交通运输管理　（１７９）

概况　（１７９）

道路运输管理　（１７９）

汽车维修管理　（１７９）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１７９）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１８０）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公交环境整治　

（１８０）

交通行政执法　（１８０）

概况　（１８０）

打击非法营运　（１８０）

公交行风建设　（１８０）

危险品运输监管　（１８０）

省际客运专项整治　（１８０）

无证汽修专项整治　（１８０）

节假日秩序维护　（１８０）

水陆客运　（１８１）

上海宝山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１８１）

２００９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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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时刻表　（１８１）

２００９年上海—“三岛”（崇明、长兴、横

沙）客轮班期运行时刻表　（１８１）

２００９年上海—“三岛”（崇明、长兴、横

沙）客轮班期运行调整时刻表　

（１８１）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１８２）

２００９年上海吴淞口长途汽车运行时刻

表　（１８２）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１８３）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３）

邮政　（１８３）

概况　（１８３）

邮政专业体制改革　（１８３）

宝山少年邮局成立　（１８４）

开设邮民联系箱　（１８４）

开办“爱心包裹”业务　（１８４）

宝山区大宗邮件收寄处理点迁址　

（１８４）

杨行支局投递部门搬迁　（１８４）

撤销蓝麦兜邮政服务处　（１８４）

电力·燃气·自来水

电力　（１８５）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１８５）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１８５）

燃气　（１８５）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８５）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８５）

自来水　（１８５）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１８５）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１８６）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１８６）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１８６）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自来水厂水质主要指标

一览表　（１８６）

科技与文化

科技　（１８７）

概况　（１８７）

获科普扶持资金４２３６万元　（１８７）

区科技发展基金征集 １３２个项目　

（１８７）

列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４１个　

（１８７）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１８７）

上海首家民营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立

　（１８８）

市区、校区联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签

约　（１８８）

专利申请总量创新高　（１８８）

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　（１８８）

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１８８）

长江河口科技馆布展方案确定　（１８８）

宝山区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平台建成　

（１８８）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获国家、市各类科技、科

普资金资助项目一览表　（１８８）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宝山区）

一览表　（１９１）

文化艺术　（１９４）

概况　（１９４）

开展文化下乡工程　（１９４）

组织“世博进社区”文化系列活动　

（１９４）

创、排、演大型现代沪剧《红叶魂》　

（１９４）

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１９４）

农村有线广播全面恢复　（１９４）

首次跨区合作开展读书月活动　（１９５）

“农家书屋”工程全覆盖　（１９５）

农村文化“三位一体”服务点工程全覆

盖　（１９５）

区图书馆新馆开工建设　（１９５）

推进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　

（１９５）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１９５）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中英文网站改

版　（１９５）

电影放映　（１９５）

档案　（１９５）

概况　（１９５）

接收档案资源进馆　（１９６）

档案信息化建设　（１９６）

档案服务　（１９６）

举办“历史的记忆—宝山档案珍品展”

　（１９６）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１９６）

宝山区档案工作晋升市级以上先进一览

表　（１９６）

党史研究　（１９７）

概况　（１９７）

纪念上海解放 ６０周年系列活动　

（１９７）

《陈汝惠》出版　（１９７）

史料抢救与挖掘　（１９７）

地方史志　（１９８）

概况　（１９８）

举办“看沧桑巨变，铸辉煌篇章”图片展

　（１９８）

《宝山区志》出版　（１９８）

向日喀则地区捐赠地方志援藏经费　

（１９８）

《泣血吴淞口》获市第二届地方志优秀

成果一等奖　（１９８）

区援建都江堰市编志工作启动　（１９８）

《大场镇志（第二卷）》出版发行　（１９８）

教　育

基础教育　（１９９）

概况　（１９９）

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１９９）

完成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目标　

（１９９）

推进学生素质教育　（１９９）

医教结合提升特殊教育　（２００）

推进干部教师队伍建设　（２００）

落实教育惠民举措　（２００）

高境三中获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总决赛

１５枚奖牌　（２００）

百名园长联动共研“提升课程领导力”

　（２００）

杨泰小学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好

成绩　（２００）

中小学班主任研究生课程班开班　

（２００）

同洲模范学校学生华昱廷获全国围棋赛

冠军　（２００）

《同洲元素》举行首发式　（２００）

淞谊中学学生毕鸣位获全国青少年航海

模型锦标赛第一名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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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夏萌老师获“君远杯”一等奖　（２００）

宝山少年邮局成立　（２００）

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到刘行中学上课　

（２００）

吴淞中学参加第四届可持续发展教育国

际论坛并作主题报告　（２００）

月浦实验学校获世博纸模型一等奖　

（２０１）

通河新村小学男子手球队获市冠军　

（２０１）

吴淞中学举行建校 ８５周年招待会　

（２０１）

民办和衷初级中学获“全国优秀民办初

中”称号　（２０１）

吴淞中学联队获全国青少年建筑模型竞

赛金银牌　（２０１）

长江二中成为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

教学实验学校　（２０１）

高境三中建成遥控车辆模型竞技场馆　

（２０１）

陈婷婷获国家三好学生称号　（２０１）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学校统计表

（一）　（２０１）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宝山区学校统计表

（二）　（２０２）

宝山区生均经费增长情况表　（２０３）

宝山区教师队伍建设情况表　（２０３）

宝山区班额标准执行情况表　（２０４）

上海大学　（２０４）

概况　（２０４）

教育教学质量　（２０５）

教育科研　（２０５）

国际交流合作　（２０５）

和谐校园建设　（２０５）

召开第三届教代会第三次工代会　

（２０５）

学校与宝山区政府签订文化合作协议　

（２０６）

举行首届大学生创新论坛　（２０６）

宝山区—上海大学就业合作签约暨“就

业指导服务站”揭牌　（２０６）

苏格兰高等教育与终生教育部长率团来

访　（２０６）

成立大学生动漫创业就业中心平台暨上

大数码学院实训基地　（２０６）

举行上海市教育系统纪念“五四”运动

九十周年“青春放歌”歌会　（２０６）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签约揭牌　（２０６）

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获爱尔兰科克大学名

誉博士学位　（２０６）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六个“为什么”》

试点工作启动　（２０７）

“青春世博号”地铁列车命名仪式举行

　（２０７）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０７）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７）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７）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８）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２０９）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０９）

成人教育　（２０９）

上海行知学院　（２０９）

２００９年上海行知学院学历教育专业设

置一览表　（２１０）

宝山老年大学　（２１０）

卫　生

医疗保健　（２１１）

概况　（２１１）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１１）

优医组团　（２１２）

医疗重大工程建设　（２１２）

医学科研　（２１２）

卫生实事项目　（２１２）

农村合作医疗　（２１２）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１２）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２１２）

医疗对口支援　（２１２）

承办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发展论坛　

（２１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医院一览表　（２１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民营医疗机构一览表　

（２１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主要死因顺位百分比情

况表　（２１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主要疾病死亡率与上年

比较表　（２１６）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恶性肿瘤前十位死因情

况表　（２１６）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科技发展基金项目和经

费（医学卫生）安排表　（２１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２１７）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１８）

概况　（２１８）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２１８）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２１８）

药品、医疗器械日常监督　（２１８）

食品药品专项整治　（２１８）

药品不良反应（ＡＤＲ）监测　（２１８）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　（２１８）

开展食品安全示范街镇创建活动　

（２１８）

无证光鸭加工专项整治　（２１８）

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　（２１８）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志愿者队伍建立　

（２１８）

开展“夜鹰”监管系列行动　（２１８）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２１８）

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２１９）

爱国卫生　（２１９）

概况　（２１９）

“环境清洁日”集中行动　（２１９）

迎世博爱国卫生志愿者和义务监督员队

伍成立　（２１９）

实施第三轮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

　（２１９）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２１９）

组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２１９）

体　育

综述　（２２１）

群众体育　（２２１）

概况　（２２１）

举办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　（２２１）

举办第四届“英港杯”江浙沪皖体育舞

蹈公开赛　（２２２）

指导群众体育组织活动　（２２２）

竞技体育　（２２２）

概况　（２２２）

参加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２２２）

参加国内国际大赛　（２２２）

承办上海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　（２２２）

举办２００９宝山“百村篮球赛”　（２２２）

承办“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特步中国女子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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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比赛　（２２２）

加强训练基地建设　（２２２）

体育设施　（２２２）

概况　（２２２）

宝山体育中心改造　（２２２）

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２２２）

信息与传媒

信息化建设　（２２３）

概况　（２２３）

区信息化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２２４）

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２２４）

推进区协同办公系统普及应用　（２２４）

友谊路街道试行在线协作办公模式　

（２２４）

农村信息化培训　（２２４）

区公务员门户及区协同办公系统应急演

练　（２２４）

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扩大试点（第二

批）启动　（２２４）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宝山区校

外实习基地揭牌　（２２４）

行政村门户网站建设　（２２４）

区政府与中国电信签订新一轮合作协议

　（２２４）

区政府与中国联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２２５）

区政府与市经信委签约　（２２５）

宝山一街两市十五店获“诚信经营示范

单位”称号　（２２５）

信息化宣传专场演出《橘子树下的婚

礼》　（２２５）

通信保障应急演练　（２２５）

电子政务网络应急演练　（２２５）

政府信息系统安全检查　（２２５）

参与２００９年上海国际信息化博览会　

（２２５）

区企业诚信体系档案系统申报市试点建

设项目　（２２５）

中国电信宝山数据中心开工建设　

（２２５）

“和谐社会信用共建”诚信宣传活动　

（２２６）

区政府与中国移动签署合作备忘录　

（２２６）

举办网络管理员培训班　（２２６）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专业技术

维护实现外包　（２２６）

宝山政府门户网站便民服务系统和网上

信访系统项目通过验收　（２２６）

区地面道路交叉口交通信息采集系统

（四期）项目通过验收　（２２６）

宝山电视点播系统升级项目通过验收　

（２２６）

区红十字会网站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２２６）

区委党校远程教学系统项目通过验收　

（２２６）

宝山公安信息资源综合应用平台项目通

过验收　（２２６）

“统计数据中心”项目通过验收　（２２６）

区农村经营管理监管系统项目通过验收

　（２２７）

区疾病预防控制实验室管理系统项目通

过验收　（２２７）

宝山发改委价格管理系统完成评审　

（２２７）

区图书馆信息化项目“借还通”系统建

设启动　（２２７）

区减灾应急指挥中心监控系统改造项目

启动建设　（２２７）

区水闸自动监控系统改造工程项目通过

论证　（２２７）

区建设工程行政审批网上跟踪系统项目

通过论证　（２２７）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２２７）

概况　（２２７）

第七次改版凸显政务互动功能　（２２８）

办理市民电子邮件５４７９封　（２２８）

开通“百姓博客”　（２２８）

两个应用项目入选中国电子政务优秀应

用成果　（２２８）

区内党政网站建设与监管　（２２８）

广播电视　（２２８）

概况　（２２８）

开通农村广播节目　（２２８）

重点宣传报道和重大报道活动　（２２８）

区委书记吕民元作客《百姓连线》　

（２２８）

安全播出及设备改造　（２２８）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情况一

览表　（２２９）

有线电视中心　（２２９）

概况　（２２９）

有线电视工程建设　（２２９）

农村有线“小喇叭”及“电改光”工程建

设　（２２９）

有线电视网络改造　（２３０）

机房建设维护　（２３０）

开展数字电视平移市场调研　（２３０）

宝山报　（２３０）

概况　（２３０）

重点新闻报道　（２３０）

新设《宝山时评》专栏　（２３０）

新设《身边的感动》栏目　（２３０）

宝钢日报　（２３０）

概况　（２３０）

重点新闻报道　（２３０）

报纸发行　（２３１）

通讯员联络　（２３１）

宝钢日报电子版　（２３１）

宝钢电视台　（２３１）

概况　（２３１）

新闻宣传　（２３１）

电信　（２３１）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宝山

电信局　（２３１）

司　法

审判　（２３５）

概况　（２３５）

刑事审判　（２３５）

民事审判　（２３６）

行政审判　（２３６）

案件执行　（２３７）

审判监督　（２３７）

信访工作　（２３７）

开通“中国法官十杰袁月全信箱”　

（２３７）

检察　（２３７）

概况　（２３７）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２３８）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２３８）

信访接待和综合治理　（２３８）

法律监督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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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调研　（２３８）

司法行政　（２３８）

概况　（２３８）

律师代理诉讼　（２３９）

办理公证件　（２３９）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２３９）

法制宣传教育　（２３９）

人民调解　（２３９）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２３９）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街镇司法服务窗口一览

表　（２３９）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一览表　

（２３９）

军事与社会安全

人民武装　（２４１）

概况　（２４１）

开展国防后备力量整组　（２４１）

世博安保备勤及战备演练　（２４１）

征兵工作　（２４２）

全民国防教育活动　（２４２）

军事战备设施建设　（２４２）

驻军　（２４２）

概况　（２４２）

拥政爱民　（２４２）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４３）

概况　（２４３）

区世博安保指挥部成立　（２４３）

《世博安保责任书》签订　（２４３）

社会矛盾化解　（２４３）

社区戒毒（康复）　（２４３）

开展社会治安“两个排查”活动　（２４３）

社会治安基层管理　（２４３）

开展铁路护路联防　（２４４）

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２４４）

开展“平安宝山”竞赛活动　（２４４）

警务　（２４４）

概况　（２４４）

刑事案件侦破　（２４４）

社会治安管理　（２４４）

公安行政管理　（２４４）

公安队伍建设　（２４５）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４５）

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　（２４５）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试点

　（２４５）

创新“民情日记”工作法　（２４５）

“相约星期三”警民交流活动　（２４６）

侦破“４·２”抢劫杀人案　（２４６）

侦破“３·２６”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案　

（２４６）

侦破“３·１”出售假币案　（２４６）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

所属机构一览表　（２４６）

消防　（２４７）

概况　（２４７）

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筑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　（２４７）

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　（２４７）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２４７）

夏季易燃易爆危险品消防安全管理　

（２４７）

危棚简屋火灾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　

（２４７）

“盾影一号”集中整治公共娱乐场所安

全行动　（２４７）

“盾影二号”集中整治消防产品安全行

动　（２４７）

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检查　（２４８）

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２４８）

中小学校舍火灾隐患专项排查　（２４８）

重大节假日消防保卫　（２４８）

指导宝钢消防安全管理　（２４８）

《消防法》宣传培训　（２４８）

民防与救灾　（２４８）

概况　（２４８）

完善民防工程安全管理体系　（２４８）

防灾防事故预案修订　（２４９）

人民防空行动方案修订　（２４９）

区人防指挥部机构调整　（２４９）

区级指挥场所建设　（２４９）

区人防（民防）专业队伍整组　（２４９）

人口疏散隐蔽实施计划修订　（２４９）

民防演习　（２４９）

民防应急救援　（２４９）

民防通信保障　（２５０）

应急指挥监控系统改造升级　（２５０）

重点民防工程建设　（２５０）

民防工程管理　（２５０）

民防宣传教育　（２５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表　

（２５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

统计表　（２５１）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统计表

　（２５１）

社会生活

居民生活　（２５３）

概况　（２５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百户城乡居民耐用消费

品拥有情况表　（２５３）

就业　（２５３）

概况　（２５３）

“１＋３”特别行动计划　（２５３）

大学生就业　（２５４）

就业服务　（２５４）

社会保障　（２５４）

概况　（２５４）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５４）

新征用地人员及历年遗留问题人员社会

保障　（２５４）

工伤保险　（２５４）

医疗保险　（２５５）

城镇老年居民社会保障　（２５５）

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与城镇保险　

（２５５）

劳动关系协调　（２５５）

概况　（２５５）

劳动保障监察　（２５５）

劳动争议仲裁　（２５５）

来沪从业人员服务　（２５５）

人口与计划生育　（２５５）

概况　（２５５）

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　（２５６）

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工作　（２５６）

计划生育药具服务“优得”工程　（２５６）

０～３岁社区婴幼儿科学育儿指导服务

　（２５６）

关爱女孩行动　（２５６）

现居住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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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健康教育　（２５６）

“婚育文明与世博同行”大型电视主题

活动　（２５７）

举办“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

　（２５７）

民政　（２５７）

概况　（２５７）

居（村）委会换届选举　（２５７）

最低生活保障　（２５７）

社会救助　（２５７）

综合帮扶　（２５７）

优抚安置　（２５７）

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　（２５７）

双拥工作　（２５８）

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设　

（２５８）

婚姻登记管理　（２５８）

殡葬管理　（２５８）

救助管理　（２５８）

残疾人事业　（２５８）

概况　（２５８）

“阳光基地”建设在全市率先实现全覆

盖　（２５８）

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　（２５８）

残疾人保障体系建设　（２５８）

完成第二代《残疾人证》换发工作　

（２５８）

加强残疾人工作者队伍建设　（２５９）

老龄事业　（２５９）

概况　（２５９）

老年维权　（２５９）

老年活动室　（２５９）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２５９）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５９）

概况　（２５９）

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　

（２５９）

民间组织信息录用　（２５９）

民族与宗教　（２５９）

概况　（２５９）

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２５９）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一览

表　（２５９）

民族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２６０）

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　（２６０）

民族宗教维稳工作　（２６０）

社区民族工作　（２６０）

清真食品供应监督检查　（２６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一览表　

（２６０）

民族宗教工作调研　（２６１）

宗教场所规范管理　（２６１）

非正常宗教活动治理　（２６１）

红十字会　（２６１）

概况　（２６１）

救护培训　（２６１）

人道救助　（２６１）

备灾救灾　（２６１）

少儿基金　（２６１）

社区红十字服务　（２６１）

造血干细胞捐献　（２６１）

红十字宣传　（２６１）

镇与街道

杨行镇　（２６３）

概况　（２６３）

经济建设　（２６３）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２６３）

２００９年杨行镇学校一览表　（２６３）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杨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２６３）

平安建设　（２６４）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６４）

社会事业　（２６４）

２００９年杨行镇各村（居）委会一览表　

（２６４）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６５）

月浦镇　（２６５）

概况　（２６５）

经济建设　（２６５）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９年月浦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２６５）

２００９年月浦镇学校一览表　（２６５）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６６）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６６）

社会事业　（２６６）

平安建设　（２６６）

２００９年月浦镇各村、居民区一览表　

（２６６）

新农村建设　（２６７）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活动

　（２６７）

宝山１２路通车　（２６７）

盛桥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启用　（２６７）

段泾村公共服务中心启用　（２６７）

月浦锣鼓获大奖　（２６７）

镇第一届居民代表大会召开　（２６７）

举办镇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　（２６７）

罗泾镇　（２６７）

概况　（２６７）

经济建设　（２６８）

镇村建设与管理　（２６８）

民生保障体系建设　（２６８）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罗泾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２６８）

２００９年罗泾镇学校一览表　（２６８）

平安建设　（２６９）

社会事业　（２６９）

罗泾男子篮球队获二省一市农民篮球赛

季军　（２６９）

开通农村广播　（２６９）

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启用　（２６９）

完成镇政府机构改革　（２６９）

２００９年罗泾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２６９）

村委会换届选举　（２７０）

宝农３４大米获金奖　（２７０）

罗店镇　（２７０）

概况　（２７０）

新农村建设　（２７０）

经济建设　（２７０）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罗店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２７０）

２００９年罗店镇学校一览表　（２７０）

城乡建设和管理　（２７１）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７１）

２００９年罗店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２７１）

社会事业　（２７２）

平安建设　（２７２）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７２）

罗店新镇开发　（２７２）

罗店老镇改造　（２７３）

第七届上海罗店龙船文化节暨第四届罗

店灯彩年会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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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　（２７３）

抗震救灾募捐活动　（２７３）

基层组织建设　（２７３）

新罗店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投入使用

　（２７３）

宝山美兰金苑（养老院）试运行　（２７３）

中国福利会美兰湖幼儿园投入使用　

（２７３）

金螺号幼儿园投入使用　（２７３）

顾村镇　（２７３）

概况　（２７３）

经济建设　（２７３）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顾村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２７４）

２００９年顾村镇学校一览表　（２７４）

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７４）

社会事业　（２７４）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２７５）

平安建设　（２７５）

２００９年顾村镇村委会一览表　（２７５）

２００９年顾村镇居委会一览表　（２７５）

获“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称号　（２７６）

顾村公园一期对外开放　（２７６）

通过市环保局“巩固全国环境优美镇”

复验　（２７６）

华山医院（北院）开工建设　（２７６）

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奠基　（２７６）

上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揭牌　（２７６）

完成１６平方公里上海市保障性住房建

设基地动迁任务　（２７６）

普希金铜像在“诗乡顾村”落成揭幕　

（２７６）

“五园”、“七社”投入运作　（２７６）

菊泉文体中心启用　（２７６）

大场镇　（２７６）

概况　（２７６）

经济建设　（２７７）

城乡建设与管理　（２７７）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７７）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大场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２７７）

２００９年大场镇学校情况一览表　（２７７）

社会事业　（２７８）

平安建设　（２７８）

推进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和上海宝山科

技园发展　（２７８）

２００９年大场镇村（居）委一览表　（２７８）

轨道交通７号线大场段通车　（２７９）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成立　（２７９）

大场医院新建工程开工　（２７９）

千橡互动集团华东运营总部落户大场　

（２７９）

庙行镇　（２７９）

概况　（２７９）

经济建设　（２８０）

城市建设与管理　（２８０）

就业和社会保障　（２８０）

平安建设　（２８０）

社会事业　（２８０）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庙行镇６０岁以上老年

人情况表　（２８０）

２００９年庙行镇学校一览表　（２８０）

庙行会计服务中心成立　（２８１）

上海电子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地揭牌　

（２８１）

共康商业商务中心地块开工建设　

（２８１）

三个青年基地落户骏利财富大厦　

（２８１）

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成立　（２８１）

社区文化中心落成开放　（２８１）

承办“迎世博，乐和万家———民间精品

音乐会”　（２８１）

２００９年庙行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２８１）

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２８１）

承办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庙行杯”秧

歌比赛　（２８１）

参加上海市农民体育特色项目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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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与管理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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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谭雪明

区委工作报告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在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五届九次全会上
宝山区委书记　吕民元

区委书记吕民元作区委工作报告 摄影／浦志根

①　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世博筹办有序进行。

一、２００９年工作回顾

２００９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一年来，区委

常委会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九届八次、九次全

会的部署，紧紧围绕“四个确保”①的工

作目标，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

严峻挑战，抓住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的有利契机，突出“四个更”

的奋斗目标和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工作要求，团结和带领全区党员干部群

众，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齐心协力、共克

时艰，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经济

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预计全年实现

增加值５４９１０亿元，可比增长１２１０％；
区地方财政收入６２７０亿元，同比增长
９１０％，可用财力突破１００亿元；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２７２５０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４０％；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２１７亿
元，同比增长３２３０％；城镇和农村家庭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１０％、
１０１０％；新增就业岗位３万个以上。

在这一年中，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

发展环境，区委常委会坚持把中央、市委

的决策部署与宝山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科学判断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带头攻

坚克难，凝聚党员干部群众，在特殊时

期作出了特殊努力。我们扎实开展学

习实践活动，始终围绕“党员干部受教

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

的要求，坚持以身作则，切实把学习实

践活动作为应对挑战、推动发展的强大

动力，认真组织协调，不断解放思想，突

出实践特色，广泛形成科学发展的思想

共识，制定实施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若干意见及指标体系，进一步理清

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思

路。我们全力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坚持把“保增长”作为首要任务，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

施，迎难而上、克难奋进，研究出台支持

基层发展、推进重大项目、实施“阳光动

迁”等一系列政策意见，组建区招商办

和企业服务中心，搭建融资担保平台，

深入基层、企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有

效克服金融危机影响，进一步提高推动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水平。

我们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着力增强

主动作为的意识和能力，坚持顺势而

为、因势利导，加快淘汰低端业态和劣

１



１２月２９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第九次全委会举行 摄影／浦志根

②　从２００９年３月开始，坚持每月５日开展“窗口服务日”活动，１５日开展“环境清洁日”活动，２５日开展“公共秩序日”活动。
③　２００９年４月，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关于确定首批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区县（市、区）名单的通知》，上海市仅有宝山区、闵行区两家单位入选；为

了加快推进落实，市知识产权局已与宝山区签订共同推进知识产权强区工程的协议。

④　对学习实践活动的内涵心中有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布局心中有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心中有数，对迎世博的各项要求
心中有数，对改善民生的工作心中有数，对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心中有数，对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心中有数，对学习实践活动主要解决的问题心中有数。

⑤　明确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措施，编演一部反映王瑛事迹的大型沪剧《红叶魂》，废、改、立一批规章制度，推进机关办事效率上一个新台阶，化解一
批社会矛盾，加快一批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改造一批旧小区，出台一系列民生普惠举措，落实一批惠农实事，形成一批迎世博亮点。

⑥　所谓“３５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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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６５０”，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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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企业，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发展，巩固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区和现代商业商务设施的综合效益，扎

实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有效改善传统

的产业形态，进一步取得调结构、促转

型的重大突破。我们协调推动重大战

略实施，紧紧抓住国家加快上海“四个

中心”建设、全市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有

利契机，坚持围绕大局、抓住重点，依托

近年来奠定的工作基础，加快推进以吴

淞口国际邮轮港、罗泾散货港配套产业

园为核心的滨江带开发，统筹布局顾村

和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开发建设，进一步

推动“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全面落实。

我们不断深化“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切
实把加强市容综合整治与改善群众生

活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周密部署、

狠抓落实，制定实施“流动红旗”评选办

法，扎实推进骨干道路、市容景观专项

整治，集中凸现顾村公园、逸仙路、沪太

路等一批亮点，坚持开展“窗口服务

日”、“环境清洁日”、“公共秩序日”②等

活动，不断兴起全民动手、清洁家园的热

潮，进一步改善市容环境面貌。我们更加

注重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着力提高经济

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关联度，继续实施和完

善普惠性政策措施，集中开工建设一批社

会事业项目，积极稳定就业形势，不断完

善保障体系，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认真化解社会矛盾，扎实推进精神文

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进一步营造并保

持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我区荣获“上

海市文明城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

“全国平安畅通县区”等称号，通过“全国

科技进步县（区）”考核，入选首批“国家

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区县”③；顾村镇被评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月浦

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上海淞南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被评为“全国文明单

位”；淞南镇、高境镇被评为“全国创建

文明村镇先进单位”，友谊路街道、上海

宝谊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被评为“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经过一年来坚持不懈、扎实工作，区

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有效形成经济发展回升

向好、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党员干部队伍

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态势。

回顾２００９年工作，主要取得六个方
面成效：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取得明显成效

区委常委会根据中央、市委统一部

署，从３月开始，认真组织开展学习实践

活动，参加活动的党员７１００１人，党组织
２３４６个。目前，区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
取得明显成效，得到中央巡回检查组、市

委学实办和指导检查组肯定，整改落实

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区第二批学习实践

活动有序开展，完成学习调研、分析检查

工作，正在抓紧落实整改。在活动中，坚

持周密组织，加强分类指导。成立活动

领导小组，提出“围绕宝山‘四个更’目

标，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载体，

明确“八个心中有数”④的活动要求，加

强动员部署、认真组织推进，突出实践特

色、务求取得实效，不断把活动引向深

入。坚持学习调研，深化思想教育。积

极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请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理论学习与专题调研

相结合，通过开展集中调研、基层座谈、

发放征求意见表、参加电台百姓连线节

目、与广大网民直接沟通等多种形式，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为找准问题、加强整改

奠定扎实基础。坚持突出实践特色，着

力解决实际问题。切实将保增长、保民

生、保稳定和迎世博等重点工作与学习

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坚持即知即改、边学

边改，组织落实“十个一”⑤实事项目，建

立和完善促进经济发展等制度措施，一

批影响科学发展以及党性党风党纪方面

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得到

更多实惠。坚持解放思想，形成科学发展

共识。围绕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深

入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在总结经

验、分析问题、判断形势的基础上，研究制

定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及“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⑥，明确提出“三年

加快推进、五年形成格局、八年基本实

现”的发展战略，加快落实规划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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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０项主要指标，
有效开创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二）经济发展明显好于预期

区委常委会坚决落实中央、市委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

提高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促使综合经

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保增长”任务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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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完成。加强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分

析，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经济平稳较快

增长。上半年，有效遏制经济下滑态势，

经济发展逐步企稳，基本完成“双过半”

任务；下半年，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全年

经济发展好于预期，回升向好的发展态

势基本形成。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贡献率持

续增长，占增加值比例达５４７０％，占区
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达三分之二；围绕滨

江岸线、轨道交通沿线，加快形成结构调

整重点布局，全年盘活低效土地 １５００
亩；加强与部市属企业合作，一批传统企

业成功转型，创邑·幸福湾形成集聚效

应，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完成一期招商，

上海智力产业园、半岛１９１９等品牌和经
济效益开始显现，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

心、上海呼叫中心产业基地等投入使用，

星月商务广场、宝莲城二期、世华商务广

场、顾村大型商业中心、汽车梦工厂等项

目加快建设，累计建成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２６３万平方米、在建项目１４４万平方
米，引进企业１０００余家，集聚效应和产
出效益陆续凸显。同时，加快调整低端

业态和劣势企业，完成１５个节能技改项
目、可节约能耗９万吨标煤，万元生产总
值综合能耗继续下降，启动大场南大路

地区成片结构调整工作。先进制造业重

大项目加快推进。去年底集中开工的一

批重大项目进展顺利，拉法基建材等项

目竣工投产，华润雪花啤酒即将投产；今

年又有发那科机器人项目等一批高新技

术产业开工建设，为今后发展奠定基础。

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实施财力

下沉政策，加强融资担保平台建设，涌现

一批逆势飞扬的民营企业；制定实施“２
＋４”⑦高新技术产业化方案，成为全市
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之一。区域经

济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强。大力发展和繁

荣消费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加强招商推介工作，成功

举办全国性电子商务大会、中国国际节

能环保论坛、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和

第六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等，组

团参加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开展

“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活动；大力扶持

民营经济发展，继续深化国有、集体资产

和企业改革，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三）市容环境面貌明显改观

区委常委会按照加快统筹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总体部署，大力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扎实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精心

组织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市
容面貌和环境质量继续得到改善。迎世

博百日行动扎实开展。定期组织竞赛活

动，着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工作氛围；聚

焦重点任务，全面完成“五路”⑧专项整

治，高架、高速和骨干道路沿线环境明显

改观，建筑立面、公用设施、户外广告和

景观绿化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广泛动员

发动，消除顽症陋习，坚持开展“三五”

集中行动⑨，组建志愿者和监督员队伍，

积极推进国家卫生镇和市文明镇、文明

社区创建工作，促使市容面貌持续改善。

规划引领作用不断加强。扎实推进“两

规合一”工作瑏瑠，深化滨江发展带、顾村、

罗店等重点地区规划编制工作，制定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土地储备规划，全年土地
收储、出让工作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推进。创新重大工程动迁推进机

制，顾村１６０平方公里保障性住房基地
“阳光动迁”取得显著成效；滨江景观带

建设进展顺利，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建

设进展顺利，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二期等项目按计划推进；沪太路拓宽工

程全线贯通，西干线改造工程完成规定

任务，轨道交通７号线外环线以内站点
实现通车；公交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

新辟和调整公交线路１５条，公交线路全
面实行优惠换乘，在全市率先开通乡村

巴士和社区巴士，公交“村村通”实现全

覆盖。新农村建设力度持续加大。扎实

推进危桥改造、农村公路标准化建设、农

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和自然村宅改造工

作，完成自然村宅改造１８００多户，有效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稳步推进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试点，全

面推进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工作，积极探

索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不断规

范集体合作农场管理，着力提高农业经

济效益，“宝农３４”获得上海首届优质稻
米品鉴评比唯一金奖。深化经济相对薄

弱村扶持工作，坚持开展送医、送药、送

文化下乡活动，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稳

步提高。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全年

新增绿地 １９０公顷，顾村公园一期（部

分）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污水干管、二级

管网建设，加大骨干河道整治力度，基本

实现河道保洁和长效管理全覆盖。坚持

“环保网格色标”管理，全面启动第四轮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重、中度污染区域减

少近１０个平方公里。城市管理水平稳
步提高。物业管理工作不断加强，道路

组团式保洁法全面推广，拆违控违机制

基本形成；强化渣土运营检查，有效遏制

偷倒乱倒行为；不断完善并全面落实防

汛、防台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四）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力

度明显加大

区委常委会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不断加大财力保障力度，继续实施和

完善普惠性政策措施，促使民生进一步

改善。劳动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超额完

成年度新增就业岗位目标，“零就业家

庭”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安置率保持

１００％；启动“一村一居一大学生”工程，
与上海大学签订推进毕业生就业合作框

架协议；加大对外来农民工就业帮扶，针

对符合产业方向、有一定吸纳就业能力

的困难企业，实施稳岗减负计划；积极推

动创业带就业，建成一批创业基地。保

障和救助体系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与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保障体系，农

保最低月养老金和老年农民最低月养老

金标准进一步提高；不断完善“五助”瑏瑡

体系，积极推进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工作，

罗店敬老院投入使用，杨行敬老院建设

主体竣工，区为老服务中心挂牌，全国残

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有力推进，

“阳光基地”在全市率先实现全覆盖。

老镇旧区改造推进力度加大。大场老镇

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海滨旧小区改造、

泗塘一村成套改造进度加快，七牧场小

区改造顺利推进，完成旧小区成套改造

６万多平方米、受益群众近１７００户。社
会事业重大项目建设步伐加快。长江河

口科技馆结构封顶，华山医院北院开工

建设，宝山中心医院改扩建一期竣工，大

场医院新建工程正式启动，民兵训练基

地主体结构竣工，宝山体育中心和图书

馆改建工程加快推进。医疗资源纵向整

合效果显著。基本形成与华山医院、市

第一人民医院、宝钢医院、曙光医院等三

３

特　载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民用航空、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子电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六大产业领域。

逸仙路—同济路，共和新路—?川路，沪太路，Ｓ２０（Ａ２０），Ｇ１５０１（Ａ３０）。
从３月份开始，坚持每月５日开展“窗口服务日”活动，１５日开展“环境清洁日”活动，２５日开展“公共秩序日”活动。
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二为一。

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残。



级医院合作的四个社区卫生服务集团，顺

利通过创建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

务示范区复核；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不断完善“药品零差率”工作机制，合

作医疗覆盖率达１００％；健全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稳定可控。教育
教学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区公办

高中今年高考本科率达到６７％，高出全
市平均水平１８个百分点；在我区务工的
外来人员同住子女统一纳入义务教育体

系。完善城乡教育经费统筹机制，推动校

企合建“区域职业教育集团”。推进义务

教育制学校绩效工资改革，加强师资队伍

建设，罗泾中学周彩霞老师荣获全国模范

教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巩固全国

文体活动工程示范区成果，在全市“明日

科技之星”评选、英特尔创新大赛中获得

佳绩。体育事业加快发展。全民健身运

动蓬勃开展，成功举办区运会，农村、社区

体育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竞技体育运动水

平显著提高，我区输送的运动员在第十一

届全运会上荣获４金４银２铜。惠民文
化工程扎实推进。试点恢复农村地区有

线广播，实现“农家书屋”和农村文化“三

位一体”服务点瑏瑢全覆盖；完成世博会志

愿者招募工作。人口计生工作不断加

强。率先开展“三服务”工作瑏瑣和“优得”

工程瑏瑤，有效提高人口计生服务质量。

（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明显加强

区委常委会坚持把稳定作为第一责

任，针对今年大事多、难事多、敏感节点

多等情况，深入开展“平安宝山”竞赛活

动，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社会管理水

平进一步提高。突出社会矛盾有效化解。

不断完善社会矛盾滚动排查和专项排查

预警机制，认真落实领导包案、接访和下

访等制度，重信重访专项治理工作在全市

名列前茅，群众初次来信和网上信访工作

处置率和群众满意率综合得分全市第一；

针对今年劳资纠纷易发、高发的情况，在

全市率先出台《关于预防和化解群体性

劳资纠纷的实施意见》，有效化解一批群

体性社会矛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全面

推进。深入开展“严打”整治工作，群众

安全感不断上升；扎实开展群防群治工

作，积极推广社区居委“三必”瑏瑥工作法、

社区民警《民情日记》工作法等典型经

验。大力推进街镇综治工作中心建设，扎

实推进“住宅小区封闭式管理”和“综治

进企业”，着力规范“六位一体”基层综治

警务室瑏瑦建设，实现“两个实有”瑏瑧管理全

覆盖，不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受到中央

综治委检查督导组肯定。世博安保防控

措施落到实处。成立世博安保工作指挥

部，全面加强重点目标防控，积极与周边

地区开展边界联防联控工作；按照“一点

一方案”要求，对区内出入市境道口、河

道逐一落实防控措施；深入推进“两个排

查”活动瑏瑨，对各类人群、特种行业单位

上门核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招募组建

平安志愿者队伍，全面完成培训工作。

安全生产管理不断加强。深入开展安全

生产“三项建设”瑏瑩和“三项行动”瑐瑠，切

实加大隐患查处力度，交通、生产、食药品

安全监管措施落到实处，未发生重大安全

事故。依法治区工作进一步深化。着眼

于提高执法公信力，严密和规范行政执法

程序，妥善处理非法营运等社会热点问

题，积极化解一批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组

织召开依法治区２０周年座谈会，扎实推
进普法宣传、法律援助等工作，不断营造

学法、知法、守法的社会氛围。

（六）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强

区委常委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

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促使基

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进

一步增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届四中全会和市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

组织开展宣传学习、宣讲教育等一系列

活动，迅速统一思想认识，不断兴起学习

贯彻中央和市委精神的热潮；紧密联系

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

实际，制定形成《区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讨论

稿）。舆论引导和思想建设进一步深入。

抓住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人民

政协成立６０周年、上海解放６０周年系
列活动的契机，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主

义教育和“迎世博”宣传动员活动。坚

持和完善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建

立健全“建设学习型领导班子”长效机

制，不断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理论水平。

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

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健

全和完善干部教育培训机制，充分发挥

党校、行政学院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有

效提高干部队伍能力素质；不断加强后

备干部队伍管理，切实加大年轻干部基

层锻炼培养力度。顺利完成区政府机构

改革和村、居委换届选举工作，启动村

（居）党组织书记、村（居）委员会主任

“排头兵”评选工作；扎实推进农村、社

区、“两新”组织、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党

建工作，全面落实党代表任期制，认真做

好党代表联系服务工作；开展第二批党

外干部挂职锻炼工作，完成第六批拔尖

人才和青年尖子选拔工作。反腐倡廉和

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认真贯彻执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扎实推进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廉政教育基

地建设，组建“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讲师

团”，组织编演大型沪剧《红叶魂》，被中

纪委纳入学习王瑛同志事迹全国文艺调

演重点剧目。不断深化作风和效能建

设，建立健全效能机制，组织开展政风行

风测评和“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扎

实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着力加

强“小金库”专项治理，全面落实削减压

缩“四项经费”瑐瑡的要求，严格落实党内

监督各项制度，加强巡察和派驻纪检组

工作。不断加大办信查案工作力度，形

成对违法违纪行为的震慑机制。区委常

委会自身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深

化。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常

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营造并保持

求真务实、风正气清的工作氛围。支持

区人大、区政府和区政协党组开展工作，

推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

司法权，促使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按章程

履行职责。加强与党外人士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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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农村基层服务点、农村信息苑和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点“三位一体”。

针对不同年龄加强人口计生服务链建设、针对流动人口加强人口计生服务点建设、针对全区群众加强人口计生服务圈建设。

向全区群众提供更容易、更方便的药具服务工程。

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开展的“陌生人必问、可疑者必查、来访者必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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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

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

安委［２００９］４号，《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引发安全生产“三项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三项建设”：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保障能力建设、监管监察队伍建设。
国办发［２００９］３２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的通知》，“三项行动”：安全生产执法行动、治理行动、宣传教育行动。
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经费、公务招待费、一般性行政支出费。



新的阶层代表人士联谊会作用有效发

挥。社区民族工作不断加强，区内各民

族群众和睦相处，宗教、侨务和港澳台工

作有序开展，对口支援、人民武装、老干

部、保密和档案等工作扎实推进，《宝山

区志》编纂出版。

同志们，过去的一年，困难挑战前所

未有，工作任务艰巨繁重，通过我们共同

的努力，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又迈上一个

新台阶。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离

不开全区上下的齐心协力、扎实工作。

在此，我代表区委常委会向全区各级组

织、社会各界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为宝

山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的辛勤努

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主要有以

下四点体会：

第一，面对复杂形势的严峻考验，必

须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把全部精力用在

工作上。一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全区外贸出口、工业生产持续下行，企业

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工业销售产值、地

方财政收入等指标一度出现负增长，经

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

对严峻考验，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和

市委精神，认真研究分析宝山经济发展

状况，不断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团结全

区党员干部群众，顽强拼搏、攻坚克难，

圆满完成了“保增长”的目标任务。实

践证明，在困难和挑战面前，只有坚定信

心、迎难而上，坚持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

上，才能经受复杂形势的严峻考验。

第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

须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一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市委工作部署，扎实开展学习实践活

动，深入查找瓶颈问题、广泛形成思想共

识，制定实施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若干意见和指标体系，进一步明确推动宝

山科学发展的努力方向。我们坚持把转

变发展方式作为头等大事，着力在调结

构、促转型上下功夫，不仅为今年完成

“保增长”目标提供强有力支撑，也为今

后长远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实践证明，加

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推动科

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统筹兼顾、协调

推进，坚持在发展中调整、通过调整实现

新的发展，才能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第三，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必

须谋事在先、持之以恒，努力形成厚积薄

发的态势。一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四个

确保”的目标和“结构调整促发展、认真

落实‘６＋３’”瑐瑢的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发
展大局，积极参与上海航运中心和郊区城

镇化建设，持续做好基础和准备工作，抢

抓有利时机加快推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罗泾散货港配套产业园、顾村和罗店大型

居住社区规划和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和社会公共服务等，努力形成积极的发展

态势。实践证明，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

人，只有谋事在先、持之以恒，坚持服从服

务于全市发展大局，才能厚积薄发、水到

渠成，推动发展不断取得更大突破。

第四，加快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必

须齐心协力、真抓实干，不断解决发展中

的难题。一年来，我们坚持围绕“四个

更”奋斗目标、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

展、又好又快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区，凝聚

人心、集聚力量，大力加强机关作风建

设，深入研究解决困扰和制约基层工作

的瓶颈问题，建立健全协调机制，配齐配

强一线力量，有效解决动迁任务重、建设

项目多、土地指标少、企业融资难等问

题，促使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迈上一个

新台阶。实践证明，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是检验干部能力素质的“试金石”，只有

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坚持深入基层一

线，才能聚焦重点、突破难点，加快现代

化滨江新区建设。

在肯定２００９年工作的同时，我们也
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和困难，主要是：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

构调整的步伐需要进一步加快，带动力

比较强的支撑性先进制造业项目还不够

多，现代服务业集聚效益和综合效益有

待提高，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稳

固；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

高，综合管理还有一定差距，长效机制落

实还不够到位，环境整治向纵深推进的

任务还很重；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工作需

要进一步夯实，平安建设的任务还很重，

群防群治体系有待完善；领导班子和干

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需要进一步加

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任

务还很重。对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０年工作安排

２０１０年是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年，是
完成“十一五”发展规划、编制“十二五”

发展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也是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着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

关键之年。明年，全区重大建设项目比较

密集，做好各项工作，对全面落实“四个

更”奋斗目标、加快推进宝山城乡一体化

发展，非常关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总

体呈现回暖迹象，但发展的不确定性仍然

存在。我国经济率先回升向好，但回升基

础仍需进一步巩固，结构性矛盾仍较突

出。上海经受了严峻形势的考验，又将迎

来举办世博会、加快“四个中心”建设等

一系列重大机遇，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

阶段，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

宝山在上海新一轮发展中既面临新的机

遇，也将面对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加快调

结构、促转型压力很大。总体来说，明年

发展形势将好于今年，但依然不容乐观，

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懈怠。

面对当前形势，中央召开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五个更加注重”瑐瑣要求和六

项主要任务瑐瑤，为我们指明前进方向。市

委、市政府全面贯彻中央精神，围绕转变

发展方式，提出“五个必须”的要求瑐瑥和六

项主要工作瑐瑦，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中央、市委

精神，不断增强应对挑战、抢抓机遇的紧

迫感和使命感，坚决把思想统一到科学

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市委的

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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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所谓“６”，是指重点要抓好的６件大事，一是全力筹办世博会；二是认真贯彻国务院１９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三是大力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四是实施南汇区行政区域并入浦东新区；五是积极推动虹桥商务区建设；六是争取并推动迪斯尼项目落地。所谓“３”，是指切实抓好重大项目
的推进落地、重大改革措施的落实、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五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

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六项主要任务：一是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加强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三是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

内需增长空间。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五是推动出口稳定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六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五个必须：必须在发展中实现转变，必须在扩大开放中实现转变，必须在发挥优势中实现转变，必须在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中实现转变，必须在改革创新中

实现转变。

六项主要工作：一是进一步落实好国务院１９号文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是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三是支持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四是着力解
决好民生问题。五是提高执法公信力。六是谋划好“十二五”发展。



中心，进一步振奋精神、勇往直前，毫不

松懈地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努力夺取经

济社会发展新的胜利。

区委对２０１０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

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和市委工作部署，

积极融入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

设“四个中心”发展大局，抓住上海举办

世博会的契机，围绕“四个更”的奋斗目

标和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乘

势而上谋发展，坚定不移调结构，持之以

恒惠民生，统筹兼顾促和谐，齐心协力加

快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预期为：增

加值增长 １２％，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１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１５％，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２０％，万元生产
总值综合能耗下降 ５％左右；城镇和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增长

１０％；新增就业岗位２６６００个以上。
做好明年工作，责任重大、意义深

远。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

清晰的思路、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效

的方法，乘势而上谋发展，坚定不移调结

构，持之以恒惠民生，统筹兼顾促和谐。

乘势而上谋发展，就是大力弘扬共

克时艰、逆势飞扬的宝贵精神，以应对金

融危机、经受考验磨砺的成功经验激励

自我，以“十一五”发展的巨大变化鼓舞

人心，在全面完成２０１０年工作和“十一
五”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精心研究编制

“十二五”发展规划，以宝山未来发展的

美好蓝图，振奋精神、鼓足干劲。

坚定不移调结构，就是坚持把转变

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关键环节，

坚定不移地优化发展布局、提升城市功

能、改善经济结构，坚决调整不适应科学

发展的产业结构、城市形态和商业业态，

坚决摒弃粗放的、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持之以恒惠民生，就是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尤其是在调结构、促转型、扩内需、

稳增长任务还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必须

更加注重改善民生，持之以恒地解决事

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一步提

高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联度，努力

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

统筹兼顾促和谐，就是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把推

动科学发展、保障民生与促进和谐有机

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创造力，认真做好抓基层、

打基础工作，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积极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努力开创

和谐社会建设新局面。

根据上述目标和要求，重点抓好十

个方面工作：

（一）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按照中央“五个更加注重”和市委

“五个必须”的要求，坚定不移调结构、

脚踏实地促发展，切实在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努力促使经

济实力更强。要坚决破除思想瓶颈，既

要认识到宝山具有滨江临海、交通发达、

工业基础扎实、开放度较高等优势；又要

认识到宝山产业比较重、结构相对单一、

环境承载量和交通压力比较大等现实，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的理念、思路、方法，改进工作方式，大力

推进发展方式转变。要努力形成经济发

展和结构调整“两不误、两促进”的态

势，坚持在发展中调整、通过调整实现新

的发展，结合产业布局调整、城市功能拓

展和生态环境治理，聚焦重大功能性项

目建设，加快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罗

泾散货港配套产业园建设，积极发展邮

轮产业和航运服务经济，以功能性、支撑

性项目为龙头，提升经济实力和产业能

级。要努力形成经济结构与城市功能调

整“两联动、两互补”的格局，既要充分

认识到经济结构调整为城市功能提升提

供了空间，要根据区域总体规划和控详

规划，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加快推进城市

功能落地；又要认识到城市功能提升为

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和舞台，交通便捷了、环境美化了、生活

方便了，调整经济结构的思路将更加宽

广、标准将更加提高、成效也将更加明

显。要全面推进顾村和罗店大型居住社

区规划和建设，加快老镇旧区改造步伐，

大力发展区域商业、社区商业等现代服

务业，推动沪太路、宝安公路沿线的发

展；切实加大南大路、吴淞工业区、外环

线以内危化企业和仓储业的调整力度，

不断形成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互为支

撑、相互促进的新局面。要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化与部市属

企业合作，积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

合，加快发展信息服务业等一批现代服

务业项目，不断提升服务业集聚区企业

的入驻率、注册率和产出率；围绕高新技

术产业化行动方案，创新产学研合作方

式，加快引进、开发和建设一批高新技术

产业和先进制造业项目，不断提升产业

能级和单位土地产出率。要不断扩大内

需、繁荣市场，大力调整商业业态，促进

旅游业发展，推动房地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国有集

体资产监管，加快区属国有（集体）企业

改革，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

支持、推动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二）着力做好世博会筹办各项工作

按照世博会筹办工作的要求，充分

发挥世博安保、社会动员、窗口服务、健

康卫生、城市管理等指挥部作用，举全区

之力完成各项任务，为举办一届成功、精

彩、难忘的世博会作出更大贡献。要全

面落实世博安保措施，严格执行责任制，

全面加强社会面防控、重点目标保卫等

工作；在完成“两个实有”全覆盖的基础

上，全面落实房屋、人员、警力“三位一

体”管理措施；充分发挥公安主力军、平

安志愿者和群防群治网络的作用，努力

解决治安突出问题；不断完善反恐工作

机制，切实强化情报信息工作，确保世博

会期间社会稳定。要大力加强宣传教

育，深入开展“精彩世博、文明先行”为

主题的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全面提升窗

口服务水平和文明形象，充分调动广大

人民群众聚焦世博、服务世博的积极性，

努力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社会

氛围。要扎实推进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全面落实第五个、第六个１００天行动计
划和世博会期间整治任务，切实加大重

点地区和薄弱环节整治力度，充分展现

滨江景观带、骨干河道、轨道交通沿线、

顾村公园等城市新形象，努力实现“眼前

一亮、为之一振”的变化。要认真做好组

织和服务工作，精心组织和落实交通疏

导、世博会接待服务等工作，有序开展志

愿者服务、组织参观等活动。

（三）着力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

按照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加快

推进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建设，切实提

高城市管理水平，努力使市容景观和环

境更美。要充分发挥规划引导作用，全

面推进“一带、两轴、三分区”总体规划

实施，做好“两规合一”落地工作，完善

和优化重点地区的布局，为推进区域转

型发展提供保障。要加快健全基础设施

体系，大力推进滨江景观带建设，确保吴

淞口国际邮轮码头世博会前具备靠泊能

力，吴淞客运中心交付使用，长江河口科

技馆竣工，推进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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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滨江绿化景观带等项目建设，加快形

成滨江风貌。推进市政道路等重大工程

建设，确保轨道交通７号线全线通车，加
快启动Ｓ７（Ａ１３）建设，配合做好长江路
越江隧道、Ｇ１５０１（Ａ３０）越江隧道等市政
重大工程相关工作。巩固公交“村村

通”成果，推进交通枢纽站、候车亭等建

设，推动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有机衔接。

要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围绕加快统筹

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和“３５８、６５０”指标
体系，着力完善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政策

措施，不断提高集体合作农场经济效益

和职工收入。加快培育发展农产品品牌

和农业龙头企业，积极开发“农家乐”乡

村旅游特色项目，继续提高农业产业化

水平。继续推进村庄改造行动计划，不

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要切实加大

生态建设力度，加快推进绿化建设，全力

推进顾村公园建设。加快推进雨污水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污水纳管率和集

中处置率。全面推进第四轮环保三年行

动计划，加强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实

时在线监测监控，不断改善环境质量。

要努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不断健全“阳

光动迁”机制，完善市容环境卫生保洁机

制，加快环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切实治

理乱设摊、跨门营业、渣土偷倒乱倒、违

法搭建等顽症。

（四）着力完善民生保障体系

按照“衣食住行有、安居乐业好”的

要求，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

高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联度，继续大

力实施和完善普惠性政策措施，努力使人

民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要实施更加积极

的就业政策，健全促进就业责任体系，大

力扶持创业以及创业带动就业的项目。

聚焦重点地区，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和

财政扶持机制。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

务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就业形

势稳定。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依法妥

善化解劳动争议。要完善社会保障和救

助体系，深化农保区级统筹，积极推进老

年农民纳入农保管理，不断扩大社会保障

覆盖面。进一步缩小城乡社会救助差异，

稳步提高农村群众保障水平。要做好老

龄和残疾人工作，加快为老服务中心建

设，着力规范养老机构管理，不断完善残

疾人服务体系。要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

设，加快推进顾村保障性住房基地建设，

继续加快庙行共康、大场祁连等经济适用

房基地建设，扎实推进吴淞东块、西块旧

里改造和海滨、泗塘等旧小区成套改造，

不断扩大廉租房受益面。

（五）着力推动社会事业均衡发展

按照“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要求，更加

注重社会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推

进社会事业内涵式发展，努力使人民生

活更好。要加快建成一批社会事业重大

项目，基本完成宝山中心医院改扩建二

期、宝山体育中心和图书馆改造工程，加

快推进华山医院北院、大场医院、宝山国

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建设。要继续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实施新一轮公共

卫生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加强甲型Ｈ１Ｎ１
流感防控；完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加快推进国家卫生镇创建。要积极推动

教育内涵建设，编制教育中长期改革发

展规划纲要，深化教育联建、委托管理、

合作共建等机制。要加快推进体育事业

发展，加强健身苑点建设，开展全民健身

运动；组团参加第十四届市运会，承办中

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比赛。要

扎实推进文化便民工程建设，不断扩大

农村有线广播覆盖面，着力提高文化资

源配送服务能力。要巩固文明城区创建

成果，深化文明小区、文明村和文明单

位、文明示范区域创建，组织开展抗战胜

利６５周年纪念活动。要继续加强人口
计生工作，全面推进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深入研究并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

（六）着力夯实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工作

按照“四个不发生、三个下降、两个

提升，一个争创”瑐瑧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

矛盾调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

等重点工作，努力使社会更加和谐。要积

极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和评估机制，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健全大

调解工作格局，按照“调解优先”的原则，

切实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

着力充实区、镇和社区、村和居委会三级

调解力量，做到“小事不出村（居）、难事

不出镇（街）、矛盾不上交”。坚持信访联

席会议、领导包案、接访、下访等制度，积

极探索信访事项终结、基层信访代理等制

度，积极化解一批社会矛盾。要着力加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争创“上海市平

安城区”，扎实推进基层综治工作，努力

形成群防群治、专群结合的治安防控体

系。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继续遏制刑

案高发势头。深入开展与“法轮功”等邪

教组织斗争，维护国家安全。要认真抓好

公共安全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大力加强消防、道路交通、食药品等领

域安全监管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

产安全。要扎实开展抓基层、打基础工

作，全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宣传弘

扬村（居）党组织书记、主任“排头兵”的

典型经验，持续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培训工

作，不断完善基层工作机制，着力形成推

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

工作局面。

（七）着力深化依法治区工作

按照“三个最大限度”的要求瑐瑨，进一

步加强社会建设，深入推进依法治区工

作，努力使执法公信力更加凸现。要大

力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按照“两高一

少”瑐瑩的要求，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扎实推进并联审批等工作，依法依章

公开办事程序和结果，进一步提高行政

效率和办事透明度。要扎实推进民主政

治建设，积极支持人大、政协依法履职，

着力推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独立公正

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

在群众工作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拓

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进一步提高依法

监督、依法行政、民主协商的能力水平。

要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规范执

法行为，全面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法制教

育，通过分期分批全员培训执法人员，使

其具备本职岗位需要的法律知识、尊重

执法当事人的品德以及应有的文明素

养、法律语言和应对媒体的本领，进一步

提高公正、严格、文明执法的能力水平。

（八）着力巩固提升学习实践活动

成果

按照中央和市委的要求，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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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瑧

瑐瑨

瑐瑩

“四个不发生”：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发生重大恶性案件、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不发生新的违法建筑增量；“三个下降”：群体性社会矛盾总量有

所下降、刑事案件发案总量有所下降、生产安全事故总量有所下降；“两个提升”：群防群治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有所提升；“一个争创”：努力争创

“上海市平安城区”。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７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并下发沪委发［２００９］１７号文件《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的若干
意见》，对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三个最大限度”的指导思想，即：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市政府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指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行政效率最高、透明度最高、收费最
少”的地区。



学习实践活动，不断巩固提高活动成果，

努力形成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

制。要不折不扣完成活动任务，区第一

批单位要加强整改及后续工作，认真组

织开展“回头看”，全面落实整改事项；

第二批单位要按照“四明确一承诺”瑑瑠的

要求，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坚持边学边

改、即知即改，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组织

完成活动总结工作。第一批、第二批单

位要加强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切实把整

改成果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各项工作，不

断提高活动的实效性。要巩固提升活动

成果，抓紧健全和完善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的长效机制，归纳提炼好的做法和

成功经验，努力使活动成果转化为推动

科学发展的动力源泉；下更大决心、花更

大力气，扎实解决一批影响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使活动成

果全面融入到各项工作。

（九）着力编制好“十二五”发展规划

按照“凝聚各方智慧、形成共识”的

要求瑑瑡，深入研究涉及宝山加快发展转

型的重大问题，不断理清“十二五”期间

的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科学

编制“十二五”发展规划。要结合学习

实践活动形成的共识，坚持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坚决贯彻中央和市委关于调

结构、促转型的部署要求，积极融入全市

发展大局，认真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经济

结构调整、重大社会事业项目建设、和谐

社会建设等工作主线，努力使科学发展

观贯穿于编制形成“十二五”发展规划

的全过程。要结合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发展目标和“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坚持以
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明确“十二五”

期间具体发展、建设、管理和服务的重

点，力争在“十二五”期末基本解决城乡

二元结构中的突出问题，为率先实现城

乡一体化奠定基础。要结合产业结构调

整、城市功能完善、城乡发展融合的目

标，围绕“一带、两轴、三分区”的总体规

划的要求，谋划好滨江沿线、轨道交通站

点、大型居住区、老镇旧区改造以及工业

园区的发展。要结合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和质量，积极研究城市建设和管

理、社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稳定与

和谐等方面的瓶颈问题，努力形成和谐

社会全区共建、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维护

稳定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十）着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按照中央决定和市委、区委实施意

见的要求，大力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

建设，努力使党建工作更加富有成效。这

次全会要讨论审议《区委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审议

通过后，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统

一思想认识，全面推进实施意见各项目标

任务的完成，努力为加快现代化滨江新区

建设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要扎实推进

理论武装工作，围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

型政党的要求，探索创新各级中心组学习

形式，不断提高学习的规范化、科学化水

平；充分发挥东方讲坛、社区学校等平台

作用，大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进基

层、进社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一

步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大力弘扬社会新风

尚，努力营造齐心协力、团结和睦的良好

社会氛围。要全面加强组织建设，认真贯

彻中央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

核评价机制、进一步从严管理干部的意见

等规定，贯彻《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全国党政领
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
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

划》的要求，紧密结合宝山实际，大力加

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党

的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深化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牢固树立“人才是

第一资源”的思想观念，扎实推进人才队

伍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围绕“能力、活力”组织开展公务员岗位

大练兵，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全面加强农村、社区、“两新”组织、企事

业单位和机关党建工作，完成村（居）党

组织书记、主任“排头兵”评选工作，积极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稳步推进基层党组织

领导班子“公推直选”瑑瑢，全面落实党代表

接待日等党代表任期制配套措施。要不

断深化反腐倡廉建设，继续推进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

党风党纪教育、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

位廉政教育，认真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各项规定，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从政

行为。坚决贯彻中央关于领导干部问责、

巡视工作、国企领导干部廉洁从业等规

定，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民主集

中制、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党员领导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诫勉谈话和函询等

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巡察和派

驻纪检组工作，进一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

和监督机制。坚持以开展对工程建设领

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为重点，加强对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强化源头治本

和行政监察工作。继续加大办信查案工

作力度，深化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和职务犯

罪预警机制试点以及“两新”组织反腐倡

廉建设试点工作，进一步提升惩治和预防

腐败的综合效能。要继续加强区委常委

会自身建设，健全和完善区委委员（候补

委员）列席常委会会议、区委常委定期向

全委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列席全委会等制

度，全面落实民主集中制、理论学习、调查

研究和干部谈心、谈话等制度，着力塑造

更加优良的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

生活作风。要积极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发

展，促进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

胞关系和谐；加强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联

谊工作，完善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机

制，广泛凝聚社会力量。加强民族、宗教、

侨务和港澳台工作，推进人民武装、党校

和保密、档案和老干部等工作，做好都江

堰和其他对口支援工作。

同志们，２０１０年，我们面临光荣而
艰巨的发展任务，必须鼓足干劲、扎实工

作。做好明年工作，关键在党，各级党员

干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切实

以“每天当作第一天，用心做好每一件”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投入明年各

项工作，以经受考验为施展才能的舞台，

以迎接挑战为磨砺自我的机遇，持续推

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

市委精神，紧紧围绕“四个更”的奋斗目

标，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又好又

快建设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

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滨

江新区而努力奋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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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瑑瑡

瑑瑢

明确整改落实项目、明确整改落实目标和时限要求、明确整改落实措施、明确整改落实责任、采取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公布，做出公开承诺。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使“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成为凝聚各方智慧、形成
共识的过程；使“十二五”发展规划的执行过程，成为上海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

“公推”：采取组织推荐、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和个人推荐等形式，公开推荐基层党组织的委员、书记和副书记候选人；“直选”：通过党员大会直接选举基层党组织

的委员、书记和副书记。



区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在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宝山区区长　斯福民

区长斯福民作政府工作报告 摄影／李苏新

①　指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世博筹办有序进行”的工作要求。
②　指区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加快建设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现代化滨江新区”的奋斗目标。
③　根据市统计口径，此项指标表述为“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④　报告所列数据有小数点时均保留一位小数。
⑤　如月浦镇被评为“全国文明镇”，友谊路街道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城市体育先进社区”，淞南镇、

高境镇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罗店镇列入“全国发展改革试点小城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试点城镇”，顾村镇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罗店镇、庙行镇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区合作交流办被评为“全国东西扶贫协作先进单位”；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

上海宝谊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等等。

⑥　追加担保资金１５００万元，担保规模扩大至３亿元。
⑦　其中政府投资项目３２个、社会投资项目３１５个，包括２００８年底集中开工的一批重大产业、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等。
⑧　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所确定的相关主要经济预期目标为：增加值可比增长１２％，区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８％，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１５％，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３％。

一、２００９年工作回顾

２００９年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形
势最复杂、困难最集中的一年，也是我们

团结拼搏、迎难而上的一年。全区人民

在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

共宝山区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全面落实“四个确保”要求①，围绕

“四个更”奋斗目标②，加快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展，完成了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区经济在严峻

挑战中经受考验、稳健发展，调结构、促

转型取得新突破。统筹城乡发展在体现

世博会主题、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力度加

大，一批功能性项目加快推进。社会事

业在民生持续改善中加快发展，为民实

事项目全面完成，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③ 分别增长 １０％和
１０１％④。平安建设在共建共享中深入

推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各街镇（园

区）和委办局奋发进取，克难前行，取得

显著成绩⑤，本区荣获“上海市文明城

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全国平安

畅通县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

“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

区”等称号，通过全国县（市）科技进步

考核，入选全国首批“实施国家知识产权

强县工程”，为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

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区，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一）应对挑战保增长、调结构、促

转型，经济保持平稳发展

坚持保增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

机统一，帮扶企业破难题，主动作为调结

构，因势利导促转型，积极推动现代服务

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快推进高新技

术产业化，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经济保持平稳

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２００９年开局，
经济延续上年四季度下行态势，企业困难

加剧，就业形势严峻，经济社会发展遇到

诸多挑战。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市委和市

政府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区委的一系列

决策，积极把握发展中的有利因素，及时

出台财力下沉、融资服务、帮扶企业、加大

投资、招商引资、扩大消费等一揽子政策

措施，全力以赴保增长、促发展。适时、适

度调整区镇财政收入分配机制，加大财政

转移支付力度，搭建区级融资平台，支持

街镇（园区）经济发展。建立企业服务中

心，完善服务平台，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

企业发展，追加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资

金，扩大担保规模⑥，扶持５家小额贷款
公司发展，发放贷款４９亿元，受益企业
３９６户次。建立重大项目定期推进机
制，及时解决动迁安置等突出问题，全年

在建项目达３４７个⑦。加强招商引资，到

位外资２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２７％；新
增注册企业４６３４户，同比增长６２１％，净
增注册企业４０７３户。落实家电下乡等专
项补贴，多渠道扩大消费。加强综合监

测，经济运行呈现逐季回升、稳定增长的

态势。全区增加值完成５４９１亿元，可比
增长１２１％；区地方财政收入完成６２７
亿元，同比增长９１％，区可用财力达到
１０２６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２７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４％⑧。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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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１９日，上海市宝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举行 摄影／李苏新

⑨　指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

⑩　宝山区目前已获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信息和软件服务业产业基地、新材料产业基地认定。

瑏瑡　此项指标年度统计数据由市统计局、市发展改革委和市经济信息化委在次年年中联合发布。

瑏瑢　指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两个规划合二为一。

瑏瑣　指由宝山区环保部门自行创设、表征地块环境整体状况的综合性指标，通过对全区１５０个网格的环境质量、污染排放量、污染源、环境矛盾等指标进行综合评
分，得出相应定性与定量值，并结合“环境网格色标”管理用对应的颜色进行标识。

　　坚持在保增长中调结构，在促转型
中谋发展。加大政府投入，促进社会投

资，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２１７亿元，同
比增长３２３％；其中社会投资１９３３亿
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８９１％。优
化投资结构，第三产业投资完成１７０亿
元，同比增长 ３７２％；第二产业投资完
成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４％。淘汰“两
高一低”⑨等劣势企业 ７２户，盘活低效
土地１５００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
政府收储、市场运作，存量土地利用占全

年建设项目用地总量的 ５７４％。加快
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

等集聚效益显现，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

心、上海呼叫中心产业基地、上海智力产

业园一期等建成使用，上海国际节能环

保园等列为市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本

区获国家服务业导向资金支持项目占全

市的５０％。完善商业布局，沃尔玛殷高
西路店等项目开业，大华虎城巴黎春天

等项目竣工，星月商务广场、世华商务广

场等项目加快建设。建立上海水上旅游

促进中心，开辟长江中下游旅游航线。

坚持项目准入标准，加快工业向园区集

聚，大力提升制造业能级，发那科机器人

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华润雪花啤酒等

项目顺利竣工，拉法基石膏等项目相继

投产。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整合

国家、市和区技改资金等１８亿元，３２个
产学研项目加快推进，９３个项目列入国
家和市创新基（资）金、重点新产品计

划，４１个项目列为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项目，专利申请总量达３８７８件，本区成
为上海市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之

一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强集体合

作农场与农业龙头企业、江杨农产品市

场的对接，完善合作农场经营管理机制，

规模经营农业用地达 ３４万亩，“宝农
３４”大米获得上海首届优质稻米品鉴评
比唯一金奖。加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

经济，推进“宝山工业园区—石洞口电

厂”热电联产工程。完成新格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等１５个节能技改项目，可节约
标煤９万吨。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继
续下降瑏瑡。

（二）服务世博抓建设、促管理，城

乡面貌明显改观

坚持迎世博与提升城市形象、完善

城市功能、提高管理水平相结合，统筹推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努力建设整洁有序、

生态宜居的城乡环境，全区人民在广泛

参与中共享“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

博主题。

扎实推进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周密
组织“五个一”整治、“五路专项”整治、

“一网三治攻顽症”等５个“百日行动”，

深入开展“三五行动日”、“流动红旗竞

赛”等系列活动，累计社会参与达 ５５８
万人次，清理户外广告５０６３块，规范店
招店牌 ７９１４块，整治道路 １９８万平方
米，清洁立面２００万平方米，完成城区积
水点改造 ４７处、农村环境建设点 ９９２
个、旧小区综合改造１１５万平方米、二次
供水设施改造６５１万平方米，更换居民
燃气内管１７０５３户，调整提升绿地景观
２８０万平方米，保洁重点水域２４６万平
方米，完成市下达和区确定的整治任务。

加快功能性、基础型项目建设。以

规划引导项目实施，完成“两规合一”瑏瑢、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土地储备计划，编制完成
顾村和罗店大型居住社区拓展区市政专

项规划。以功能性项目带动滨江带开

发，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引桥和码头工程

主体结构贯通，吴淞客运中心客运楼结

构封顶，长江河口科技馆、吴淞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二期等项目扎实推进。全面

加快基础型项目建设，沪太路拓宽工程

全线贯通，轨道交通７号线一期竣工通
车，罗北路等骨干道路建设全面竣工，宝

安公路、镜泊湖路等道路工程加快启动。

?川路Ｇ１５０１（Ａ３０）人非立交工程主体
竣工，场中路等７个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有序推进。

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推行“环

保网格色标”管理，区域网格污染指数瑏瑣

同比下降 ８３％，重度和中度污染区域
减少９６平方公里。完成西干线污水干
管工程５０个井位腾地，月罗路、罗北路
１１１公里污水干管竣工投用，罗溪路、
集贤路二级管网与罗南、小川沙污水泵

站开工建设，完成北部五镇污水二级管

网敷设１８６公里，完成８３３万平方米住
宅小区和８９０个企事业单位点污染源纳
管，城镇污水纳管率从 ６０％提高到
７０％。巩固提高１２７条中小河道整治效
果，完成练祁河等一批骨干河道、黑臭河

道的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全年新建绿

地１９０公顷，顾村公园部分对外开放。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继

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区财政投入

支农惠农资金 ８８亿元，同比增长
３２３％。对经济薄弱村实行基本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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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财力扶持。新建、改建农村公路４８公
里。完成１８４４户农户村庄改造、６９０９户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工程。罗泾镇陈

行村等３个村成功创建“上海市村容整
治示范村”。建成月浦镇聚源桥村等１３
家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完成１０９个行政
村网站瑏瑤建设。罗店小城镇发展改革试

点稳步推进。

健全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实行道路

网格化管理，妥善处置道路网格事件

７５万件，处置及时率和结案率达到
９９９％。启动水域网格化管理，妥善处
置水域网格事件５７７件，处置及时率和
结案率达到１００％。试点地下空间网格
化管理，启动地下空间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预案编制，推进“两防一体化”瑏瑥建设。

健全拆违控违快速处置机制，拆除违法

建筑２３８万平方米，２８１个村（居）委通
过拆违控违达标验收。

（三）围绕民生抓统筹、促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坚持保民生与保增长紧密结合、统

筹兼顾，不断加大财力保障力度，继续实

施和完善普惠性政策举措，大力推进社

会事业均衡化发展，民生持续得到改善。

把保就业放在突出位置。出台稳定

岗位、扩大就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年

新增就业岗位３０２０３个、完成年度指标
的１００７％，实现非农就业６６６９人、完成
年度指标的２２２３％，帮扶困难企业稳定
就业岗位１１００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
制在３万人以内。创办全市首家农业创
业园，实现“一街镇一特色创业场地”全

覆盖，扶持８７７人成功创业。实施公共
就业服务“三进”校区行动，推进“一村

一居一大学生工程”瑏瑦。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１７万人次。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２２４９人瑏瑧。残疾人应届大学生就业率连
续７年实现１００％。建成来沪从业人员
就业服务中心。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

制、劳动关系协调体系等进一步完善。

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１６０４名

农村户籍无保障人员纳入社会保障，农

村社会保障覆盖率达 ９９６％。农保月
均养老金、老年农民最低月养老金标准

进一步提高瑏瑨。４１５５名新征用地人员全
部纳入社会保障。城镇居民医保缴费人

数达１２９万人。３９５０名外省市城镇户
籍来沪从业人员纳入城保。２２８万名
来沪从业人员参加综合保险。３２万人
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实现应保

尽保。不断完善“五助”瑏瑩体系，实施分

类救助政策瑐瑠。社区市民综合帮扶继续

拓展，帮扶困难群众６２１１人次。建成罗
店镇敬老院，杨行镇敬老院主体工程竣

工。新增养老床位８５０张，新增居家养
老服务对象２６２７人。“全国残疾人工作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通过市级验收，各街

镇“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在全市率

先实现全覆盖。

加快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完善廉

租住房受理机制，新增廉租住房受益家

庭５８８户、累计达到２０５４户。顾村１６
平方公里保障性住房基地完成前期动

迁。大场老镇改造完成核心区动迁居民

回搬１１９９户，回搬率达９９５％。罗店老
镇改造试点启动瑐瑡。顾村老镇、杨行老

镇改造完成规划编制。七牧场小区改造

工程主体结构竣工。海滨新村、泗塘一

村等旧小区改造加快推进，新改造居民

楼２６万平方米、受益群众６９９户，累计
完成改造 ６１万平方米、受益群众
１６９６户。

着力改善市民出行条件。加大扶持

力度，完善公交网络，新辟宝山１２路、１７
路、８４路、８５路和宝村２路，调整延伸１０
条公交线路，开通２条社区巴士线路瑐瑢，
实现农村公交“村村通”。新建公交候

车亭６０个、公交站点４个，新辟公共自
行车免费租赁点 １０个，更新公交车辆
１５２辆，全区１１８条公交线路、２１８０辆公
交车全面实现优惠换乘。规范执法行

为，加大执法力度，客运交通市场秩序保

持平稳有序。

推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完善

城乡教育经费统筹机制，与华东师范大

学共建的新农村教育发展区二期项目顺

利实施。全区５９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农
民工同住子女全部进入公办和民办学校

就读。培智学校和特教康复中心建设有

序推进。区域职业教育合作框架基本形

成。稳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改

革。率先在全市开展教师科技素养公共

课程培训，建成机器人、生物与环境等

１１个创新实验室。本区学生在上海市
“明日科技之星”评选、上海市英特尔创

新大赛等比赛中再获佳绩瑐瑣。

加强公共卫生保障能力建设。加快

医疗资源纵向整合，完善社区卫生服务

集团运作管理。宝山中心医院改扩建工

程一期竣工，华山医院北院顺利开工，大

场医院新建工程正式启动。罗店医院等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稳妥推进。全面实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药品零差

率”，直接减少群众药品费用 ７３７７万
元。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和疫苗接种工
作有序推进。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保持

１００％。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深入，罗泾镇
“国家卫生镇”创建工作通过市级考核。

本区成为上海市人口计生工作综合改革

首批试点区。

巩固文明城区创建成果，推进文化

体育等各项事业发展。围绕“精彩世博、

文明先行”主题，积极开展系列文明实践

活动，顺利完成世博会志愿者招募工作。

加强文化品牌建设，大型现代沪剧《红叶

魂》被中纪委纳入学习王瑛同志先进事

迹全国文艺调演重点剧目；建成庙行、淞

南、高境、张庙等街镇文化活动中心，“农

家书屋”和农村文化“三位一体”服务点

实现全覆盖；巩固有线电视“户户通”工

程，试点恢复北部农村有线广播；完成文

艺下乡演出１１２场、农村（社区）公益电
影放映 ４８００场，观众超过 ６５万人次。
区体育中心、图书馆、宝山国际民间艺术

博览馆、吴淞文化景点一期工程、大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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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指结合“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为行政村建立的在网上进行村情、村务公开和相关信息发布的网站。

指战时防空与平时防灾减灾一体化。

指由区相关部门结合相关政策，通过公开招聘，使每个村（居）委均有１名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实习或见习，并在实习或见习结束后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大
学生在村（居）委就业。

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按时安置率保持１００％。
区农保月均养老金、老年农民最低月养老金标准分别从３７３元和１８０元提高到４２７９元和２２０元。
指助困、助学、助医、助老、助残。

指按照困难人员致贫原因、身体状况、劳动能力、困难程度和自救能力等具体情况，制订不同的救助政策，加大针对性的救助力度。

罗店老镇改造完成市河街样板段改造、新桥仿古建设和塘西街商业街改造。

指轨道交通站点至居民区的便捷公交，目前首批已开通的两条社区巴士线路为共富社区１线、富锦社区１线，主要服务顾村、月浦及周边地区，今后将陆续
开通其他线路。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学生共获得市级以上各类奖项１５００余项。其中，１名学生获上海市“明日科技之星”称号、７名学生获“科技希望之星”称号；在第２４届英特
尔创新大赛上获７４个奖项，其中一等奖１５项；在全国第十届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团体总分第五名。



体科技中心等项目顺利推进。完成科普

培训３万余人次。成功举办第二届区运
会等一系列群众性体育活动。我区输送

的运动员刘子歌、许昕等在第十一届全

运会上获得４金４银２铜的优异成绩。
军民共建活动深入开展。首部《宝山区

志》编纂出版。民族宗教工作进一步加

强，圆满完成市交办的专项治理试点工

作。侨务、对台、档案等工作扎实推进。

（四）夯实基础保稳定、促和谐，社

会保持安定有序

坚持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与创新社会

管理服务相结合，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健全基层管理服务网络，加大矛盾化

解力度，深入推进平安宝山建设，社会保

持和谐稳定。

加强基层管理服务。精心组织，加

强指导，顺利完成７９个村委会、２６１个
居委会换届选举，１２４名大学毕业生充
实到村（居）委会，组织新任村（居）委

干部培训４００人次，村（居）委主任“排
头兵”评比活动扎实开展。推行街道居

委会电子台账瑐瑤。村级组织的收支状况

全部纳入区经营管理网络监管系统，村

级会计委托代理实现全覆盖。实施售

后公房物业管理补贴政策，区财政补贴

２４２４万元，推进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提
高。建立９６２１２１物业呼叫平台，群众
物业报修得到及时处置。积极整合社

会资源，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加快形成大调解格局。深入开展“五五

普法”宣传教育。社会帮教工作扎实

推进。

加大矛盾化解力度。探索建立社会

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规范信访工

作流程，不断提高初信初访化解率和群

众满意度，群众初次来信和网上信访受

理告知率、处理结果告知率、工作态度满

意率、处理结果满意率等４项指标综合
得分名列全市首位。建立健全预防和化

解群体性劳资纠纷的预警、调解、应急等

６项机制，积极开展重信重访专项治理
工作，成功化解、缓解一批信访突出矛盾

和群体性矛盾，市下达重信重访案件的

办结率达１００％、化解率达７８８％，居全
市前列。圆满完成国庆６０周年等一系
列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期间的维稳

工作。

全面部署推进迎世博安保工作。加

强重点目标防控，实施区域边界联防联

控。开展“迎世博、保平安”社会治安突

出问题整治行动，推进娱乐场所专项整

治，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群众安

全感继续提高。整合群防群治力量，组

建平安志愿者队伍，积极推广社区居委

“三必”工作法瑐瑥、社区民警《民情日记》

工作法等典型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网络进一步完善。不断加强街镇综治工

作中心和村（居）委“六位一体”综治警

务室规范化建设，“住宅小区封闭式管

理”和“综治进企业”工作扎实推进。全

面落实抄告制度，“两个实有”瑐瑦管理实

现全覆盖。

着力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加强应急

平台建设，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

机制，强化信息安全保障。加大重点企

业、重大危险源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排查隐患２２６９条，整改率达９８％以上。
完成４６万人次农民工安全培训。深入
开展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瑐瑧、“三项建

设”瑐瑨，安全小区创建试点工作扎实推

进，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坚持规范

执法，强化执法管理，加强道路交通排堵

保畅和消防安全工作。开展“食品安全

示范街镇”创建活动，产品质量、食品和

药品安全的市场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

（五）加强管理重服务、提效能，政

府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

坚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各项工

作相结合，突出实践特色，全力攻坚克

难，注重管理创新，强化服务基层，着力

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

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落实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若干意见》瑐瑩，突出实践载体瑑瑠，突

出推动科学发展，突出解决民生问题，

深入开展调研，认真剖析问题，扎实推

进整改瑑瑡。运用学习实践活动取得的新

成果，发挥基层和各方面积极性，改进

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方式。综合规划、财

政、土地、环保等调控手段，加快结构调

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行政府投资项

目金融服务集中招标，与金融机构签订

综合授信协议。完善重大工程动迁机

制，推进“阳光动迁”。着力深化学习实

践活动形成的新共识，加强前瞻性研

究，完成“十二五”规划前期课题调研。

完善政府管理制度。健全科学民

主的决策机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

项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加强公共财政

体系建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民

生、促进发展等方面投入得到有力保

障。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事原则，公

务接待、出国（境）、公务购车用车等费

用进一步压缩。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和

“采管分离”制度继续完善，采购范围延

伸到各街镇。“镇财区管”瑑瑢财政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小金库”整

治工作继续深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启动。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国有、集体资产监管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强。全面完成本区第二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

大力提高行政效能。平稳、顺利完

成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建立政府部

门、街镇（园区）与企业横向联动的沟通

联系机制，网上行政审批管理和服务平

台建设稳步推进。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全力做好对

口支援都江堰市向峨乡灾后重建工作。

开展第四轮“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政

风行风建设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继续深化。廉政建设和行政效能建设

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公务员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

完善政府工作监督机制。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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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指由友谊路街道在全市率先开发并使用、集居委会基础资料和动态工作纪实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以在线工作模式实现街道对居委会工作、信息等的

实时了解。

指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会开展的“陌生人必问、可疑者必查、来访（亲友）者必带”工作法。

指实有人口、实有房屋。

指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行动、执法行动、治理行动。

指安全生产法制体制机制建设、能力建设、监管队伍建设。

指区委五届八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指区委确定的“围绕宝山‘四个更’目标、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学习实践活动载体。

确定的８２项整改措施中，７６项如期完成整改，６项跨年度整改事项按节点推进。
指区级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账户统设、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和票据管理等方面，对镇级财政进行管理和监督。



公开力度加大，电子政务推广应用范围

拓展。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大

资金、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开展对政府

投资项目的效能审计。加大对土地管

理、动拆迁、节能减排、环保等工作的行

政监察力度。自觉接受区人大、区政协

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坚持并完善向区人

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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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实效。去年

“两会”以来，区政府收到的３４１件人大
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中，已采纳和

解决的１９１件，正在解决的１２８件，留作
参考的２２件；代表、委员对办理结果表
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３１３件，表示理解
的２８件。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的一年，面对来

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我们沉着应对，团

结拼搏，在攻坚克难中昂扬向上，在艰辛

奋斗中推进发展，全面完成了保增长、保

民生、保稳定、迎世博各项任务，为今后

更长时期、更高水平上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经历种种复杂局面的考验，我

们深切体会到，只要我们认清大局大势，

把握大政策、大环境，借势借力，主动作

为，咬定目标，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克

服困难、战胜挑战、赢得发展。成绩的取

得来之不易，共同奋斗的实践历程弥足

珍贵，这是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科学决

策、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区干部群众同

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结果，也是区人大、

区政协和全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策

群力、监督支持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

宝山区人民政府，向全区人民，向给予我

们信任和支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

干部，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

士、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向部市

属单位、驻区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向关心

和支持宝山发展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

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可持

续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发展方式转

变、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需进一步加

快；城市建设管理水平与世博会的要求

还有差距，长效管理机制还需进一步完

善；就业、社会保障、旧区改造、住房保障

等民生难题还比较突出，工作力度还需

进一步加大；平安建设的任务还很繁重，

社会稳定的基层基础工作还需进一步加

强；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还未彻底解

决，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抓推进、抓落实

的工作效率，以及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

平，还需进一步提高。对此，我们必须高

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二、２０１０年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２０１０年是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年，是
完成“十一五”规划、编制“十二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一年，也是宝山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

“四个更”目标的关键一年。当前，发展

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我国经

济仍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宝山和

全市一样，在新一轮发展中既面临新的

机遇，也将面对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加

快调结构、促转型的压力更大，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总体来说，

我们面临非常光荣而又十分艰巨的任

务，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懈怠。

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和市政府的工

作要求，按照区委五届九次全会的总体

部署，积极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抓住上海

举办世博会和推进城市化的契机，围绕

“四个更”奋斗目标和加快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展，乘势而上谋发展，坚定不移调

结构，持之以恒惠民生，统筹兼顾促和

谐，齐心协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

建设。

根据区委五届九次全会的部署，综

合各方面因素，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增加值可比增长 １２％，
区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１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５％，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同比增长２０％，万元生产总值
综合能耗下降 ５％左右，城镇和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增长１０％，新
增就业岗位２６６００个以上。

做好今年工作，必须进一步增强机

遇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以更加坚

定的信心、更加清晰的思路、更加务实的

作风、更加有效的方法，紧紧围绕“四个

更”奋斗目标，聚焦城乡一体化发展

“３５８”、“６５０”瑑瑣的指标体系，抓住世博会
举办和城市化推进的重大机遇，统筹推

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全面提升宝山

城市化水平奠定扎实基础。必须把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关键环节，坚

定不移调结构、促转型，保持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必须把重点地区、重大功能

性项目作为推进载体，带动、优化发展

布局，加快提升城市功能。必须把改善

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力气，着力解

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让人

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必须把推动科

学发展、保障民生与促进和谐有机结

合，夯实基层基础，创新管理服务，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必须结合编制“十二

五”规划，进一步凝聚力量，集中民智，

深化发展共识，明确发展目标，绘制发

展蓝图，推动发展进程，共建共享宝山

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

经济实力更强

紧紧抓住当前调结构、促转型的有

利时机，结合产业布局调整、城市功能拓

展和生态环境治理，发挥功能性项目带

动效应，提升现代服务业集聚效益，发展

先进制造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在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优化经济结构

和城市功能布局，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和效益。

第一，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结构调

整。充分利用独特区位、产业基础、城市

化空间等综合优势，大力促进产业结构

与城市形态功能的融合。加大规划引导

调整的力度，深化“两规合一”规划落

地，制订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三年行动

计划，推进南大路化工区、吴淞工业区、

外环线以内危化企业和仓储企业等重点

区域、重点行业调整转型。有序实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土地储备计划，加快启动
邮轮港商贸服务区建设，带动滨江带、进

而推动黄浦江北延伸段整体功能开发。

加快推进罗泾散货港配套产业园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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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指统筹城乡一体化“３年加快推进、５年形成格局、８年基本实现”；着力在“统筹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管理”等６个
方面下功夫；加快推进落实５０项主要指标和实事项目。



设，辐射带动北部地区发展。大力推进

３条轨道交通线周边规划实施，完善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促进电子商务、研

发设计、呼叫中心、总部经济等产业集

聚。结合淘汰低效劣势企业，盘活利用

存量土地，加快完善顾村和罗店大型居

住社区规划，充分发挥沪太路、宝安公路

城市发展轴功能，加快形成与城市化相

适应的产业布局。

第二，坚持抓投入、扩内需，提升发

展动力。坚持加大投资与优化结构相

统一，大力促进社会投资，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加强与大集团、大企业的战略

合作，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

用，完善工作机制，拓展招商载体，提高

招商质量。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各项政

策措施，加快商业布局优化、业态提升，

推进绿地顾村商业中心等项目建设，完

善社区和农村地区商业网点配置。抓

住世博会举办契机，加快丰富“宝山滨

江之旅”内涵，积极发展工业、农业、文

化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强市场推介，挖

掘消费潜力。完善上海水上旅游促进

中心配套功能，创新营销机制，积极培

育、加快推进邮轮相关产业与旅游服务

业的联动发展。

第三，加大重大产业项目推进力度，

显现集聚效益。牢牢抓住项目载体，推

进上海智力产业园二期、上海国际钢铁

物流商务区二期、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

地等项目建设。加快信息服务、汽车服

务、钢铁物流加工配送等专业服务业发

展。加大政策聚焦力度，提升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综合效益。坚持项目准入标

准，加快先进制造业向产业区块集聚，提

升园区集中度。推进远东制药机械、海

隆石油厚管、钢联电子商务等项目建设。

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园区单位

产出率。加大对集体合作农场的扶持力

度，加快培育农产品品牌和农业龙头企

业。推进“宝农３４”优质大米“产加销一
体化”生产基地建设。调整优化种植结

构，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提升农业规模经

营效益。

第四，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增

强创新能力。加快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

行动方案瑑瑤，充分依托市区联动平台和

园区载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优

化项目推进机制，组织开展高新技术产

业化系列论坛，建立政府、企业、高校和

科研院所信息互通机制。聚焦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发挥上海电子商务创新服务

示范基地等孵化集聚功能。进一步加强

产学研合作，引导扶持企业技术中心建

设，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和应用水平。探

索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化投融资体制，进

一步鼓励金融服务创新。

第五，继续推进节能减排，创建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示范城区。编

制节能减排三年行动计划，加快重点用

能单位节能技术、管理、结构等改造，推

广节能技术运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加快引进节能环保机构和企业，拓展节

能减排与环保领域的技术交易。积极

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加强噪声污染控制

和固体废弃物的集聚利用，促进工业废

弃物及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再利

用。完成“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

排目标。

第六，不断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发

展活力。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大资金和

政策扶持力度，不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大力扶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加

快完善服务机构和专项引导资金管理，

健全企业融资、人才引进、项目审批等服

务机制，搭建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初创

成本、推进科技创新的各类公共服务平

台。加强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工作，

积极支持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加快发展。

大力推动国有、集体资产开放性、市场化

重组联合，完善资产监管制度和企业法

人治理结构，增强国资监管的规范化和

透明度。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稳定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村级会计

委托代理工作体系，稳妥实施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探索推进村镇

银行发展。

（二）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

平，促进城乡环境更美

坚持建管并举，发挥世博会和城市

化带动效应，加快重大功能性项目建设，

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提升城市建设综合效益，在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展中，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的水平

和质量。

第一，全力推进重大功能性项目建

设。加快完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功能配

套，为国际大型邮轮提供靠泊服务。加

快建设宝杨路水陆综合交通枢纽、临江

大道一期、滨江绿化景观带等配套项目。

启动建设塘后支路吴淞文化特色街。完

成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长江

河口科技馆等项目建设。吴淞客运中心

交付使用。基本形成与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相配套，以国际、国内水上客运服务为

主导，融生态景观、现代商务、旅游服务

为一体的滨江城市风貌。积极推动顾村

和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建设，带动城乡一

体化发展。

第二，加快完善道路交通组织体

系。配合 Ｇ１５０１（Ａ３０）越江隧道、长江
路越江隧道工程，推进江杨路、长江路

综合配套改造工程，加快启动 Ｓ７（Ａ１３）
建设，逐步强化沪太路、逸仙路 －同济
路客运功能，促进客运、货运有序分流。

积极配合推进轨道交通７号线北延伸
段及辅助设施建设，确保按照节点实现

全线通车，形成以３条轨道交通线为骨
干的大容量公交客运体系。加快推进

宝安公路、陆翔路等道路建设，进一步

完善顾村和罗店大型居住社区等重点

地区路网系统。

第三，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扎

实推进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全面

推行环保分类管理模式，建设覆盖全区

的环境监控网络，加强重点污染源监测

监控，巩固提升区域环境整治建设成果。

全面巩固吴淞工业区综合整治成效，完

善长效管理机制。启动南大路化工区环

境综合整治，关停１１家重点危化企业及
相关配套企业。发挥西干线污水干管对

区域二、三级管网的支撑作用，加快建设

北部五镇１６公里二级污水管网，完成罗
溪路、集贤路二级管网和罗南、小川沙污

水泵站建设。加快吴淞工业区南块 ９３
家企业截污纳管，推进１１００万平方米住
宅小区和１１９２个点污染源雨污水分流
改造。城镇污水纳管率提高到 ８０％。
完善河道整治管理长效机制，加快桃浦

河疏浚和潘泾一期、顾泾三期、界泾二

期、荻泾四期综合治理，区域骨干河道综

合整治率达到 ７０％。积极推进顾村公
园、智力公园等绿化工程建设。新建绿

地１５０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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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瑤 宝山区将重点发展民用航空、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子电器、软件与信息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



第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

设力度。统筹完善城乡规划体系，合理

安排城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集聚、村

庄建设、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积极探

索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互

动共进机制，有序推进村镇体系建设。

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保障机制，改革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提高设施建设

标准和利用率，完成 １６公里农村公路
大修。编制村庄改造五年行动计划，加

大农村房屋改造修缮的扶持力度，加快

２３００户农户村庄改造、１２００户农民新
村住房修缮。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加快罗泾镇、罗店镇等北部地区农村污

水收集管网建设，推进农业面污染源整

治，实施３４００户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
置工程，农田保护区污水集中处置率达

到７５％。
第五，完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提

升区域网格管理平台综合功能，整合道

路、环保、水务、民防等网格化管理资源，

强化巡查联动机制，提高及时反应、快速

处置能力。积极推行目标化管理，强化

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加大对

车辆乱停放、乱设摊等城市管理顽症的

治理力度，稳妥推进建筑渣土运输处置

区域专营。加强主要商业街区景观灯光

建设，探索建立主要道路、商业街区店招

店牌两级备案审查制度。完善 ９６２１２１
物业呼叫平台，健全物业管理评估考核

机制，提高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完善控

违长效机制，坚决遏止新建违法建筑，深

入推进村（居）委拆违控违达标工作。

加强防汛防台工作。加大地下空间安全

管理力度，继续推进“两防一体化”

建设。

（三）着力推进民生工作和社会事

业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更好

围绕改善民生、促进和谐，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突出重点、统筹兼顾，聚

焦就业、安居、有保障，切实办好一批群

众期盼的民生实事，大力推进社会事业

建设，促进公共服务均衡共享，持之以恒

地把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百姓。

第一，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开展“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工作，进一步

拓宽就业渠道，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

在３万人以内。推进街镇创业服务窗口

全覆盖，加强创业指导服务，完善扶持创

业政策，扩大政策覆盖范围，提高创业场

地入驻率，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加大对

高校、职校和技校毕业生，失业人员、农

村富余劳动力、征地劳动力等的就业援

助力度。实现非农就业 ３０００人。确保
“零就业家庭”、就业困难人员及时就

业。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完善来沪从

业人员就业服务中心功能，加强来沪从

业人员服务管理。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

度，推进基层劳动争议调解专业化、规范

化建设，进一步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第二，不断完善保基本、广覆盖、多

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

进老年农民养老金纳入农保管理，扩大

农保覆盖面，稳步提高农村养老水平。

完善小城镇社会保险配套措施，确保新

征用地人员社会保障落实率保持在

１００％。落实医疗保险政策，逐步扩大城
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参保人群。稳步提

高外省市城镇户籍来沪从业人员城保参

保率，扩大来沪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参保

人群。继续提高工伤保险管理水平。完

善分类救助政策，稳步提高农村低保家

庭、五保户、重残无业人员等的救助标

准。探索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农村合作医

疗的同步结算模式，进一步降低救助对

象的自行垫付金额。整合社会资源，拓

展社区市民综合帮扶覆盖领域。启动建

设大场镇敬老院，积极创建罗店镇、杨行

镇示范型敬老院。新增养老床位 １０００
张，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２４００名。推
进社区老年助餐点等为老实事项目建

设。加强残疾人“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

地”建设，推进社区精神残疾人员日间照

料站建设，争创“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

市”。

第三，着力推进保障性住房体系建

设。把住房保障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

在努力扩大市场供应、促进房地产市场

健康平稳发展的同时，加快廉租房、经济

适用房、配套商品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推进吴淞东块、西块等旧里改造，完成七

牧场小区改造居民回搬。加快旧小区成

套改造，完成改造面积２５万平方米以
上，实施旧小区综合整治１００万平方米。
完成大场老镇改造核心区动迁，启动罗

店老镇改造动迁基地建设，加快推进顾

村老镇、杨行老镇改造。配合推进顾村

保障性住房基地及其拓展区建设。加快

推进庙行共康、高境胜通、大场祁连等经

济适用房基地建设，开工面积达到３０万
平方米。探索实物房源筹措新途径，努

力提高实物配租比例，扩大廉租房受益

面，新增廉租住房受益家庭４００户。综
合村庄改造、项目建设等多项措施，加快

改善北部地区农民居住条件。

第四，积极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实施公共

交通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公交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区域公交站点、候车亭配置，

新建公交站点６个、公共候车亭６０个。
巩固农村公交“村村通”，发挥已建公交

枢纽功能，新增３条社区巴士线路，新辟
３条公交线路，调整１５条公交线路，探索
完善社区巴士运行管理机制，重点落实

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的衔接措施，逐步

形成由骨干线、区域线、接驳线、社区线

组成的便捷公交线网。

第五，不断深化教育事业内涵发展。

实施城乡教育优质资源共享机制改革，

完善优质教育资源委托管理制度，优化

学校资源布局，推进城乡教育联建体建

设。积极发展终身教育。重视发展特殊

教育。完成培智学校和特教康复中心等

项目建设，推进校舍安全工程。开展教

师流动机制改革，探索教师柔性流动机

制。深化课程改革，推进国家课程“校本

化实施”瑑瑥计划，开发幼儿课程“区本化”

项目，推进教学精细化管理。实施创新

人才培养工程，深化校际合作共建机制，

推动上大附中与上海大学联合开展高中

学生创新教育。完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绩效考核机制，推进名校长名师培养工

程，加强师德师能建设。

第六，持续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共

享。启动新一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

划，实施“公共卫生服务三化管理”瑑瑦，

促进社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加快形成“１５６０”瑑瑧便民就医圈。积极
推进华山医院北院、市一宝山分院病房

楼和大场医院等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宝

山中心医院改扩建二期工程。统一医

疗便民措施、绩效评估和培训带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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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瑑瑧

指对国家课程进行统整和“二度开发”，使之更符合学校和学生情况的教学拓展，实现课程实施的多元化、区本化。

指服务规范标准化、服务载体信息化、服务考核制度化。

指居民步行１５分钟到达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乘交通工具６０分钟到达一个综合性医院。



度，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完善社区卫

生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积极推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提高临

床医师技能和水平。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推进市一宝山分院、区老年护

理院等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实施合作

医疗基金区级统筹管理，建立全区村卫

生室实时结算数据中心，提升合作医疗

保障水平。加快推进罗泾镇、罗店镇

“国家卫生镇”创建，深化爱国卫生运动

和健康城市建设。深入开展人口计生

综合改革，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

制，统筹优化人口结构。启动本区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第七，加快完善公共文化、体育和科

普服务体系。推进和谐文化繁荣发展，精

心组织实施迎世博文化系列活动，开展抗

战胜利６５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基本建成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启动建设吴淞

文化景点二期工程，推进农村有线广播

“户户通”，完成本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工作。加快区体育中心、图书馆建设，

新建２０处新农村健身家园。组团参加上
海市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展“百村”、“百

企”、“百校”系列体育赛事活动。完善科

普资源共享平台服务功能，促进街镇科普

资源互通共享，科普村（居）委覆盖率达

到９０％以上。
第八，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

根本，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

展文明小区、文明单位创建活动，切实提

高人民群众参与世博、共建文明的积极

性。进一步净化社会文化环境，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大力推进

学习型城区创建，提升市民综合素质。

增强全民国防观念，积极支持国防和军

队建设，深入开展军民共建，做好新一轮

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工作。进一步

做好民族、宗教、侨务、对台、档案等

工作。

（四）切实加强社会稳定基层基础

工作，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按照“四个不发生、三个下降、两个

提升、一个争创”瑑瑨的要求，进一步夯实

基层基础，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加大预防

和调处社会矛盾的力度，有力保障城乡

公共安全，维护团结和谐的局面。

第一，加强基层建设，完善社区管理

运行机制。注重在街镇平台上整合资

源、优化队伍，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推进

社区建设。加强村（居）委会建设，增强

基层自治能力，强化村委会组织生产、社

会管理、公共服务功能，提高居委会管理

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水平。加强村

（居）委干部培训教育，深入开展村（居）

委会主任“排头兵”评选活动。推进住

宅小区业委会建设。加强１８家村级公
共服务中心建设，加快构筑有效便捷的

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大力推行公益项目

社会招投标，鼓励扶持本区公益性社会

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和民生服务

工作。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

专业服务水平。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社会矛盾

化解力度。完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

估机制，加强对重大工程、重大公共政策

等审批和出台前的风险评估，及时、有效

预防和化解群体性矛盾。积极探索公

开、公正、公平的信访终结机制瑑瑩和基层

信访代理机制瑒瑠，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和

法律援助，健全完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

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工

作机制，多渠道合力化解矛盾纠纷。加

强对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的服务管

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作

用。完善法制教育、诚信教育的常态长

效机制，引导群众自觉学法、守法、用法，

依法、有序、合理表达利益诉求，进一步

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和谐社会的浓

厚氛围。

第三，加强基础管理，保障城乡公共

安全。健全完善城市公共突发事件的监

测预警和预防机制，提高保障社会公共

安全的能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有效预防、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加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建

设，完善工作平台，提高管理救治和安置

帮教效果。发挥“两个实有”全覆盖的

基础性作用，加快完善长效机制，组建信

息员、联络员、管理员分层信息采集维护

队伍，加强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实有房屋

分色管理等制度建设，把管理网络覆盖

到基层一线，管理触角延伸到居民小区

和村宅。加大对重型货运车辆、客运交

通市场的执法力度，依法治理非法营运，

规范客、货运市场秩序。加强安全生产

管理监督和源头治理，深入持久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安全生产技术防

范投入，严防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

切实抓好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加强产

品质量、食品药品和食用农产品等市场

监管，确保城市和谐安全。

各位代表，做好以上各项工作，呈现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宝山，将为举世瞩目

的上海世博会增光添彩，也将为宝山未

来发展奠定基础。我们要围绕确保上海

世博会成功举办，进一步做好服务保障

工作。一是全面完成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计划。继续深入开展“三五行动日”、

“流动红旗竞赛”等系列活动，营造“参

与世博、奉献世博、共享世博”的良好社

会氛围。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

文明素质，整体提高窗口服务行业服务

水平，加快创建健康城区，加强市容环境

综合治理，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城市

有序运行，展现良好形象。二是进一步

做好世博会保障工作。贯彻“平安世

博”各项工作要求，严格落实责任制，全

面加强社会面防控、重点目标保卫等工

作。完善治安防控网络，健全公安、司

法、信访、街镇等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

落实社区、街面、企事业单位的治安防控

措施。不断完善专项工作机制，切实解

决治安突出问题。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

案，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充分调动各方

面积极性，确保社会稳定。三是精心做

好世博会服务工作。加强世博游览路线

本区沿线景观的创建管理，全面做好交

通组织、宾客接待、志愿者服务等工作，

精心安排各项重大外事、内事活动，周密

组织世博园区文艺演出活动，当好东道

主，展示新风采。

要认真编制好“十二五”规划。一

是深入研究加快转型发展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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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瑨

瑑瑩

瑒瑠

指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发生重大恶性案件、不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不发生新的违法建筑增量；群体性社会矛盾总量有所下降、刑事案件发案

总量有所下降、生产安全事故总量有所下降；群防群治整体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有所提升；努力争创“上海市平安城区”。

指经过复核终结或核查终结程序的信访事项，各级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对同一信访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反映的同一信访事项“不再受理、不

再交办、不再考核、不再通报”，并对该信访人的非正常信访行为进行疏导教育和管理的制度。

指信访代理员根据信访人的委托，按照《信访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法，代信访人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协调联络，反馈沟通，

促进信访事项依法、妥善处理的一种信访形式。



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紧密结合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形成的共识，紧

紧围绕“四个更”奋斗目标和加快统筹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注重发挥

自身优势，把握世博会、城市化和调结

构、促转型等重大机遇，突出结构调整与

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目标和突破口，突

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完善和

城乡一体化的融合发展，突出持续提高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突出加快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出创新政府

管理服务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全面梳理

“十一五”规划落实情况，进一步深化前

期研究成果，明确“十二五”期间经济社

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

措。二是精心组织重大课题的大讨论，

广泛集中民智。结合编制“十二五”规

划，精心组织、广泛开展大讨论活动，使

规划编制过程成为凝聚智慧、形成共识、

描绘蓝图的过程，成为坚定信心、振奋精

神、鼓舞奋进的过程。三是对接细化，为

推进规划实施奠定基础。注重前瞻性，

加强操作性，主动对接、积极融入全市规

划体系，服从服务大局，积极争取支持，

善于借势借力，为巩固和扩大“十一五”

发展成果、顺利实施“十二五”规划，加

快现代化滨江新区建设奠定扎实基础。

三、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巩固和深化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的成果，坚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

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以作风建设为保证，

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信息公开为

重点，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不断提高政

府履职能力和水平。

第一，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不断提高行政效率。紧紧围绕“两高

一少”瑒瑡建设目标，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优化审批方式，扩大告知承诺和

并联审批的实施范围。精简审批环节，完

善部门内部审批流程。规范审批程序，实

行标准目录管理制度。深化电子政务建

设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推进各类应用事

项和网上协同办事。更加注重政府服务

与过程监管，加快电子监察系统建设，加

强对审批事项的全面实时监控。继续清

理审批事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严格执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二，进一步扩大政府信息公开，不

断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信息公开渠

道，依法有序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

进政府信息公开，加大政府投资项目、公

共政策、公共服务信息的公开力度。积

极稳妥地加大财政预算信息的公开力

度，推进财政性资金公开透明运行。加

强政府重大投资项目、涉及民生的重大

资金的审计监督与行政监察，继续推进

政府投资效能审计。完善公开机制和程

序，探索建立审计整改监督检查机制，推

进审计整改情况公开。

第三，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不

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大力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加大在改善民生、加强公共服务、

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投入。坚持勤俭

节约，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决压

缩行政经费，继续严格控制会议、公务接

待、出国（境）、公务购车用车等经费支

出。巩固深化对经济薄弱村的财政扶持

和结对帮扶工作。完善政府预算管理体

系建设，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加强对土地

出让收益资金、部门专项资金等的预算管

理。健全街镇财政工作规范，稳步推行

“镇财区管”管理模式。深化政府采购制

度改革，完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推进监

管职能与执行职能分离。扩大政府采购

范围和规模，试行通用产品的区、镇统一

采购。继续推进对口支援等各项工作。

第四，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不断加

强勤政廉政建设。坚持重大事项集体讨

论决定等决策制度。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和程序，注重吸收采纳社会意见。自觉

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

作监督，主动接受区政协的民主监督，认

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和各人民团体的意见，进一步做好人大

代表议案、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工

作。高度重视司法监督、舆论监督和社

会公众监督。继续加强廉政建设，深化

行政监察，不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的工作领域。深入开展纠风工作，坚决

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完善政

风行风测评等制度，加大测评结果运用

力度，扎实推进政风行风建设。继续健

全和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进一步加

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以提升能力和增强

活力为重点，大力实施培训与实践相结

合的岗位大练兵活动。

第五，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不断提

高执法公信力。切实增强依法行政意

识，坚持把公开公正执法、依法合规执法

作为依法行政的重中之重。切实加强对

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监督，严肃纪律，从

严管理，强化责任追究。切实加强教育

培训，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执

法人员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素养。切实规

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执行执法主体资

格制度，细化执法标准，严格执法程序。

切实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提高

执法透明度，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全体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

干部的思想、行为、作风，直接影响政府

工作，直接关系政府形象。我们要坚决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带头遵守各项

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行

使权力、履行职责。我们要切实加强作

风建设，增强群众观念，强化责任意识，

杜绝推诿扯皮，坚决治懒治庸，坚持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深入一线、服

务基层，跨前一步、加强协作，不断提高

破解难题、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能力和

水平。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锐意

改革，以“每天当作第一天、用心做好每

一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担责，敢

于创新，在恪尽职守中把握机遇，在砥砺

奋进中迎接挑战，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的新局面。

各位代表，世博盛会正向我们走来，

发展蓝图正待我们绘就。人民的信任和

重托，始终是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让

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

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共宝

山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团结奋

进，为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又好又

快地建设经济实力更强、城乡环境更美、

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加和谐的现代化

滨江新区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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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２００９）
■编辑　吴思敏

!

月
１日　宝山“巡回医疗进农家首日

行”启动。

４日　上海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体育疗法”现场推进会在吴淞街道召

开，上海首家“体育疗法工作坊”同日在

宝山区青少年事务社工作站揭牌成立。

６日至８日　政协宝山区六届四次
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

６日至９日　宝山区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会

上，宝山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宝山区财

政局分别以书面形式作《关于宝山区

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关于宝山区 ２００８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

７日　上海市市委常委、市警备区
司令员江勤宏少将、市政协副主席周汉

民率队到宝山区检查扶贫帮困工作。市

领导视察了张庙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并

慰问了２户困难群众。
８日至１２日　上海市２００９年新春

农副产品大联展在上海农业展览馆举

行，宝山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的“宝宇牌

武育粳”和宝山本地培育的“宝宇牌宝

农３４”两大品牌、三个规格的优质大米
首次亮相，既是区粮食行业历史上的第

一次，也是宝山区历史上的第一次。

１４日　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大学签
订文化合作框架协议和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项目协议，双方拟在文化发展

规划研究、重点题材文艺创作等方面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

△ 宝山区 ２００９年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在罗泾镇潘桥村社区活

动中心正式启动，拉开了宝山 ２００９年
“三下乡”活动的序幕。

１８日　以汇聚世界名品折扣而闻

名的“品牌直销购物中心”———奥特莱

斯，正式落户宝山罗店新镇美兰湖，这是

继本市青浦、普陀之后在北上海开业的

第三家由知名品牌高度集聚的奥特

莱斯。

本月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名牌”揭晓，
宝山１２家企业产品（服务）入选２００８年
度上海名牌。至此，宝山区已有２６家企
业 ３３项产品（服务）获“上海名牌”
称号。

△ 宝山区高境镇通过全国爱卫会
的考核验收，通过复审被重新命名为“国

家卫生镇”。

△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定，
对２００４年以来在东西扶贫协作工作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全国５５个“全国东西扶
贫协作先进单位”和３４个先进个人进行
表彰。宝山区合作交流办获“全国扶贫

协作先进单位”称号。

"

月
４日　首届中国互联网品牌大奖评

出，宝山政府门户网站获全国地方政府

网站创新品牌奖。

５日　副市长沈骏一行到宝山区就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及保障性住房建设工
作进行调研。区委书记吕民元等区领导

陪同视察大场镇、庙行镇迎世博６００天
整治成果、顾村绿地、四高小区配套设施

以及规划保障性住房顾村基地。

１１日　市教委决定授予宝钢老干
部大学、宝山区老年大学等 ２３所学校
“上海市示范性老年大学（学校）”称号，

授予宝山区顾村镇老年学校等１４所学
校“上海市特色老年大学（学校）”称号。

１２日　华山医疗宝山社区卫生服
务集团签约成立，华山医院、华山医院宝

山分院、大场医院及６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作为华山医疗宝山区社区卫生服务

集团成员单位签署合作协议。副区长李

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丁强、宝

山区卫生局及宝山有关医疗单位负责人

等参加签约仪式。

１６日　宝山区顾村镇菊泉新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业。顾村镇菊泉新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市政府“四高小

区”建设配套项目，工程总投资２３５０万
元，主要承担顾村镇沪太路以西辖区的

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等“六位一体”社

区卫生服务。

△ 宝山区召开政府机构改革工作
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的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本市区

县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安排部署宝山

区政府机构改革各项工作。

１８日　宝山全面推进政府采购工
作“采管分离”，并将政府采购工作向街

镇延伸。

２０日　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与宝
山区红十字会正式签约，援助区红十字

会建立“上海日本商工俱乐部支援宝山

区困难农民工子女少儿住院互助基金”，

并举行捐赠仪式，将２００９年首笔捐款２０
余万元捐赠区红十字会。

２６日　副市长胡延照、市政府副秘
书长范希平、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等一

行到宝山调研，座谈了解宝山区２００９年
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准备工作进展

情况。

△ 月浦镇召开创建全国文明镇总
结大会暨“全国文明村镇”揭牌仪式。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鹰，市文明办活

动指导处领导出席会议，为月浦镇获“全

国文明村镇”揭牌。

２７日　区工商部门注册产生宝山
区首批大学生创业公司“上海忻闻标识

广告有限公司”和“上海方石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工商分局第一时间为两位

大学生创业者颁发营业执照。

本月　淞南镇“引领文体团队创建
学习型组织，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项

目，经专家评审并经教育部职业教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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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教育司核准，正式被评为“全国社区

教育示范项目”。

△ 宝山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获“改革开放３０年上海城市建设发展优
秀成果”银奖称号。

△ 宝山区被国家人口计生委评为
“中国人口早期教育暨独生子女培养示

范区”。全区共有１１个区级社区优生优
育指导服务示范单位，４个市级社区优
生优育指导服务示范单位，１个“中国人
口早期教育暨独生子女培养示范基地”。

３月２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工程奠基典礼在宝山区顾村镇举行。 摄影／黄永庆

#

月
２日　副市长沈晓明宣布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在顾村镇开工奠

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是上海

市５家新建的郊区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中
建设项目之一，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投

入４４亿元。
９日　由上海宝山科技园区与上海

联合动漫产业发展中心联合建设的上海

首家“学士后”实训基地落户宝山，首批

５０名准学士后大学生 ３月起进驻
基地。。

△ 湖南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盛
茂林一行到宝山访问，区委书记吕民元，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盛亚平以及市委组

织部有关领导陪同。

１２日　宝山区政府、上海大学就业
合作签约暨“宝山区上海大学就业指导

服务站”揭牌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区

委书记吕民元和上海大学党委书记于信

汇共同为“宝山区上海大学就业指导服

务站”揭牌。

１３日　“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
２００９年首站活动在成都会展中心举行，
国家相关行业协会领导、知名的专家学

者和四川、重庆等钢铁企业等共５００余
人参加活动。

１６日　为弘扬宝山美食，提升宝山
餐饮文化层次，区商联会与餐饮卫生协

会联手举办“宝山刀鱼节”，至４月８日
结束。

１８日　上海宝江燃气有限公司与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签约，在宝山区

正式推出集燃气充值、公用事业缴费以

及银行理财功能于一体的阳光燃气卡。

此卡也是全国范围内首张和燃气充值业

务挂钩的银行卡。

△ 南大路物流公司内发生化工原
料泄漏事件，区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

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处理。１８时３０
分，泄漏物质处理完毕，废气影响消除。

１９日 在２００９年上海市网络文化工
作会议上，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被评

为政务类优秀网站。

２６日　副市长赵雯、市人口计生委
主任谢玲丽、市旅游局局长道书明到宝

山调研。赵雯一行查看了庙行镇“星星

点点”社区０～３岁科学育儿示范点、钢
雕公园、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等地。区

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

等区领导陪同调研。

２８日　“２００９美兰湖中国小城镇发
展论坛”在罗店新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会议围绕“在当前金融危机形

势下，如何发展小城镇和推进城乡经济

社会一体化发展，保增长、扩内需，探索

城镇发展的新途径”展开探讨和发言。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韩永文与上海市政府

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周波共同为罗

店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试点城镇”

揭牌。

３１日　区民政局、区地区办在上海
大学举办现场宣讲会，开展宝山区“一居

委一村委一名大学生工程”实习报名工

作。该工程从全区各街镇的居委会、村

委会中调整出４００个岗位，鼓励引导大
学毕业生下农村、进社区，通过实习、见

习，提升就业能力。

本月　宝山区被命名为上海市文明
城区称号，罗店天平村等２２个行政村被
命名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文明村，
友谊路街道牡丹锦苑等１２０个小区被被
命名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文明
小区。

△ 在上海市第１３批著名商标的认
定中，宝山１３家企业商标被评为“上海
市著名商标”，宝山区“上海市著名商

标”企业总数达１７家。

$

月
１日　公交优惠换乘政策覆盖宝山

城乡所有区域。

△ 宝山区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出台，并正式启动实施。

７日　宝山区召开网络文化工作会
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鹰点击开通

宝山政府门户网站百姓博客、宝山电视

台新版网页。网民可以通过宝山电视台

视频栏目，随时随地方便访问观看宝山

电视台节目。

１０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宣
布宝山区第七届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在安

信广场开幕。

１４日　宝山区被国家计生委授予
“中国人口早期教育暨独生子女培养示

范区”，杨行镇、高境镇、顾村镇、大场镇

被授予市级社区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示范

单位。

△ 中央、上海市两级“新增中央投
资项目建设进展”检查组赴宝山神工生

活废物综合处理厂检查。宝山神工生活

废物综合处理厂占地７２公顷，日处理
生活垃圾５００吨，项目总投资２２亿元
人民币，计划２０１０年６月完成调试及试
运行。

１８日　“Ｍ５０网上创意园”（ｈｔ
ＴＰ：／／ｗｗｗｍ５０ｃｎ）在宝山科技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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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摄影／黄永庆

启动仪式，宣告全国第一家有实体园区

支撑的垂直创意门户网站———“Ｍ５０网
上创意园”的正式上线。

５月４日，距今约４３０年的明代古墓在顾村工地被发现。左图为文官石像，右图为墓志碑
摄影／经瑞坤

２２日　“上海大学生动漫创业就业
中心平台暨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项

目”成立仪式在宝山区举行。作为首个

合作项目，新成立的“上海大学生动漫创

业就业中心平台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

实训基地”将吸纳５０名上海大学数码艺
术学院的学生前来动漫企业参加实训和

见习。

２３日　区工会“迎世博”百场电影
进工地首映式在金工集团世华商务广场

施工现场举行。作为２００９年“十送”实
事工程之一，宝山区工会全年共计划自

４月～１０月为农民工送电影１００场，主
要面向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建筑工地。

２４日　上海第七届陈嘉庚青少年
发明奖颁奖典礼在松江大学城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图书馆举行，宝山中学俞佳侃

的作品《临界角改变原理液位控制仪》

获一等奖。这是宝山中学再次登上最高

领奖台。

△ 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常委、宣
传部长袁鹰作客东方网，就围绕“宝山

‘四个更’目标，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等话题，与８０００余名网民互动交流。
２５日　作为宝山重点打造的大型商

业项目———长江国际商业购物中心正式

对外开业。该购物中心位于宝山高境镇殷

高西路，总建筑面积７万平方米，集购物、
休闲、餐饮、娱乐为一体，沿街面宽达５００
米，是领先行业的“超长临街立体商城”。

２７日　作为中国第一个群落式、原
生态产业集聚区———上海智力产业园举

行服务外包主题推介会，上海龙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市企业信息化促进

中心等近２０家信息服务外包企业以及
环保行业企业参加了推介会。

２９日　新建上海至南通铁路（宝山
段）项目用地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听

证会在区规划和土地局举行，这也是宝

山首次就土地利用规划修改进行听证。

上海至南通铁路（宝山段）项目涉及杨

行镇、淞南镇、罗店镇、吴淞镇街道、月浦

镇５个街镇（其中涉及本次土地利用规
划调整的有杨行镇、罗店镇）。

本月　宝山区张庙街道、罗泾镇、高

境镇三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入选“上海

市社区中医药服务达标点”。

△ 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的上海国
际节能环保园经旅游部门评审验收，成

为上海１９个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之一。
节能环保园是由昔日上海工业企业中电

能消耗和粉尘排放之最的上海铁合金厂

“蜕变”而成，是工业企业成功转型的

典范。

△ 大场镇 ７５个居委会、村委会与
银星、沪港、天云、孙正杰等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分别签订了结对服务协议。至

此，宝山区４０１个居委会、村委会都与律
师签订服务协议，宝山率先实现律师进

社区结对服务全覆盖。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关于确定
首批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区县

（市、区）名单的通知”，上海市有２个区
县入围，宝山区名列其中，被确定为１２４
个区县（市、区）首批实施国家知识产权

强县工程。

△ 根据《２００９年上海市经济适用房
选址规划》，宝山区在上大板块和高境板

块初步确定７幅经济适用房选址用地，
用地面积共计达到４４５２万平方米，总
的规划建筑面积达到１１１万平方米。

%

月
４日　一座距今约４３０年的明代高

级官员古墓在顾村镇王宅村附近的工地

被发现，墓碑文字表明墓主为明代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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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广西巡抚、都察院副右都御使张任。

５日　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市政协
副主席周太彤、钱景林等市政协领导到

宝山视察调研，视察宝莲城商务区、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６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到宝
山调研，考察了建设中的大型绿地———

顾村公园，现场察看了市“四高小区”顾

村基地菊泉新城、菊翔苑社区公建配套

设施建设情况。

７日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
明到宝山调研，实地参观宝莲城商务区、

炮台湾湿地公园、罗店卫斯嘉生态园、罗

泾陶家宅自然村落改造现场以及洋桥合

作农场建设情况。

△ 都江堰市向峨乡领导率队前来
宝山对接援建项目。副区长朱永泉会见

向峨乡领导，并就宝山钢之杰钢构公司

捐建的向峨产业园综合楼和宝山援建的

农贸市场相关事宜进行深入对接，明确

援建工程的要求和时间节点。

１１日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经济
团体联合会会长蒋以任一行到宝山参观

访问，先后参观上海呼叫中心产业基地

海宝示范园、上海智力产业园、上海国际

节能环保园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１２日　宝山区公布第二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民间音乐《大场江南丝

竹》、《庙行丝竹》、传统手工技艺《刘行

白切羊肉制作工艺》、民间文学《顾村民

歌民谣》等入选。其中，民间音乐《大场

江南丝竹》被推荐申报第二批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参加过上海战役的百名老战士
重访当年主战场之一的宝山，祭奠为解

放上海而英勇牺牲的烈士。

１３日　宝山区首批８个乡镇２０个
村居委的开业指导专家社区服务站揭牌

成立。部分街镇的居民如需要开业指导

服务，只要到所属的街道居委会预约，开

业专家就会主动上门，为居民提供专业

的创业咨询服务。

１４日　宝山区民营企业家王泽军
个人出资３０万元捐建的元锦希望小学，
在宝山对口支援的云南省维西县举行揭

牌仪式。

１５日　以新时期优秀纪检干部的
代表王瑛同志先进事迹改编，由宝山区

沪剧团创作的大型现代沪剧《红叶魂》

剧组在宝山成立，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章

俊荪等与剧组全体成员及沪上著名沪剧

演员马莉莉、汪华忠等座谈交流。

△ 宝山区首场民营企业主题招聘

会在张庙街道劳动保障事务受理中心举

行，为全区２００９年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
拉开序幕。

△ “上海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西
安站活动暨西安钢铁贸易研讨会在西安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区政协主席康大

华、市政府驻西安（西北）办事处领导等

出席会议。

１８日　区政府与上海银行等１４家
商业银行签订总额达８２亿元的政府投
资项目综合授信协议。８２亿元资金将
重点用于今明两年区、镇两级政府投资

的重大民生、社会事业、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

２０日　原宝山区祁连二小正式更
名为“上海大学附属学校”。区委书记

吕民元、上海大学校党委书记于信汇共

同为“上海大学附属学校”揭牌。

２７日　沃尔玛购物广场殷高西路
分店开业。这是沃尔玛在宝山区开设

的第一家购物广场，也是其在上海开设

的第四家分店，营业面积约 １０７８０平
方米。

△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客运大
楼设计招标揭晓，中外建筑设计有限公

司上海公司成为中标单位。中标方案

的设计灵感用“纳涛涵贝云水间”来

概括。

△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被命名为
“上海职工节能环保活动基地”。

２８日　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
举行揭牌暨首发仪式。市旅游局局长道

书明和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为新站

揭牌。

△ 作为推进《宝山区公交三年行动
计划》的重点线路之一，宝山１７路开通
试运营。新线路开通将解决虎林路周边

居民公交出行难的矛盾，为长江路、共康

东路居民换乘轨道交通 １号线带来
便捷。

&

月
２日　第五次全国军转表彰大会暨

２００９年军转安置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原海军某支队后勤部副

部长、现任庙行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室

主任的季永成被评为“全国模范军队转

业干部”，受到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

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

会见。

６日　在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诞
辰２１０周年纪念日上，普希金铜像揭幕
仪式在顾村镇共富实验学校举行，俄罗

斯驻沪总领事馆官员柏德福、上海市中

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刘文庆等为

铜像揭幕。

△ 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百村篮球
赛正式启动。市体育局副局长陈一平为

篮球赛开球，市农委副主任严胜雄等出

席开幕仪式。第二届百村篮球赛参赛人

超过去年，开幕式当天各镇及区级机关

篮球队进行了角逐，并于６月１３日举行
总决赛。

８日　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副书
记、区长斯福民陪同海军上海基地司令

员徐卫兵一行参观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

１０日　市环保局专家组成的复查
验收专家组对高境镇“全国环境优美

镇”巩固工作进行复查验收。经复查验

收专家组评议，高境镇通过“全国环境优

美镇”的复查验收。

１１日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院士专
家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海隆公司举行，这

也是上海市首家在民营企业中建立的院

士专家工作站。副区长李原、市科协副

主席王智勇共同为工作站揭牌，海隆集

团董事长张军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鹤林

颁发了聘书。

△ 著名国产原创漫画形象“刀刀”
进驻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刀刀”是国

内著名漫画家慕容引刀创作的一只小

狗，以其单纯、富有人文气息的形象，深

受都市人的喜爱。

△ 宝山区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宣
传月的开幕式暨“宝山文博网”开通仪

式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孔庙大成殿（陈

化成纪念馆）前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袁鹰点击开通“宝山文博网”，副区

长、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原为宝山

区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宣传流动

展———顾村流动点代表授旗。

１２日　由宝山区政府、宝钢国贸、
我的钢铁网联合主办的“上海宝山钢铁

服务全国行兰州站”活动在兰州友谊宾

馆举行。副市长胡延照发表讲话，斯福

民区长致辞。展会上，宝山展区面积近

６００平方米，分为“宝山形象与旅游”、
“宝山现代服务业”、“宝山工业产品”三

个板块。

１７日　由锦记钢铁首席执行官方
振源率领的马来西亚华裔青年企业家访

问团一行到宝山访问考察，区委常委、统

战部长周德勋接待考察团，并出席“马来

西亚华裔青年企业家访问团”经贸座

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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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日　由宝山区培养并输送的运
动员莫俊杰（曾训练就读于宝山区第二

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在世界杯圣马力

诺站男子双向飞碟比赛中，以１９３中的
成绩勇夺男子飞碟个人世界杯冠军，成

为国家飞碟队中第一个获得射击世界杯

分站冠军的运动员，

２２日　宝山区举行“关爱青春 同沐
阳光”项目启动仪式，宝山区“关爱青春

邮箱”（ｑｉｎｇｃｈｕｎ＠ｃｉｔｙｙｏｕｔｈｃｎ）同时揭
牌。该邮箱是为来沪青少年开展“亲青

服务”的又一宣传载体。

２４日　副市长唐登杰、市商委副主
任张新生、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推荐办主

任李小妹等到宝山调研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发展工作，并实地考察钢领项目。

２５日　宝山各街镇“阳光职业康复
援助基地”成立暨庙行镇“阳光基地”揭

牌仪式举行。副市长胡延照为宝山庙行

镇“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揭牌。

△ 区国资系统的１８家单位举牌认
捐近４００万元，成立区属企业职工帮扶
站。《宝山区国资委系统市民（职工）综

合帮扶工作实施意见（试行）》也于近日

出台，以全方位完善区属企业困难职工

帮扶体系。

２８日　位于双城路的上海东圣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举行开业典礼，标志着

宝山区第三家小额贷款公司正式开始营

运。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由９家民营
企业股东出资成立，注册资本为５０００万
元，将主要为宝山地区的“三农”企业提

供贷款。

本月　宝山区罗店镇张墅村作为市
级“美好家园示范村”被全国妇联命名

为“巾帼示范村”。

△ 宝山区首家科技企业孵化

器———上海动漫产业孵化器正式获得上

海市科委认定。上海动漫产业孵化器依

托上海宝山科技园，采用企业化和资源

化运作模式，重点鼓励原创的二次开发

和团队的二次创业，优先支持网络动漫、

手机动漫、动漫文化产品等新兴动漫产

业领域。

△ 顾村镇“四方协议”签约形式把
镇域内的重大工程建筑税收全部落地。

这次签约的有市地产集团等３家建设单
位１２个建设项目，可创国家税收 ６５００
万元，区级税收３９００万元，这一形式为
宝山建筑税收落地开创先河。

'

月
３日　电影《铁血》在泗塘公园放

映，拉开了宝山区第五届免费电影进公

园活动的序幕。从６月底到９月底，宝
山２座公园将免费放映电影７场。
４日　由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人民

政府主办，上海联合动漫产业发展中心

及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等联合承办的首

届“中国·上海动漫衍生产业高峰论

坛”举行。国家文化部产业司副司长谢

锐，上海市文广局副局长王小明，宝山区

委常委、副区长夏雨等领导出席论坛并

致辞。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原创和衍

生”。

８日　在江苏如皋 －上海区域经济
合作洽谈会上，宝山区和如皋市签署区

域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开展多层次、多渠

道、多形式的联系与合作，跨江联动，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共同发展。

９日　上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海
宝示范园合作签约暨产业基地揭牌仪式

在宝山举行。宝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夏

雨，上海市呼叫协会理事长、中国电信号

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友平为

“上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和“海宝示

范园”揭牌。

１１日　第六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
展论坛在上海宝山开幕。上海市委常

委、市委统战部长杨晓渡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开幕式后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

斯福民作“滨江新宝山”专题演讲。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居、村委会换届选
举工作正式展开，至１９日，村委会换届
选举工作完成。全区１１１个村委会，除
３２个村暂缓选举或因特殊情况暂不选
举外，其他 ７９个村进行了村委会换届
选举。

１３日　为保障长江口深水航道三
期工程建设，上海海事局吴淞海事处、长

江口航道管理局工程处、中交上海航道

局中港疏浚股份有限公司举办“庆祝

２００９年中国航海日暨长江口深水航道
交通管理新模式”签约启动仪式，三方共

同签署《长江口深水航道交通管理新模

式合作协议》，对长江口深水航道实行

２４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和管制。
１５日　宝山人力资源经理人俱乐

部正式成立，为各企业 ＨＲ从业人员搭
建一个互动平台，促进 ＨＲ行业交流，提
升专业水平。俱乐部活动地点位于创邑

·幸福湾（同济路９９９号１１号楼）。
△ 宝山新增两家反家庭暴力受理

点，宝杨派出所和月新派出所正式挂牌。

至此，宝山已成立２２家反家庭暴力受理
点，实现全覆盖。

△ 大地电影院线在上海举行入驻
仪式，以低廉的价格向现有的各大电影

院线进行挑战。全市现有４家，其中在
宝山区有２家：聚丰弘基广场以及大华
地区。

１６日　由市委统战部与宝山区委
联手共建的“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

炼基地”首批９名到宝山挂职锻炼的党
外干部完成挂职任务。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杨晓渡，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捷，

区委书记吕民元等市、区领导出席总

结会。

１８日　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水
上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计划于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前完工并投入使用。码头

建成后，可同时停靠１０万～１５万吨级大
型邮轮３艘，预计每年可为８０万人次的
国内外游客提供候船、通关、换乘等多项

服务。

△ 宝山区政府与上海长江轮船公
司共同出资成立“上海吴淞口邮轮港发

展有限公司”，市发改委副主任叶明忠、

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为吴淞口

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揭牌。

２１日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
学院宝山区校外实习基地”揭牌仪式举

行。宝山区委组织部、宝山区信息委、同

济大学等相关领导出席仪式，为“同济大

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宝山区校外实习

基地”揭牌，并签订合作协议书。

２４日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
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举

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宝

山区委员会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

标任务及主要指标（简称“３５８、６５０”指
标体系）提出要求。

△ 上海首条以环游长江中下游的
上海至九江的旅游客运航线在吴淞客运

中心举行开航仪式，至此中断１０余年的
“上海—九江”长江中下游客运航线

复航。

△ ２００９上海国际信息服务外包交
易峰会在宝山区上海智力产业园开幕。

会上，宝山区政府正式对外发布“北上海

服务外包产业带发展战略”。

２７日　宝山滨江景观带设计方案
揭晓。北京中外建设计的方案将通过

运动线、军事线、自然线、人文线、历史

线等“五线”，结合滨江带、沿街带等

“两带”来着重体现宝山滨江绿带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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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魅力。

△ 宝山体育中心、图书馆改造项目
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竣
工。新建的体育中心、图书馆总建筑面

积７９万平方米，是集体育、健身、文化、
娱乐、会展、休闲等为一体的多功能体育

中心和现代化公共图书馆。

２８日　宝山罗店东方假日田园获
“国家 ＡＡＡ级旅游景区”，并正式对外
揭牌。

大场动漫园 摄影／顾鹤忠

２９日　上海市侨商会宝山区分会
举行成立大会和首次会员大会。市侨办

主任、市侨商会名誉会长崔明华，市侨联

书记李葳萍，宝山区副区长朱永泉等领

导出席成立仪式，并为“上海市侨商会宝

山区分会”揭牌。

３０日　以新时期优秀纪检干部王
瑛先进事迹改编的大型现代沪剧《红叶

魂》在宝山区委党校礼堂首演。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董君舒出席，区委书记吕民

元致词。

△ 金工集团、衡山集团世华商务广
场酒店委托管理协议签字仪式在马勒别

墅举行，标志着沪上知名的高级酒店管

理品牌———衡山酒店管理正式进驻宝山

西城区。

本月　宝山区新辟１２条方便市民
乘坐轨交的短驳线，同时增加运能、延长

营运时间及缩短发车间隔，并将两条原

先最高５元票价的多级制线路５３７路和
５５４路调整为单一 ２元票价，方便居民
出行。

△ 上海华滋奔腾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交通大学、宝山区科委三方签订

建立“上海交大———华滋奔腾技术研发

中心”的产学研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海

洋工程装备科技园区”的建设。这是宝

山区首家企业与大学共同建立技术研发

中心。

(

月
５日　根据市经信委、市农委《关于

做好本市行政村“一村一网”建设工作

的通知》精神，区经委（信息委）、区农委

组织召开宝山区行政村网站建设工作推

进会议，启动全区 １１１个行政村网站
建设。

６日　上海宝山富邦源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举行开业典礼。富邦源小额

贷款公司由佳源置业、源昌工贸等９家
企业股东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５０００
万元。

△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来宝山调

研，先后视察上海节能环保园、顾村公

园、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罗店中学

等地，并与居民群众和学校师生互动交

谈。市政府秘书长姜平，区委书记吕民

元，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及市有关部

门领导陪同调研。

１２日　宝山区政府与中国电信上
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确定在政府服务、

两化融合、服务三农、服务民生等四大领

域开展全面深入合作。

１５日　宝山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人
人参与护环境，清洁家园迎世博”为主题

的“环境清洁日”集中整治行动，近万名

市民和迎世博爱国卫生志愿者、各街镇

组织沿街单位开展各项环境清洁整治

活动。

１８日　在宝山区工商联萧山商会
成立大会上，商会和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签订银会融资合作协议，工商银行宝山

支行向萧山商会集中授信３亿元，并优
惠贷款利率，再由商会信誉担保为所属

优质企业进行融资贷款。这是宝山区行

业商会、异地商会成立以来获得的最大

一笔授信额度。

１９日　全国工商联在京公布 ２００８
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结果。上海有

１９家民营企业入围全国５００强民营企业
榜单，其中宝山区有６家。
２４日　月浦钢城女子打击乐队应

邀参加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金玉兰

奖”音乐、舞蹈艺术大赛，并获得“金玉

兰花最高奖”、“金玉兰花大金奖”的大

赛最高奖项，月浦镇被授予“组织金

奖”。

２５日　由中华两岸连锁经营协会

与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两岸企业

家论坛组委会等联合主办的“２００９美
兰湖两岸企业家地产与连锁业合作论

坛”在罗店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区政协主席康大华等为“美兰湖

海峡两岸企业家合作论坛永久会址”

揭牌。

２６日　宝山区政府与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签订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信息化建设合作框架
协议。根据协议，上海联通将在三年

内投入 ４亿元，为宝山城乡建设和功
能定位的落实提供优质的综合信息服

务。宝山区副区长朱永泉、上海联通

副总经理赵乐代表双方签约并分别

致辞。

３１日　在上海创博生态工程有限
公司举行的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区工

程”签约仪式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与首

批入围“国家知识产权强区工程”的宝

山区签约开展合作。

本月　宝山区与武汉市蔡甸区、湖
南省张家界市结为友好区市。

△ 华东最大的动漫主题商城———
“９２９５漫工场”在宝山大华成立。“９２９５
漫工场”一期大华店位于上海知名大华

商业区，建筑面积４２００平方米。“９２９５
漫工场”的出现，弥补了上海大型体验式

动漫主题购物中心的空白。

△ 宝山区金罗店生态农业观光园
和海军上海博物馆入选第三批上海市科

普教育基地。

△ 区质监局会同区农委、区经委等
相关部门对区内相关工农业产品资源进

行调查，本着“保护一批、储备一批、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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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的原则，确定宝杨黄瓜、江丰茄子、

长江
!

鱼、宝农３４大米、和酒等５个产
品作为宝山区的地理标志产品培育

对象。

△ 上海首批４２条食品安全示范街
（区）通过验收并正式对外公布，宝山区

牡丹江路（双城路 －漠河路）、真华路
（大华三路 －华灵路）成为市首批食品
安全示范街。

)

月
１日　虹口区保障性住房项目———

“宝虹水岸景苑”在宝山区正式开工建

设。根据设计规划，“宝虹水岸景苑”项

目共有９８０余套住房，所有住宅的房型
面积都在９０平米以下，主要用于解决虹
口区旧区改造中的动拆迁安置。副市长

沈骏出席开工仪式。

△ 顾村镇总工会主席吴振祥出席
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表

彰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是上海１６
名代表中唯一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的工会干部，并作为代表受到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接见。

３日　宝山区对口支援地区医护人
员培训班举行开班仪式，来自云南省迪

庆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四川省都江堰

市向峨乡的２０名一线医护人员，参加为
期２０天的理论培训和医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实习。这是宝山首次为对口支援

地区举办医护人员培训班。

９日　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上海仪
电控股（集团）公司与宝山区人民政府

在上海四季大酒店签订协议，合作开发

建设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上海市副市

长艾宝俊、宝山区委书记吕元民、中国节

能投资公司总裁王小康出席签约仪式。

１５日　以“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为主题，２００９年
全国科普日宝山区活动启动仪式暨宝山

区迎世博９·１５环境清洁日集中活动在
区委党校举行。市科协副主席俞涛、宝

山区副区长李原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

向先进科普志愿者代表颁发获奖证书。

１６日　２００９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
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举行。作为上海

旅游节的一个重要项目，钢雕艺术节以

“环保新理念，绿色新生活”为主题，与

世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相互

动，邀请海内外艺术家创作钢雕作品，并

成为宝山工业旅游的新看点。

１８日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

署，地处江苏省盐城市的上海农场、川东

农场、海丰农场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工

作由宝山区接管。

２２日　宝山区所有区域性出租车
的车身颜色由龙绿色改为橘红色，率先

完成改色的６０辆“宝山巴士”区域性出
租车上街运营。

△ 今年无车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
一———“上海市民最满意的人行道”评

选活动正式揭晓，东林路（漠河路
"

宝杨

路）入选“上海市民满意的人行道”。

２８日　宝山首块经济适用房基地
共康北二块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共康北

二块项目位于庙行镇场北村，总用地面

积约１６４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经济适用
房总面积３２４万平方米，首批开工经济
适用房１１８万平方米，将于 ２０１０年底
交付使用。

２９日　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宝山区顾村镇人

民政府获“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称号。

３０日　区委书记吕民元正式宣布
顾村公园一期试开园。顾村公园是上海

环城生态规划系统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宝山区生态专项工程的主体工程，

规划总用地约４３０余公顷。
本月 　 在 广 西 南 宁 市 举 行 的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百佳茶馆颁奖典
礼”上，宝山“一壶天茶楼”获全国百佳

茶馆称号。这是继金牡丹大酒店 ２００１
年获“中华餐饮名店”之后，宝山餐饮服

务行业获得的又一殊荣。

△ 农民工子女学校在宝山全部“退
位”，“外来孩子”享受“本地学生”同等

教育。

!*

月
１日　由宝山区培养并输送的乒乓

球运动员许昕在第十一届全运会乒乓球

男双比赛的决赛中获冠军，为上海队获

得本届全运会第一块乒乓球项目的

金牌。

１３日　为推进“生育关怀行动”，逐
步探索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模式，

宝山区计划生育协会、上海大学计划生

育协会、上海大学生命科学院联合举办

“蒲公英”同伴教育项目启动仪式，标志

着宝山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进一步向大

学校园延伸。

１４日　在行知中学校庆７０周年前
夕，行知中学老校长、教育家马侣贤先生

铜像揭幕暨《育才的辉煌 行知的风采》

首发仪式在行知中学举行。马侣贤先生

的爱人、８７岁高龄的夏英岚女士带领子
女专程赶来参加铜像揭幕仪式。

１７日 　 国内首个动漫产业品
牌———“动漫大场”诞生。“动漫大场”

品牌的建立，是大场继打造中国首个动

漫衍生产业主题园区上海动漫衍生产业

园之后又一重大举措。

２０日　宝山区域性出租车的运价
开始上调，起步费从９元调整为１０元，
超起租里程单价由每公里２１０元调整
为２４０元。根据安排，全区 ６７０辆区
域性出租车于 ２２日全部完成调价
工作。

２１日 在第十一届全运会女子 ２００
米蝶泳比赛中，由宝山输送并代表上海

队参赛的北京奥运会冠军刘子歌以２分
１秒８１的成绩勇夺金牌，创造该项目新
的世界纪录。

２２日　美国世界健康基金会（Ｐｒｏ
ｊｅｃｔＨＯＰＥ）“中国基层糖尿病教育拓展
计划”面向华东地区的第一个二级教员

培训基地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三人民医院成立。为期五年（２００８２－
２０１３２）的“中国基层糖尿病教育拓展
计划”是由国际知名的医学教育机

构———美国世健会组织实施的又一多方

合作公益医学继续教育项目。

２３日　由区人民政府与派代平台
联合举办的主题为“合”的２００９首届派
代电子商务年会在庙行镇智力电子商务

产业园区举行，上海电子商务创新服务

示范基地同时揭牌。

２５日　２００９年乒乓球世界杯男子
团体赛在奥地利结束，由宝山曹燕华乒

乓球学校输送的选手许昕在男子双打比

赛中登上世界杯冠军领奖台。

３０日　“２００９星尚嘉年华·环保音
乐季”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举行。这

是星尚传媒推出的又一大型“在播，在

线，在场”活动，也是上海国际节能环保

园建成以来首次承办大型文艺演出。

本月　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举办的
“辉煌六十年”全国县级广播电视系统

百家先进局台评选中，宝山区广播电视

台入选。宝山区广播电视台史美龙当选

“辉煌六十年”全国县级广播电视系统

百名优秀工作者。

!!

月
２日　国内首个河口科技馆———长

江河口科技馆在上海“百年开埠”起

点———吴淞口（宝山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５２

大事记



园二期内）开工建设。

４日　２００９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重
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国际节能环保论坛在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举行。本次论坛主

题为“金融危机催热低碳经济”。

９日　宝山社区巴士富锦社区一
线、共富社区一线开通，运营时间与轨交

衔接，票价一元。

△ 罗泾镇农业创业园揭牌成立。
当天，园区迎来首批入驻的１０名创业带
头人，对于入驻园区首批创业者，宝山区

给予社保费补贴、贷款担保与贴息、开业

专家指导等一系列政策与服务。区委常

委、副区长张浩亮为农业创业园成立

揭牌。

１０日 　 宝山区第五家小贷公
司———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正式开业经营。公司注册资金达 １亿
元，是宝山区注册资金最大的小贷公司。

１１月　大场镇与 Ｍ５０品牌合作的
大型项目———“Ｍ５０涂鸦墙”正式开工。
该项目将申报“世界最大的单一主题涂

鸦墙”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１８日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
院）在顾村镇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上海

首家建在生态绿地中的三级甲等综合

性医院，计划在 ２０１１年建成并投入使
用后。

２０日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
司新工厂奠基暨开工典礼在顾村工业区

举行，副市长艾宝俊宣布项目正式开工。

此次开工建设的新厂位于顾村工业区富

联路，占地３７９万平方米，总投资１６８０
万美元。

２５日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崔
丽一行在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的陪

同下，视察罗店镇人口计生综合服务站。

△ 区妇联在社区试点的基础上，首
批招募１４名具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资质
的志愿者，成立宝山区妇女儿童心理援

助中心，每两周的周三下午在区妇联

１０５信访接待室为需要心理疏导的来访
妇女提供免费心理咨询。

２６日　副区长冯健理、区建交委主
任做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

会》直播节目，通过电波与市民探讨宝山

社区巴士和公共交通城乡一体化发展，

听取市民的意见和建议。

本月　由于长江隧桥通车后，通过
摆渡过江的车辆锐减，来往于吴淞和长

兴岛、横沙岛之间的机动车渡船实行暂

时停航。

本月　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公交品牌路
线评选结果出炉，全市共评出４５条公交
品牌线路，宝山巴士 １１６路、１１８路和
７０１路入围。

本月　宝山区被市经信委认定并命
名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产业基地”，成为全市５个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

一。这也是宝山第一个被批准的市级高

新技术产业化产业基地。

!"

月
９日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

率团到宝山参观考察，并在宝山工业园

区举行经贸座谈。区委常委、政协副主

席、统战部长周德勋，副区长朱永泉等接

待访问团。香港中华总商会成立于

１９００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
影响面最广的爱国爱港工商社团。

１０日　宝山区第一个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村在杨行镇杨北

村诞生，宝山区档案局授予杨北村“宝山

区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村”称号。

１１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
率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前来

宝山，与 １５位基层农民工代表亲切座
谈，了解农民工在工作、学习、生活实际

中的所思、所想、所需、所求。

△ 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落成
典礼暨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创作研究

基地揭牌仪式举行。中科院院士、原北

京大学校长、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名

誉主任陈佳洱先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袁鹰，中国作协副主席、市作协副主席、

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上海大学文学院院

长、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主任叶辛及

庙行镇领导出席活动。

１２月１１日，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落成典
礼暨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创作研究基地揭

牌仪式举行 摄影／经瑞坤

１７日　“宝山区农村经营管理监管
系统”通过专家验收，系统采用大型数据

库技术，结合声音、动画、文字、视频等多

媒体元素，构建全方位的农村经营管理

计算机网络实时监管体系。

１９日　“世博论坛·水上旅游与城
市生活”———首届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

坛在罗店美兰湖举行。副市长赵雯，国

家旅游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刘金平，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钱永昌等出席论

坛开幕式并致辞。

２０日　“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学
校———社会行动项目”第六次阶段成果

展示暨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协会学术年

会在北京召开，吴淞中学受到全国节能

减排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会议表彰。

２６日　宝山区第二块经济适用房
基地———高境胜通基地开工建设。该基

地位于高境镇江杨村，一二八纪念路南

侧、殷高西路北侧、江杨南路东侧，规划

用地面积 ９４１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
２６３万平方米。

２８日　宝山８５路开通运营，标志着
全区１１１个行政村全面实现公交村村通
目标。

本月　《上海市宝山区志（１９８８～
２００５）》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１９８８年
宝山建区为上限，是宝山区第一部区志，

也是《宝山县志》、《吴淞区志》的续篇。

△ 经区商务委上报的上海晟欧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被认定为上海市服务外

包重点企业，成为宝山区首家获得该项

认定的企业，同时获得上海服务外包专

项资金扶持。上海晟欧软件技术有限公

司是专业从事软件外包和国内生产管理

信息化领域技术咨询和软件开发的

企业。

△ 宝山区１１个农村公路管理站成
立，标志着农村公路管理从原有的以各

镇为责任主体转变为以政府为责任

主体。

△ 由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性能认定组、同济大学、市建筑科学研究

院等单位的专家，对上海安东房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美兰湖花园住宅

项目进行住宅性能认定设计审查，预审

评定等级为３Ａ级。这是住宅性能认定
中的最高等级，也是宝山区第一家通过

建设部３Ａ预审的住宅项目。
△ 在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市

作物学会、市种子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的

首届上海市优质稻米品鉴活动中，由宝

山区农业良种繁育场培育选送的宝农—

３４获首届上海市优质稻米评比唯一
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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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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大桥、江杨路大桥、沪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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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形地貌　区境为长江三角洲的冲积
平原，是在江流海潮共同作用下，以长江

为主的河流所带的泥沙不断淤积而成。

西部罗店、大场一线成陆于唐代之前，距

今１４００余年；高境、月浦一带于公元 ７
世纪起形成海岸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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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干河 ３０条，总长
２６２８４公里；支河 ８７７条，总长 ９５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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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末，全区有耕地５０７９６公顷，同
口径比较，比上年减少 ０４５％，平均每
一农业人口占有００８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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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　２００９年气候特点：气温偏高，
高温天数偏多，降水比常年（１９７０年 ～
２０００年）偏多，日照偏少。
　　冬季：前期（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月）气
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日照明显偏少。

平均气温 ６４℃，比常年（４７℃）偏高
１７℃，各月平均气温分别为１月３８℃、
２月８９℃，分别比常年１月（４２℃）偏
低０４℃、２月（５１℃）偏高 ３８℃。极
端最低气温为零下６８℃（１月２５日）。
降水量 １７６３毫米，比常年（１０４１毫
米）偏多（７２２毫米）近七成。降水日数
２３天，多于常年（１８８天）４２天；日照
时数仅为１４０９小时，比常年（２５７３小
时）偏少（１１６４小时）四成余；平均相
对湿度 ７３５％，比常年（７５５％）低 ２
个百分点。１月多低温和结冰日，２月
多雨日。冬季后期（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气
温偏低，降水明显偏少，日照偏少。平

均气温 ６４℃，比常年（６８℃）偏低
０４℃。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２９℃（１２
月２８日）。降水量 ６２８毫米，比常年
（３３１毫米）偏多（２９７毫米）近九成。
降水日数７天，比常年（６５天）多 ０５
天；日照时数为 １４０９小时，比常年
（１５５１小时）偏少 １４２小时；平均相
对湿度６８％，比常年（７８％）低１０个百
分点。多结冰天气。

　　春季（３月至５月）：气温明显偏高，
降水偏多，日照偏多。平均气温１６３℃，
比常年（１４１℃）偏高 ２２℃，各月平均
气温分别为３月１０６℃、４月１６３℃、５
月２１９℃，分别比常年 ３月（８５℃）偏
高２１℃、４月（１４２℃）偏高２１℃、５月
偏高（１９５℃）２４℃。稳定入春日为 ３
月１５日（５天平均温度≥１００℃），比常
年（４月 １日）提早 １７天。终霜日为 １
月２８日，比常年（３月 １８日）提早 ４９
天；降水量１９０８毫米，比常年（２７３９毫

米）偏少（８３１毫米）三成余；降水日数
２６天，比常年（３７２天）少１１２天；日照
时数５２２０小时，比常年（４８３４小时）
偏多（３８６小时）；平均相对湿度６５％，
比常年（７９％）低 １４个百分点，天气干
燥，大气状况差。

　　夏季（６月至８月）气温前期异常偏
高，降水明显偏多，日照偏少。平均气温

２７６℃，比常年（２６３℃）偏高１３℃，月
平均气温分别为 ６月 ２６２℃、７月
２８８℃、８月 ２７９℃，分别比常年 ６月
（２３６℃）偏高２６℃、７月（２７７℃）偏高
１１℃、８月（２７６℃）偏高 ０３℃。最高
气温≥３５℃的天数 １６天，比常年（６２
天）明显偏多，极端最高气温 ３９０℃（７
月２０日）。入夏日（５天平均温度≥
２２０℃）为 ５月 ７日，比常年（６月 １５
日）提早４０天，创有气象纪录以来的最
早入夏历史纪录。雨量 ６５０１毫米，比
常年（４９５３毫米）明显偏多（多 １５４８
毫米），其中７月雨量比常年异常偏多，
出现一次暴雨天气；８月雨量比常年明
显偏多，出现一次暴雨，一次大暴雨。梅

雨量１５６３毫米，比常年（１８３５毫米）
偏少，入梅日比常年偏晚，出梅日和常年

持平，但梅雨期多强对流天气，有局部大

风和短时强降水出现；降水日数４３天，
比常年（３７４天）多５６天；日照４６０８
小时，比常年（６０２５小时）少（１４１７小
时）二成余；平均相对湿度７４％，比常年
（８３％）低９个百分点。
　　秋季（９月至１１月）气温持续偏高，
降水偏少，日照偏少。平均气温１９５℃，
比常年（１８５℃）偏高 １０℃，月平均气
温分别为 ９月 ２５０℃、１０月 ２１３℃、１１
月１２１℃，比常年 ９月（２３８℃）偏高
１２℃、１０月（１８８℃）偏高２５℃、１１月
（１２８℃）偏低０７℃。入秋日（５日平均
气温≤２２℃）为１０月９日，比常年（９月
２３日）晚１７天，入冬日（５日平均气温≤
１０℃）为１１月 １３日，比常年（１１月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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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偏早１１天。雨量２０９４毫米，比常
年（２２１０毫米）少（１１６毫米）半成余；
降水日数２８天，比常年（２６２天）多１８
天；日照 ４１６３小时，比常年（５０６５小
时）明显偏少（９０２小时）近二成；平均
相对湿度７１％，比常年（７７％）低６个百
分点。

　　２００９年总降水量１２８９４毫米，比常
年（１１２７３毫米）偏多１６２１毫米，降水
日数１２７天，比常年（１２６１天）偏多０９
天。２４小时降水量≥５００毫米的暴雨
天数有 ３天，比常年（２９天）偏多 ０１
天，出现２４小时≥１０００毫米的大暴雨
为１天（８月２日）。汛期（６～９月）：总
雨量、雨日较常年偏多（多１２５１毫米和
７８天），有１天大暴雨（８月２日，降水
量１２８１）和 ２天暴雨（７月 ３０日 ５９９
毫米和 ８月 １０日 ５７０毫米）。入梅 ６
月２０日，比常年（６月１７日）偏晚３天，
出梅７月８日，和常年（７月８日）持平；
梅雨量为１５６３毫米，比常年（１８４２毫
米）少（２７９毫米）一成余。梅雨日 １８
天，比常年（２３天）偏少５天。
　　２００９年年平均气温１７４℃，比常年
（１６０℃）偏高１４℃，为连续１６年气温
偏高。３５℃或以上高温天数１６天，比常
年（６２天）明显偏多，比上年（１３天）多
３天。极端最高气温 ３９０℃，比上年高
０２℃。极端最低气温零下 －６８℃。终
霜日１月２８日（常年３月１８日），终冰
日３月１４日；初霜日１１月２３日（常年
１１月２０日），初冰日１１月１８日。日照
时数 １６８０９小时，比常年（２００４７小
时）偏少３２３８小时（偏少约１６％）。年
相对湿度７０％，比常年（７８％）偏低８个
百分点。

　　年度气候特点：（１）气温偏高，特别
是６月、７月和８月份，出现 １６个高温
日，造成用水用电紧张。（２）６月、７月和
８月份多强对流天气，局部风力 ９～１１
级，伴短时暴雨降水。多雷暴天气，造成

灾害事故。８月１９日，罗店镇一外来施
工人员遭雷击死亡；同日，雷雨大风引起

大场镇一围墙突然倒塌，一对母女被压

死。（３）受台风影响小，受 ０９０８号“莫
拉克”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沿江多次出现

８～９级大风。 （高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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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工堆筑成一座土山，用作航海标志，

为出入长江口的船只导航，永乐皇帝定

其名为宝山。此山于１５８２年（明万历十
年）坍没于海，但其名仍沿用至今。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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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至长江，南至今闸北区天目路，西

至与嘉定区交界的界泾、杨泾，东南至黄

浦江以东浦东高桥一带，西南至普陀真

如地区，东西长３８公里，南北宽４１５公
里，面积 ４１９平方公里。１９２８年（民国
１７年），闸北、江湾、殷行、吴淞、彭浦、真
如、高桥等 ７个市乡划归上海特别市，
境域面积缩小一半。１９３７年（民国 ２６
年）以后的抗日战争期间，全境划归上

海市，?藻浜以北地区为宝山区，浜南

分属市中心区（江湾）和沪北区，长兴归

浦东北区。抗日战争胜利后，除大场划

归上海市外，其余按战前建制，重归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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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区并入，境域向东向南延伸，东缘至

横沙岛东侧海岸，南缘至广中路、大连

西路和走马塘一线，以前划出的江湾、

殷行、吴淞和大场重归宝山，面积扩大

为４４３６４平方公里。１９６０年，划出吴
淞镇及?藻浜以南长江路两侧成立吴

淞区。１９６４年，吴淞区并入杨浦区。
１９８０年以后，因宝钢建设需要，在上海
市人民政府宝钢地区办事处基础上，重

新成立吴淞区，城厢镇和吴淞、淞南、庙

行、月浦、盛桥等乡的部分地区划归吴淞

区。１９８４年，江湾、五角场两镇和南部
地区部分农村划归虹口、杨浦、闸北、普

陀等区。１９８８年１月，经国务院批准，撤
销宝山县和吴淞区建制，建立宝山区。６
月，成立中共宝山区委员会，９月完成撤
建工作。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五角场乡划归杨
浦区。１９９２年９月，彭浦乡划归闸北区。
１９９７年９月，辖区内原江湾机场８６平
方公里和共康小区内０７２６平方公里分
别划归杨浦区、闸北区。２００５年５月，经
国务院批准，长兴、横沙两乡划归崇

明县。

■行政区划　至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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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个（包括乡镇
散居数），村民委员会１１１个，村民小组
９０６个。

■人口　至 ２００９年末，有常住人口
１４８６０６４人，其中户籍人口８６４３４６人，户

籍人口总户数 ３３４３５０户。户籍人口中
非农业人口８０４４６８人，农业人口５９８７８
人。年内出生人口 ５８８１人，出生率
６８７‰。年内死亡人口６１７６人，死亡率
７２２‰。自然增长率为 －０３５‰，人口
密度２９４３人／平方公里。年内结婚人数
８０６４对，离婚人数２１１９对。全区人口以
汉族为主，４０个少数民族共有８２２４人，
其中回族占少数民族人数的６０％，其次
是满族、蒙古族，此外还有朝鲜、壮、藏、

维吾尔、苗、彝、布依、侗、瑶、白、土家、哈

尼、哈萨克、傣、畲、拉祜、锡伯、俄罗斯、

赫哲等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各个街道

和镇，以散杂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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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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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集团）公司和上海梅山（集团）有

限公司，组建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注册

资金４５８亿元。２０００年２月，由上海宝
钢集团公司独家发起组建宝山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宝钢股份”）。同年

１１月，宝钢股份上市，宝钢集团主要钢
铁资产进入宝钢股份，宝钢股份形成碳

钢、特钢、不锈钢三大生产制造体系，成

为集团公司钢铁生产经营主体。主要

产品有汽车用钢，家电用钢、石油管线

钢、钻杆、油井管、高压锅炉管、冷轧硅

钢、不锈钢、高合金品种钢、高等级建筑

用钢。２００８年，组建成立宝钢金属有限
公司。

■港口与物流　宝山位于长江入海口西
南侧，长江、黄浦江的汇合处，是上海北

部的水路枢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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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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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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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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泾十字挑花被评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摄影／经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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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２７日，１１６万吨大型邮轮“钻石公主号”
首靠成功。

■环境建设　宝山是传统工业基地，长
期以来形成以冶金、化工、建材和有色金

属加工等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上海市

重要工业基地———吴淞工业区内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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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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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其中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内同类工

业区先进水平。２００３年被授予“上海
市园林城区”称号。近年来建成的大项

绿化项目有外环线绿带、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环区步道等，有共和新路、江杨

北路、南大路等隔离绿带及滨江、吴淞

十一街坊等３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型景观
绿地４６块。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１日，上海最
大的城市郊野公园顾村公园对外试开

放。至年末，全区绿地面积４３３６公顷，
绿化覆盖率 ４１５％；公共绿地面积
１７９６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２１
平方米。

■历史文化和乡土文化　宝山区自
１９９５年以来共举办 ６届国际民间艺术
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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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因此也成为全国端

午民俗示范点和上海市第一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基地。杨行、月浦、罗店、顾

村镇被评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月浦

镇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区内

重要的展览和纪念场馆有：上海淞沪抗

战纪念馆、解放上海纪念馆、宝山烈士陵

园、海军上海博览馆、“南京路上好八

连”事迹展览馆、陶行知纪念馆、陈化成

纪念馆等、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

碑等。

■能源和水资源　宝山区是上海市重要
的电力、煤气和水资源基地。区域内电

力企业有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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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原水厂水库 长江原水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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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第一

座大容量超临界火力发电厂，一期工程

安装２台６０万千瓦超临界压力火力发
电机组，全套设备由瑞士和美国联合提

供。石洞口二厂因在中国首次成功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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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一览表

产品名称 单　位 产　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１４５８２ ４．３

蔬菜 吨 ７２２８９ －２５．１

水果 吨 ５８４０ １５．３

生猪出栏 头 ２５３９１ －４９．７

牛奶 吨 ３５０４２ －０．３

年末奶牛存栏 头 ８７８９ ０．２

水产品 吨 ６２６ －２８．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综述　国民经济保持回升向好的态
势。全年完成增加值５４９０８亿元，按可
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１２１％。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２０７亿元，比上年下降
８８％；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４６４１亿元，增
长７５％；第三产业增加值３００６１亿元，
增长１６８％。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０４：
４４９：５４７。非 公 经 济 实 现 增 加 值
２７７７６亿元，占全区增加值的比重由上
年的 ５０１％上升到 ５０６％。全年财政
总收入１５１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２％。
区地方财政收入６２７０亿元，比上年增
长９１％。其中，增值税７９０亿元，增长
８２％；营业税２０１２亿元，增长１４３％；
企业所得税８４６亿元，下降１６８％；个
人所得税３５７亿元，增长２３６％。区地
方财政支出 ９３６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５％。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６６３
亿元，增长６１％；公共安全支出６１５亿
元，增长２２３％；教育支出１４６６亿元，
增长 １２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０８６亿元，增长２２４％；城乡社区事务
支出１２６７亿元，增长１６４％；采掘电力
信息等事务支出 １８４７亿元，下降
７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全年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１７０４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３２３％。其中，基础建设投资

１２９１亿元，增长 ３３倍。从产业投向
看，第二产业投资４６９６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７４％；第三产业投资１６９９８亿元，
增长３７２％。二、三产业的投资比例为
２１６：７８３。从投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
资３２８３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１５１％；集体经济投资 ２６７９亿元，占
１２３％；外商及港澳台经济投资 １８５９
亿元，占８６％；私营经济投资５６５７亿
元，占 ２６１％；其他经济投资 ８２２５亿
元，占３７９％。

■农业　现代农业加快建设。全年实现
农业总产值 ５７２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２６％。其中，种植业产值 ２７０亿元，
下降 ９４％；林业产值 ０４６亿元，增长
１０９％；畜牧业产值 １８３亿元，下降
２１１％；渔 业 产 值 ０２１亿 元，下 降
３９９％。全年粮食播种面积 ２２８４２公
顷，粮食产量１４６万吨，增长４３％；蔬
菜播种面积２３４３３公顷，蔬菜产量７２３
万吨，下降 ２５１％；果树面积 ３００３公
顷，水果产量５８４０吨，增长１５３％。
　　大力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至年末，
全区已建立集体合作农场４５个，规模经
营面积 ３４万亩，吸纳本地农民就业
２１８５人，粮食生产全部实现集体规模经
营。“宝农３４”大米获得上海首届优质
稻米品鉴评比唯一金奖。提升农业现代

化装备水平。至年末，全区农机总动力

（含排灌机械）达到２９０万千瓦，比上年
增长５６％；全年投入１６２３万元对３２６０
亩粮田和２４１６亩设施菜田实施综合改
造和建设，投入５８３万元购置农业机械
４２３台（套）。

■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形势逐步好
转，企业利润实现增长。全年实现工业

增加值１９９９７亿元，可比增长４０％，工
业总产值１０３３６１亿元，下降０４％，工
业销售产值１０２７２７亿元，增长０７％，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销售产值

８７４５０亿元，增长 ０８％。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产品销售率９９３％。规模以上工
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实现销售产值

１４３９８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１６５％；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销
售产值１２３１０亿元，占１４１％；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销售产值 １０５１９
亿元，占１２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总额 ４７８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７２％。全年工业园区产值虽有下降，
但降幅逐季收窄。至年末，宝山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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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月杨工业园区两个市级工业园区有

投产工业企业 ４０８户，比上年增加 ４０
户，１季度、上半年和前３季度工业销售
产值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２％、
１１８％和 ８５％，全年工业销售产值
２７９６２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９％，工业园
区销售产值占全区产值比重为２７２％，
投产企业单位土地实现工业销售产值

２５８２万元／亩。建筑业发展较快。全
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４６４４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２５７％。区域内三级资质以上
建筑业企业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５０９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２１％，其中
在外省市完成产值 ２８４３７亿元，增长
１７０％；房屋建筑施工面积１７７９万平方
米，增长４０％；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４１６
万平方米，下降１６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一览表

指　标 余　额（亿元） 比年初增长（％）

各项存款 １６８１．５６ ２３．４

　＃企业存款 ８４２．４５ ２６．２

　 居民储蓄存款 ８２５．１７ ２０．３

各项贷款 ７２６．３４ １９．５

　＃短期贷款 ２８２．７１ １１．９

　 中长期贷款 ４４３．６４ ２６．３

　＃企业贷款 ５００．９０ １５．６

　 个人贷款 ２２４．０５ ２９．５

　＃住房按揭贷款 １９９．６６ ２９．４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贸出口主要商品和主要市场一览表

类　别 绝对值（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外贸出口商品总额 １２．１０ －４９．７

　按主要商品分

　　集装箱 ３．３５ －６５．６

　　未锻造铝及铝材 １．７４ －５２．３

　　变压器 ０．７０ ５７．５

　　冷冻机和制冷设备 ０．４２ －４４．６

　按主要市场分

　　美国 ２．６９ －５８．２

　　欧盟 ２．５９ －４６．３

　　日本 １．８２ －５３．８

　　东盟 １．５７ －３３．５

■批发、零售和旅游业　扩大内需政策
效果明显，消费品市场增长较快。全年

实现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６３０８亿元，
比上年增长６７％。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 额 ２７２４９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５４％。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实现零售
额２５４４７亿元，增长１４４％；餐饮业实
现零售额１６４３亿元，增长２５０％。全
年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１８２３９２亿元，比
上年下降 ２３％。其中，钢材批发销售
额１２８１８１亿元，下降６８％。集贸市场
成交额８５６７亿元，增长２７９％。旅游
业健康发展。年内成功举办上海国际钢

雕艺术节、“迎世博盛会，享绿色生活”

田园农夫节、钢铁文化世博之旅、星尚嘉

年华环保音乐季等活动。主要旅游景点

全年接待游客４０９４８万人次，比上年增
长１６３％，实现营业收入９５５８３万元，
增长４４２％。至年末，全区有星级饭店
１０家，其中四星级 １家。主要饭店（宾
馆）实现营业收入４３０亿元；接待５２５４
万人次，增长 ５２％。全区共有旅行社
２６家，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６亿元，增长
３０％；组 团 出 游 １８５３万 人 次，增
长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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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０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７％。优化区域公
交线网，市民出行更加便捷。至年末，全

区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到４６４７公
里，七号线一期竣工通车。年内新辟公

交线路５条，新辟社区巴士线路２条，更
新公交车辆１５２辆，新建公交候车亭６０
个，新建公交终点站４个，公交换乘优惠

政策在全区１１８条公交线路和２１８０辆
公交车上全面落实。区域性出租汽车

“宝山巴士”运行车辆６７０辆，从业人员
１３６５人。至年末，区域内道路货物运输
企业３４７３户，拥有运输车辆 ２０２５４辆，
总吨位１６１８万吨。其中，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企业２２户，运输车辆７６４辆；集
装箱运输企业２８９户，集装箱运输车辆
５９１８辆。邮政业务快速增长。全区拥
有邮政支局２３个，邮政所５０个，邮路总
长度８２９公里，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６４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３９％，发送函件
９７２０６０万件，国内特快专递 ２９１７４万
件，国际特快专递５０５７万件，报刊累计
订销数１１９亿份。

■金融业　金融业发展较快。全年金融
业增加值 ４０１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８１％。至年末，全区共有银行 １９家，
本外币存款余额 １６８１５６亿元，比年初
新增３１９３亿元，增长２３４％；贷款余额
７２６３４亿元，比年初新增１１８５９亿元，
增长１９５％。

■对外经济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
需未有根本性恢复，进出口贸易继续下

降。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１８２５亿
美元，比上年下降４８３％。其中，进口总
额６１５亿美元，下降４５５％；出口总额
１２１亿美元，下降４９７％。按贸易方式
分，加工贸易出口６３７亿美元，比上年
下降 ５９１％，占 ５２６％；一般贸易出口
５２２亿美元，下降３３５％，占４３１％。
　　全年批准外资项目６０个，其中：新
批４１个，增资１７个，中方转外方股权项
目２个。合同外资总额 １５９８６万美元，
比上年下降５４５％。引资项目中，第一
产业项目数１个，合同外资额４７７５万美
元，占合同外资总额的２９９％；第二产业
项目数２１个，合同外资４４８６万美元，占
２８０％；第三产业项目数 ３８个，合同外
资额６７２５万美元，占４２１％。外商投资
企业实际投资额 ２０５５７万美元，增
长２２７％。

■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功能型、枢
纽型、网络化的道路交通网建设稳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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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真北路、环镇北路、罗北路等道路工

程竣工；?川路Ｇ１５０１（Ａ３０）人非立交工
程主体竣工；镜泊湖路等道路工程加快

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引桥和码头

主体实现结构贯通。重点基建工程有效

实施。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改扩建工程

门急诊大楼交付使用；河口科技馆实现

结构封顶；区体育中心和图书馆项目进

展顺利；华山医院（北院）开工建设。全

力推进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环境整治取
得新成效。累计清理户外广告５０６３块，
规范店招店牌７９１４块，整治道路１９８万
平方米，清洁立面２００万平方米，完成城
区积水点改造 ４７处、农村环境建设点
９９２个、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６５１万平方
米，更换居民燃气内管１７０５３户，调整提
升绿地景观２８０万平方米，保洁重点水
域２４６万平方米。全年拆除违法建筑
２３８万平方米，２８１个村（居）委通过拆
违控违达标验收。商品房销售快速增

长。全年实现房地产业增加值５３１７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５２％。据房地产企业
统计，全年完成房地产投资额１０８８６亿
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９％；施工面积７９４０
万平方米，下降１５４％；竣工面积１９５７
万平方米，下降 ３６６％；商品房销售面
积２６４５万平方米，增长４３０％；商品房
销售额２８７６０亿元，增长８５３％。存量
房成交面积 ２４１３４万平方米，增长 １
倍；存量房成交金额 ２１１６２亿元，增长
１６倍。

■信息化　信息化项目建设继续推进。
全年电子政务领域信息化项目有３４项，
投入建设资金１５００万元；完成社保卡信
息采集４７０万人，发放社保卡 ４１３万
张。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

全年完成通讯管线建设５１９２沟公里，
涉及区域内９８条路段。至年末，全区固
定电话用户 ４２万户，其中住宅电话 ３０

万户。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全

年“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主页访问

量２１４１６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７３６％。
政府部门主动公开信息１６４３条，依申请
公开政府信息１８２５条，提供服务类信息
２０１万人次。

■教育和科学技术　教育事业加快发
展。至年末，全区有各类学校 ２５５所，
在校学生１３３３万人。其中，民办学校
６２所，在校学生３１６万人。全面保障
农民工同住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至年

末，全区５８８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农民
工同住子女全部进入公办和民办学校

就读，以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为主的民

办小学增至 １６所，学生数 １５３万人。
培智学校和特教康复中心建设有序推

进。全区学生在上海市“明日科技之

星”评选、上海市英特尔创新大赛等比

赛中再获佳绩。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各类学校学生情况一览表

类　别
全部学校 其中：民办学校

学校数（所） 在校学生数（人） 学校数（所） 在校学生（人）

合计 ２５５ １３３２８０ ６２ ３１６０９

　中学 ５４ ３９１６６ ８ ４５０４

　　＃高中 ８ ７３５６ １ ６３５

　　 初中 ２７ １８８５５ ３ ２１６４

　　 完全中学 ５ ５１３３ １ ６３０

　　 九年制学校 １３ ７２１２ ２ ５４０

　　 十二年制学校 １ ５３５ １ ５３５

小学 ７２ ５８４１２ １６ １５２８９

幼儿园 １１０ ３１６９９ ３７ １０７５３

职业教育 ２ ３５６８ １ １０６３

其他教育 １７ ４３５ — —

　　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
产业化进程。年内列入市科技小巨人企

业１个、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９个；获
得国家、市创新基（资）金、重点新产品

和火炬计划等１０４个项目，获国家、市各
类科技经费３７４１万元；完成市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４１项；启动产学研合作项
目３２个。全年专利申请量 ３８７８件，其
中发明专利１４８０件，实用新型专利２０１２
件。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市民科学素养。

成功举办以“科技人城市—与世博
同行”为主题的２００９年宝山科技节。万
人科普培训 ３３５期，培训 ３０５万人次。
年内创建２家市级科普示范街镇与２家

市级科普教育基地，建成社区科普活动

中心２个，新农村科普示范点４个。

■文化、卫生和体育　文化广播电视事
业取得新发展。全年文艺演出下乡１１２
场；公益电影放映４８００场，观众超过６５
万人次；送图书下乡３６万册，光盘９２００
盘。成功组织开展国庆游园活动、焰火

晚会、“百团百歌百姓”歌咏大赛等２００
多场系列文化活动。大型现代沪剧《红

叶魂》在全市巡演５０多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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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第二批

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场江

南丝竹》被命名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扩展名录。宝山区荣获“全国文化先进

单位（区）”称号，区广播电视台被评为

“全国城市（县级）台百家优秀局台”，

《百姓连线》、《宝山新闻》被评为全国城

市（县级）台十佳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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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９家，影剧院 ９
家，区有线电视分中心４个，有线电视用
户数达到４５８３万户。全年区广播电台
公共节目播出时间５０９７小时，其中自办
节目４６１３小时；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
时间５８８６小时，其中自办节目１３８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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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宝山报》全年出版４９期。卫生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群众就医条件得

到改善。年内新建４个标准化社区卫生
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华山北院开工建设，

中西医结合医院地下人防设施和门急诊

楼完工，月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底投

入使用。至年末，全区拥有医疗卫生机

构４０家，有卫生技术人员５６８９人，医院
核定床位４２９３张。年内门急诊８８３９８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１０４％；入院 ８７３
万人次，增长５０％；健康检查４１１５万
人次，增长７５％。竞技体育成绩斐然。
宝山区培养并输送的运动员参加第 １１
届全运会的 １１个大项 ３０个小项的比
赛，取得４金４银２铜的成绩。在世界
级比赛中，许昕、莫俊杰和刘子歌分别获

得第五十届世乒赛男子双打亚军、圣马

力诺飞碟世界杯男子飞碟双多向冠军和

罗马游泳世锦赛女子２００米蝶泳银牌。
办训水平不断提升。区少年儿童业余游

泳学校被评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国家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游泳、击剑、射箭、

乒乓球项目被批准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区
办二线运动队。群众体育蓬勃发展。年

内成功举办第二届区运会、“与世博同

行”万人健步行活动、“迎世博百企足球

邀请赛”和“百村篮球赛”等群众性体育

活动。体育健身设施不断完善。至年

末，全区拥有公共运动场２６处，健身苑
１１个，健身点 ４２４个，农民健身家园
５７个。

■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至年末，
全区户籍人口８６４３４６人，其中非农业人
口８０４４６８人，农业人口５９８７８人。全年
出生人口５８８１人，出生率６８７‰；死亡
人口６１７６人，死亡率７２２‰；人口自然
增长率－０３５‰。全区常住人口１３６５５
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 ３６２６万人。
年内加大扶持就业和创业力度，保就业、

促稳定取得成效。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３０２０３个，实现非农就业６６６９人。认定
特殊困难企业 １３家，补贴 １８３７万元，
稳定岗位 １１００个；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２２４９人，安置“零就业家庭”２８１户，安置
军嫂就业１１４人。开发创业场地１３个，
进驻创业组织１９７家；帮助成功创业８７７
人，带动就业１４３２人。加强技能培训和
职业指导，提升劳动者技能和就业竞争

力。全年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１６６１５人
次。至年末，全区有青年职业见习基地

１３３个，全年组织３２６８名青年参加职业

见习。公共招聘网提供劳动力市场招聘

岗位１０２１万个，应聘１６９４万人次，职
业指导３２８万人次，应聘成功 ２１２万
人次。至年末，全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２９７７４人。
　　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民生继续改善。
据抽样调查，全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２４３６８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０％；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４４９３
元，增长１０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
费支出１８０８６元，增长１０６％；农村居民
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０４７１元，增长
６５％。城乡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继
续增加。据抽样调查，至年末，平均每百

户城区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家

用轿车８辆，家用空调１６７台，家用电脑
７９台，彩电１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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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轿车７辆，家用空调１５９台，家
用电脑 ５０台，彩电 １７２台，电冰箱 ９８
台。至年末，居民家庭储蓄存款余额

８２５１７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３９２６亿元，
增长２０３％。居民居住条件进一步提
升。全年竣工新建居住区配套公建设施

４２４８万平方米，拆除旧住宅建筑面积
６５万平方米，动迁居民２１８２户，完成旧
住房综合改造 １６２７万平方米。至年
末，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２７０平
方米，比上年增加０６平方米，居民住房
成套率 ９９３％。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
善。全区有 ５５８万人参加农村养老保
险，有４８７万人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
险，有２２７５万外来从业人员参加综合
保险。全年农村户籍无保障人员纳入社

会保障１６０４人，新征用地人员、历史遗
留问题人员４０６１人纳入镇保，３７９位城
镇高龄无保障老人纳入社会保障。老年

农民最低月养老金标准由１８０元提高到
２２０元，农保月均养老金由３７３元提高到
４２７９元。廉租住房保障对象准入标准
放宽，住房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年

内新增廉租房受益家庭５８８户，累计达
到２０５４户。养老服务加快发展。全区
有收养类机构４０家，其中社会福利院１
家，养老机构 ３９家，床位 ６７６２张，收养
人数３６０１人；有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
心１４家，助老服务社 １４家，为 ８９３９名
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对其中５５９４
名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政府服务补贴。

扶贫帮困工程不断推进。全年投入社会

救助资金１７７亿元。至年末，有３０１１８
人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１４４１人享受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全年共 １８８６人次
享受医疗救助，４０６３人次享受春秋季特
困学生补助。年内安置残疾人就业２５１
名；设置缘石坡道５００个，建设行进盲道
和提示盲道１３２１公里，建成无障碍停
车位标志５０处。至年末，全区有１０７家
福利企业，从业人员６３６５人，其中残疾
人２０８２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
市”创建工作通过市级验收，各街镇“阳

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在全市率先实现

全覆盖。

■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启动第四轮环
保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提高环境质量。

全年区级环境保护总投入１７亿元。完
成宝钢电厂３号机组、７台１０吨以上和
２６台１０吨以下锅炉脱硫改造。高境镇、
顾村镇通过市级“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复验。噪声达标区复验通过市级验收。

环境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全年对 １４６０
户单位实施现场环境监察，检查 ２９５２
次；完成各类污染源环境监测４８７户，对
２３户严重超标企业限期治理；共关停并
转企业４６户。截污治污工作取得成效。
年内完成北部地区月罗路、罗北路和石

太路污水干管建设，１８６公里污水二级
管网敷设；完成８３３万平方米住宅小区
和８９０个企事业单位雨污水分流，污水
纳管率由上年的６０％提高到７０％；完成
６９０９户农户生活污水集中处置。河道
综合整治稳步推进，完成练祁河、马路河

三期等骨干河道以及１５条段、３４公里黑
臭河道的综合整治。生态环境继续改

善。新建各类绿地面积１９０公顷，其中
公共绿地１２０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由上年的４１％提高到４１５％，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由上年的２０平方米提高到２１
平方米。顾村公园于５月１日对外试开
放，后工业景观示范园竣工开放，淞浦路

滨河景观带、北?川路等绿化项目竣工。

安全生产事故持续下降，全年生产安全

死亡事故２３起，死亡２６人，比上年分别
下降 １７９％和 １０３％；道路交通事故
１６９起，增长 １９９％，造成 １２２人死亡，
直接财产损失 １１１万元；火灾事故 ５２８
起，增加１倍，造成１人死亡，直接财产
损失１６６万元。

　　注：摘自《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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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换第３４页插页）

４３



（换第３５页插页）

５３



（换第３６页插页）

６３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建立６０周年。区

委按照市委九届八次、九次全会的部署，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

战，抓住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的有利契机，突出“四个更”的奋斗

目标和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工作

要求，坚持把中央、市委的决策部署与宝

山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判断形势，带

头攻坚克难，在特殊时期作出了特殊努

力。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

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要求，把学习

实践活动作为应对挑战、推动发展的强

大动力，形成科学发展的思想共识，制定

实施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

见及指标体系，理清推动科学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的发展思路。坚持把“保增

长”作为首要任务，研究出台支持基层发

展、推进重大项目、实施“阳光动迁”等

一系列政策意见，组建区招商办和企业

服务中心，搭建融资担保平台，深入基

层、企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有效克服金

融危机影响。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淘汰一批低端业态和劣势企业，推动现

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巩固提高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和现代商业商务设

施的综合效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取

得调结构、促转型的重大突破。协调推

动重大战略实施，抓住上海加快“四个中

心”建设、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有利契机，

加快推进以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罗泾散

货港配套产业园为核心的滨江带开发，

统筹布局顾村和罗店大型居住社区开发

建设，推动“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全面落

实。深化“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制定实
施“流动红旗”评选办法，推进骨干道

路、市容景观专项整治，集中凸现顾村公

园、逸仙路、沪太路等一批亮点，坚持开

展“窗口服务日”、“环境清洁日”、“公共

秩序日”等活动，进一步改善市容环境面

貌。继续实施和完善普惠性政策措施，

集中建设一批社会事业项目，积极稳定

就业形势，不断完善保障体系，全面加强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进一步营造并保

持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宝山区获“上

海市文明城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

“全国平安畅通县区”等称号，通过“全

国科技进步县（区）”考核，入选首批“国

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区县”；顾村镇被评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月浦

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上海淞南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被评为“全国文明单

位”；淞南镇、高境镇被评为“全国创建

文明村镇先进单位”，友谊路街道、上海

宝谊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被评为“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１）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区委从３月开始，组织开展学习实
践活动，参加活动的党员７１００１人，党组
织２３４６个。坚持周密组织，加强分类指
导。成立活动领导小组，提出“围绕宝山

‘四个更’目标，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实践载体，加强动员部署、认真组织推

进，突出实践特色、务求取得实效，不断

把活动引向深入。坚持学习调研，深化

思想教育。积极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

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理论学习

与专题调研相结合，通过开展集中调研、

基层座谈、发放征求意见表、参加电台百

姓连线节目、与广大网民直接沟通等多

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为找准问

题、加强整改奠定扎实基础。坚持突出

实践特色，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切实将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和迎世博等重点

工作与学习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坚持即

知即改、边学边改，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

发展等制度措施，一批影响科学发展以

及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的突出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坚持解放思想，形成科学发展

共识。围绕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深入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研究制

定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及“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明确提出“三年
加快推进、五年形成格局、八年基本实

现”的发展战略，加快落实规划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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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０项主要指标
和实事项目。

　　（２）经济发展。加强对经济运行情
况的监测分析，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经

济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有效遏制经

济下滑态势，经济发展逐步企稳，基本完

成“双过半”任务；下半年，继续加大工

作力度，全年经济发展好于预期，“保增

长”任务全面完成。经济发展方式加快

转变。第三产业贡献率持续增长，占增

加值比例达５４７％，占区地方财政收入
比例达三分之二；围绕滨江岸线、轨道交

通沿线，加快形成结构调整重点布局，全

年盘活低效土地１５００亩；加强与部市属
企业合作，一批传统企业成功转型，创邑

·幸福湾形成集聚效应，上海国际节能

环保园完成一期招商，上海智力产业园、

半岛１９１９等品牌和经济效益开始显现，
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上海呼叫中心

产业基地等投入使用，星月商务广场、宝

莲城二期、世华商务广场、顾村大型商业

中心、汽车梦工厂等项目加快建设，累计

建成现代服务业集聚区２６３万平方米、
在建项目１４４万平方米，引进企业１０００
余家。同时，加快调整低端业态和劣势

企业，完成１５个节能技改项目、可节约
能耗９万吨标煤，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
耗继续下降，启动大场南大路地区成片

结构调整工作。先进制造业重大项目加

快推进。上年底集中开工的一批重大项

目进展顺利，拉法基建材等项目竣工投

产，华润雪花啤酒即将投产；发那科机器

人项目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工建设。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融资担保平台

建设，涌现一批逆势飞扬的民营企业；制

定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方案，成为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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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之一。区域经

济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强。大力发展和繁

荣消费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加强招商推介工作，成功

举办全国性电子商务大会、中国国际节

能环保论坛、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和

第六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等，组

团参加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开展

“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活动；大力扶持

民营经济发展，继续深化国有、集体资产

和企业改革，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３）市容环境面貌，迎世博百日行
动扎实开展。聚焦重点任务，全面完成

“五路”（逸仙路—同济路，共和新路—

?川 路，沪 太 路，Ｓ２０（Ａ２０），Ｇ１５０１
（Ａ３０））专项整治，高架、高速和骨干道
路沿线环境明显改观，建筑立面、公用设

施、户外广告和景观绿化整治工作取得

实效；消除顽症陋习，坚持开展“三五”

集中行动（从３月份开始，坚持每月５日
开展“窗口服务日”活动，１５日开展“环
境清洁日”活动，２５日开展“公共秩序
日”活动），组建志愿者和监督员队伍，

推进国家卫生镇和市文明镇、文明社区

创建工作，促使市容面貌持续改善。加

强规划引领作用，推进“两规合一”工作

（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

二为一），深化滨江发展带、顾村、罗店等

重点地区规划编制工作，制定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土地储备规划，全年土地收储、
出让工作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创新重大工程动迁推进机制，顾

村１６平方公里保障性住房基地“阳光
动迁”取得显著成效；滨江景观带建设进

展顺利，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建设进展

顺利，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等

项目按计划推进；沪太路拓宽工程全线

贯通，西干线改造工程完成规定任务，轨

道交通 ７号线外环线以内站点实现通
车；公交三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新辟和

调整公交线路１５条，公交线路全面实行
优惠换乘，在全市率先开通乡村巴士和

社区巴士，公交“村村通”实现全覆盖。

新农村建设力度持续加大。推进危桥改

造、农村公路标准化建设、农村生活污水

集中处置和自然村宅改造工作，完成自

然村宅改造 １８００多户。稳步推进完善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试点，全

面推进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工作，探索农

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规范集体合

作农场管理，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宝农

３４”获得上海首届优质稻米品鉴评比唯
一金奖。深化经济相对薄弱村扶持工

作，坚持开展送医、送药、送文化下乡活

动，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稳步提高。生

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全年新增绿地

１９０公顷，顾村公园一期（部分）对外开
放。加快推进污水干管、二级管网建设，

加大骨干河道整治力度，基本实现河道

保洁和长效管理全覆盖。坚持“环保网

格色标”管理，全面启动第四轮环保三年

行动计划，重、中度污染区域减少近１０
个平方公里。城市管理水平稳步提高，

物业管理工作不断加强，道路组团式保

洁法全面推广，拆违控违机制基本形成；

强化渣土运营检查，有效遏制偷倒乱倒

行为；不断完善并全面落实防汛、防台预

案，确保安全度汛。

　　（４）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劳
动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超额完成年度新

增就业岗位目标，“零就业家庭”和就业

困难人员的就业安置率保持 １００％；启
动“一村一居一大学生”工程，与上海大

学签订推进毕业生就业合作框架协议；

加大对外来农民工就业帮扶，针对符合

产业方向、有一定吸纳就业能力的困难

企业，实施稳岗减负计划；积极推动创业

带就业，建成一批创业基地。保障和救

助体系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与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保障体系，农保最低

月养老金和老年农民最低月养老金标准

进一步提高；不断完善“五助”体系，积

极推进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工作，罗店敬

老院投入使用，杨行敬老院建设主体竣

工，区为老服务中心挂牌，全国残疾人工

作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有力推进，“阳光基

地”在全市率先实现全覆盖。老镇旧区

改造推进力度加大，大场老镇改造取得

突破性进展，海滨旧小区改造、泗塘一村

成套改造进度加快，七牧场小区改造顺

利推进，完成旧小区成套改造６万多平
方米、受益群众近１７００户。社会事业重
大项目建设步伐加快，长江河口科技馆

结构封顶，华山医院北院开工建设，宝山

中心医院改扩建一期竣工，大场医院新

建工程正式启动，民兵训练基地主体结

构竣工，宝山体育中心和图书馆改建工

程加快推进。医疗资源纵向整合效果显

著，基本形成与华山医院、市第一人民医

院、宝钢医院、曙光医院等三级医院合作

的四个社区卫生服务集团，顺利通过创

建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

复核；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药

品零差率”工作机制，合作医疗覆盖率达

１００％；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稳定可控。教育教学质量和

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办高中２００９年高考
本科率达到６７％，高出全市平均水平１８
个百分点；在宝山区务工的外来人员同

住子女统一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完善城

乡教育经费统筹机制，推动校企合建“区

域职业教育集团”。推进义务教育制学

校绩效工资改革。巩固全国文体活动工

程示范区成果，在全市“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英特尔创新大赛中获得佳绩。体

育事业加快发展，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开

展，成功举办区运会，农村、社区体育设

施建设加快推进；竞技体育运动水平显

著提高，由宝山区输送的运动员在第十

一届全运会上荣获４金４银２铜。惠民
文化工程扎实推进，试点恢复农村地区

有线广播，实现“农家书屋”和农村文化

“三位一体”服务点全覆盖。

　　（５）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平安宝
山”竞赛活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突出

社会矛盾有效化解，完善社会矛盾滚动

排查和专项排查预警机制，落实领导包

案、接访和下访等制度，重信重访专项治

理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群众初次来信

和网上信访工作处置率和群众满意率综

合得分全市第一；在全市率先出台《关于

预防和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的实施意

见》，有效化解一批群体性社会矛盾。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全面推进，开展“严打”

整治工作，群众安全感不断上升；开展群

防群治工作，推广社区居委“三必”（陌

生人必问、可疑者必查、来访者必带）工

作法、社区民警《民情日记》工作法等典

型经验。推进街镇综治工作中心建设，

推进“住宅小区封闭式管理”和“综治进

企业”，规范“六位一体”基层综治警务

室建设，实现“两个实有”（实有人口、实

有房屋）管理全覆盖，受到中央综治委检

查督导组肯定。世博安保防控措施落到

实处，成立世博安保工作指挥部，全面加

强重点目标防控，积极与周边地区开展

边界联防联控工作；按照“一点一方案”

要求，对区内出入市境道口、河道逐一落

实防控措施；推进“两个排查”活动（排

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混乱地

区和突出治安问题），对各类人群、特种

行业单位上门核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

招募组建平安志愿者队伍，全面完成培

训工作。安全生产管理不断加强，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加大隐患查处力度，交

通、生产、食药品安全监管措施落到实

处，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依法治区工

作进一步深化。严密和规范行政执法程

序，妥善处理非法营运等社会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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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化解一批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组织

召开依法治区２０周年座谈会，扎实推进
普法宣传、法律援助等工作。

７月２４日，中共上海市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举行 摄影／蔡　康

　　（６）区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

四中全会和市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组

织开展宣传学习、宣讲教育等一系列活

动，制定形成《区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舆论引导

和思想建设进一步深入，抓住开展庆祝

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人民政协成立 ６０
周年、上海解放 ６０周年系列活动的契
机，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和“迎世

博”宣传动员活动。坚持和完善各级党

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建立健全“建设学习

型领导班子”长效机制。干部队伍和基

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加强领导班子

和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和完善干部教育

培训机制，发挥党校、行政学院主渠道、

主阵地作用；加强后备干部队伍管理，加

大年轻干部基层锻炼培养力度。顺利完

成区政府机构改革和村、居委换届选举

工作，启动村（居）党组织书记、村（居）

委员会主任“排头兵”评选工作；推进农

村、社区、“两新”组织、企事业单位和机

关党建工作，全面落实党代表任期制，做

好党代表联系服务工作；开展第二批党

外干部挂职锻炼工作，完成第六批拔尖

人才和青年尖子选拔工作。反腐倡廉和

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推进廉政教育基

地建设，组建“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讲师

团”，组织编演大型沪剧《红叶魂》，被中

纪委纳入学习王瑛同志事迹全国文艺调

演重点剧目。深化作风和效能建设，建

立健全效能机制，组织开展政风行风测

评和“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开展工

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加强“小金库”专

项治理，全面落实削减压缩“四项经费”

（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经费、

公务招待费、一般性行政支出费）的要

求，严格落实党内监督各项制度，加强巡

察和派驻纪检组工作。加大办信查案工

作力度，形成对违法违纪行为的震慑机

制。区委常委会自身建设和民主政治建

设进一步深化，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完

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支持区

人大、区政府和区政协党组开展工作，推

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

法权，促使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按章程履

行职责。加强与党外人士沟通交流，新

的阶层代表人士联谊会作用有效发挥。

社区民族工作不断加强，宗教、侨务和港

澳台工作有序开展，对口支援、人民武

装、老干部、保密和档案等工作扎实推

进，《宝山区志》编纂出版。 （魏　明）

主要会议
■区委五届八次全会　７月２４日，在区
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会议主题

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面推进学习实践活动，围绕全面

落实“四个确保”、扎实推进“四个更”的

目标任务，促使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

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坚定信心保

增长，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齐心

协力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上午，

举行全会第一次大会。区委书记吕民元

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常委会报告工作；

区委副书记陆学明作《中共上海市宝山

区委员会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讨论稿）》的起草说明；区委常委、纪委

书记章俊荪向大会报告分管工作。下

午，举行全会第二次大会。区委书记吕

民元主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

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

干意见》的决议。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

民讲话。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宣读《关于

宝山区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第三个百日
“流动红旗”竞赛情况的通报》，并向庙

行镇、淞南镇、罗泾镇、区绿化市容局、区

建交委、区文广影视局等６家单位颁发
“流动红旗”。

■区委五届九次全会　１２月 ２９日，在
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会议主

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学习

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和

市委工作部署，积极融入加快推进“四个

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发展大局，

抓住上海举办世博会的契机，围绕“四个

更”的奋斗目标和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要求，乘势而上谋发展，坚定不移

调结构，持之以恒惠民生，统筹兼顾促和

谐，齐心协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滨江新区

建设。上午，举行全会第一次会议。区

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代表区委常

委会报告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

就２０１０年区政府工作作讲话；区委副书
记陆学明作《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实

施意见（讨论稿）》的起草说明；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向大会报告分管

工作。下午，举行全会第二次会议。区

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全会审议并通

过《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实施意见》

以及全会决议。 （魏　明）

重要会议
■政法工作暨平安建设推进会　１月１５
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

开。区委副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陆学

明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副

书记、区公安分局局长姚志荣主持会议

并宣读表彰决定，表彰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
平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平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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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六无”达标村居委，副区长、区委政

法委副书记钟杰作政法工作报告。会

上，区领导向获奖单位及个人颁奖，庙行

镇等四家单位作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共

同观看区城市图像监控系统影像资

料片。

■经济工作专题会　２月１０日上午，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听取

有关部门关于开局经济工作情况汇报，

研究全年经济发展趋势。区委书记吕民

元主持会议，并就做好全年经济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

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副区长朱永泉

出席。

■拆违控违工作现场推进会　４月 ２３
日下午，在大场镇政府会议室召开。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区委副书记陆

学明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盛

亚平、副区长钟杰结合工作实际就推进

拆违整治工作提出有关要求。会前，区

领导还实地查看大场镇场中村洛河桥拆

违现场。１０月２１日下午，在张庙街道通
河市民健身中心召开拆违控违工作现场

推进会。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出席并讲话，区委

副书记陆学明主持会议，副区长钟杰出

席会议。

■机构改革工作会　２月１６日下午，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

吕民元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

福民部署区级机构改革工作，区委副书

记陆学明主持会议。区领导沈秋余、康

大华、姚志荣、张浩亮、袁鹰、夏雨、周德

勋、章俊荪、盛亚平、吴德渊、周明珠、杨

卫国、李原、朱永泉、钟杰、冯健理、顾佳

德、叶建英、刘伟国、崔卫中，以及区法院

院长姚荣民出席会议。

■信访工作会　３月１０日下午，在区委
党校会议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书记吕

民元、市信访办副主任许仁绿分别讲话，

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持会议，区委

副书记陆学明宣读《关于表彰２００８年度
宝山区信访工作专项先进的决定》，副区

长钟杰作工作报告。区领导袁鹰、周德

勋、吴德渊、杨卫国、冯健理、顾佳德，以

及区法院院长姚荣民、区检察院检察长

张志平出席。大会还邀请全国道德模

范、江苏省信访局巡视员张云泉作专题

报告。

■部分民营企业代表座谈会　４月 １３
日下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区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盛亚平出席会议。会议主要听

取民营企业家对区委深入开展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加快推进区域民营经

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２００９年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动
员会　５月１４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
中心大礼堂召开。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出

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浩亮作工

作动员部署，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

平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明

珠出席会议。

■街镇党委书记座谈会　７月 ７日上
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

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就深入开展

学习实践活动、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讲话，

区领导斯福民、陆学明、姚志荣、丁大恒、

周德勋、盛亚平、钟杰出席会议。

■经济工作座谈会　７月 ７日下午，在
宝隆宾馆荟智厅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当前经济工作，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副

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并讲话，区委常

委、副区长夏雨主持会议，副区长朱永泉

出席会议。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会　８月１８
日下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区委书记吕民元、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市

经济信息委副主任金兴明、区委副书记、

区长斯福民分别讲话。会上，斯福民代

表宝山区政府与市科协签署发展合作协

议，上海大学与宝山科技园、上海理工大

学与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分别签订合作协

议。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宣读宝山区

成立高新技术产业化领导小组名单，副

区长李原主持会议，副区长朱永泉解读

《关于加快推进宝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化

实施方案》。

■国庆维稳工作会　９月１８日下午，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

吕民元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

福民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长

姚志荣出席会议，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丁大恒部署有关维稳工作，副区长钟杰

出席并讲话。

■党政负责干部会　９月２１日下午，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

吕民元主持会议并传达胡锦涛在党的十

七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传达胡锦涛

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

讲话精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传

达俞正声在市党政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区政协主席康大华传达习近平

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

区领导姚志荣、张浩亮、袁鹰、顾亦兵、周

德勋、章俊荪、周明珠、杨卫国、李原、朱

永泉、钟杰、顾佳德、崔卫中等出席会议。

　　１１月１１日下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

并传达市委九届九次全会概况和市委书

记俞正声讲话精神，并就全面学习贯彻

市委全会精神提出要求，区委副书记、区

长斯福民传达市委副书记殷一璀所作的

说明和市委贯彻中央《决定》的实施意

见的主要内容。区领导沈秋余、康大华、

张浩亮、丁大恒、顾亦兵、章俊荪、杨卫

国、李原、钟杰、冯健理、顾佳德、崔卫中，

以及区法院院长姚荣民、区检察院检察

长张志平、区人武部部长胡晓春出席

会议。

９月２１日，宝山区离休干部区情通报会召开
摄影／浦志根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会
　１０月１７日上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
大礼堂举行。邀请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

主任、博士生导师许耀桐教授，作关于学

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辅导报

告。区委副书记陆学明主持会议。区委

中心组成员、全区各单位处、科级领导干

部、区第五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青年尖

子、部分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席

会议。

■动迁工作会　１１月１２日上午，在区机
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吕民

元、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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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副区长钟杰部署下一阶段宝山区动

迁工作，副区长冯健理主持会议。

■政协工作会　１１月２４日下午，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区委书记吕

民元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

民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

出席会议，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出席并讲

话，区委副书记陆学明作《中共宝山区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

见》的说明。

■区委务虚会　１２月２４日下午，在奉
贤悦华大酒店召开。区委书记吕民元主

持会议并讲话，部分委办局作专题交流

发言。２５日上午，各街镇、园区作交流
发言，观看“老问题为何卷土重来”专题

片。下午，各街镇、园区继续作交流发

言，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并讲话，区

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会议并讲话。

（魏　明）

重大决策
■关于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干
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进
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区委结合开展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紧密联系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着力形成“围

绕宝山‘四个更’目标，统筹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思想共识，，研究制定《关于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统筹城乡

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

干意见》），于７月２４日在区委五届八次
全会上通过，８月４日正式印发各单位。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任

务以及主要指标，即“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
系。所谓“３５８”，是指加快统筹城乡一
体化发展“三年加快推进，五年形成格

局，八年基本实现”；所谓“６５０”，是指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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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
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以及市委九届九次全会通过的《中

共上海市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高宝

山党建工作水平，区委研究制定《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于１２月２９
日在区委五届九次全会上通过，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１４日正式印发各单位。《实施意
见》共分为１５项内容。一是切实增强新
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二是按照建设马克思

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着力加强科学

理论武装工作；三是按照贯彻民主集中

制的要求，着力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

作机制；四是按照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

要求，着力推进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五是

按照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要求，着力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六是按照提高

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要求，着力加强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七是按照活

跃基层、打牢基础的要求，着力增强基

层党组织生机活力；八是按照推进区域

化党建的要求，着力构建城乡统筹的党

建工作格局；九是按照促进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的要求，着力抓好党员管理

和服务工作；十是按照讲党性、重品行、

作表率的要求，着力加强和改进作风建

设；十一是按照规范从政行为的要求，

着力增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十

二是按照严厉惩治腐败的要求，着力加

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十三是

按照制度与创新相结合的要求，着力提

升预防腐败综合效能；十四是按照拓展

党建工作内涵的要求，着力推进信息网

络的运用；十五是按照坚持党要管党的

要求，着力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魏　明）

重要活动
■中央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９月１３
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

德一行视察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和

曹燕华乒乓培训学校。国家体育总局副

局长冯建中、副市长赵雯、市体育局副局

长李伟听、区领导吕民元、沈秋余、李原

陪同视察。

　　１１月２３日上午，中央综治委检查
督导组组长朱鸿斌一行到宝山区视察，

实地察看了淞南镇综治工作中心、吴淞

街道海江新村居委“六位一体”综治警

务室。区领导吕民元、丁大恒、钟杰

陪同。

■市委领导调研视察宝山工作　１月７
日上午，市委常委、市警备区司令员江勤

宏少将、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率队到宝

山区检查扶贫帮困工作。首先在张庙街

道一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江勤宏少将

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浩亮汇报宝山

区扶贫帮困工作。区领导陆学明、顾亦

兵出席。会后，市领导一行视察了张庙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并慰问了２户困难
群众。

　　２月５日上午，副市长沈骏到宝山
区就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及保障性住房建
设工作进行调研。区领导吕民元、斯福

民、冯健理陪同视察大场镇和庙行镇迎

世博６００天整治成果、顾村绿地、四高小
区配套设施、上海馨佳苑，以及规划保障

性住房顾村基地。下午，在区机关办公

大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调研座谈会。

副市长沈骏、区委书记吕民元分别讲话，

区领导斯福民、冯健理出席。

　　２月２６日上午，副市长胡延照率市
有关部门到宝山区视察工作。在友谊路

街道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村（居）委换

届选举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区领导吕民

元、斯福民、张浩亮和市政府副秘书长范

希平出席。区领导随后陪同视察市第三

社会福利院。

　　３月２６日下午，副市长赵雯率队到
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区委书记吕民

元、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区委常委、

副区长夏雨、副区长李原陪同视察庙行

镇星星点点科学育儿示范基地、钢雕公

园、漠河路环区生态步道和吴淞炮台湾

湿地森林公园。

　　４月１６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云耕一行到宝山区调研，区领导吕民

元、斯福民、沈秋余、杨卫国、冯健理陪同

视察市保障性住房顾村基地。１２月１１
日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一行

到宝山调研来沪务工农民工相关工作。

　　５月５日下午，市政协主席冯国勤、
副主席周太彤、钱景林带队到宝山区调

研。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沈秋余、康

大华、周德勋、顾佳德陪同视察宝莲城商

务区、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并看望

区政协机关干部。随后，在炮台宾馆召

开座谈会。冯国勤主持会议并讲话，区

委书记吕民元简要汇报宝山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

　　５月６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韩
正率市有关部门到宝山区视察市保障性

住房顾村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区领导吕

民元、斯福民、冯健理陪同视察顾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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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市保障性住房顾村菊泉新城、菊翔苑

社区、以及上海馨佳苑。８月６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率市有关部门到

宝山区视察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顾村

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罗店中学、吴淞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区领导吕民元、

斯福民、张浩亮、夏雨、李原、朱永泉、冯

健理、崔卫中陪同视察。

　　５月７日上午，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吴志明率市农委有关领导到宝山区调

研。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陆学明陪同

参观宝莲城商务区、吴淞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罗店卫斯嘉生态园、罗泾合建村

陶家宅自然村改造项目、洋桥合作农场

建设项目，以及月浦好沣水果园。

　　８月１５日上午，副市长沈骏率市有
关部门前往大场镇真北市场开展工作调

研。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常委、副区长

夏雨陪同视察。

　　２月９日至１１日，市委第二调研组
组长李民权一行到宝山区就企业发展情

况开展工作调研。９日上午，在区机关
办公大楼第六会议室，召开区有关职能

部门座谈会，听取宝山区２００９年以来经
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区委常委、副区长

夏雨主持会议。９日下午，召开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回头看”企业

座谈会。１０日上午，实地察看上海尔华
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并听取企业情

况汇报。随后，召开部分经营状况较好

的企业座谈会。１０日下午，市委调研组
实地察看中铝上海铜业有限公司并听取

企业情况汇报。随后，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第四会议室，召开部分经营困难企业

座谈会。１１日上午，市委调研组实地察
看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并听取企业情

况汇报。随后，在区机关办公大楼第六

会议室，召开部分中央和部市属在区企

业座谈会。１１日下午，市委调研组实地
察看上海创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听取

企业情况汇报。随后，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召开部分成长型企业座谈会。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３月
３日上午，市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第六指导检查组组长成作

民、副组长李跃旗一行到宝山区指导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区委学习实践

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吕民元，副组长斯福

民、张浩亮、盛亚平等，以及区学习实践

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出席见面会。

成作民等听取了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情况介绍并提出要求。

　　３月２４日上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部分党委书记座谈会，征求

区委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的意见建议，以及围绕“人民群众得实

惠”需要集中解决的实际问题。区委书

记吕民元、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鹰、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出席。

　　３月２４日下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部分村（居）委支部书记座

谈会，征求区委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的意见建议，以及围绕“人民

群众得实惠”需要集中解决的实际问题。

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周德勋出席。

　　３月２５日下午，市委副秘书长、市
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刘卫国到宝山区开展工作调研。区委书

记吕民元、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

陪同参观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和月

浦好沣水果园。随后，在好沣水果园召

开汇报座谈会。刘卫国和吕民元分别讲

话，盛亚平汇报宝山区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情况。

　　４月３日、１０日、１６日三天上午，在
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举行区委中心

组学习会，集中交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中的调研成果并观看音像资料片

《蛀虫》。会上，区领导陆学明、张浩亮、

夏雨、周德勋、章俊荪、盛亚平、杨卫国、

李原、钟杰、冯健理作交流发言。

　　４月９日上午，区领导吕民元、斯福
民、陆学明、张浩亮、袁鹰、夏雨、周德勋、

章俊荪、盛亚平等按照学实活动要求，分

别下基层开展工作调研，就“围绕宝山

‘四个更’目标，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主题，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

　　４月２２日下午，在区文广影视局演
播厅，区委书记吕民元参加宝山广播电

台“百姓连线”节目。在电台直播室通

过电波与宝山市民就“围绕宝山‘四个

更’目标，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话题

进行互动交流。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袁鹰以及区市容局、区建设交通委等部

门负责同志参与连线节目。

　　４月２４日上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党组

解放思想专题讨论会。区领导吕民元、

斯福民、陆学明、姚志荣、张浩亮、袁鹰、

顾亦兵、夏雨、周德勋、章俊荪、盛亚平、

朱永泉、钟杰、冯健理、崔卫中等分别就

宝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经济结构调整、

平安建设等工作作交流发言。市委学习

实践活动第六指导检查组组长成作民等

与会指导。

　　４月２４日下午，区委书记吕民元参
加由上海市东方网举办的“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迎世博区县领导与网民互动”

交流活动。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鹰

陪同。

　　４月２８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召开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解放思想讨论成果交流会。区委书记

吕民元讲话，市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第六指导检查组副组长李跃旗

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

持会议，区领导沈秋余、康大华、陆学明、

夏雨、盛亚平、冯健理，以及区发改委党

组书记朱雅芳、区民政局党委书记高香

作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领导姚志荣、

张浩亮、周德勋、章俊荪、杨卫国、陆豪、

李原、朱永泉、钟杰、顾佳德、刘伟国、崔

卫中等，以及区法院院长姚荣民、区检察

院检察长张志平出席会议。

　　５月１９日上午，在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冯小敏陪同下，中央第二巡回检查组

组长、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原局长、党组书记王众孚，率检查组

到宝山区检查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市委学习实践活动第六指导

检查组组长成作民、区领导吕民元、斯福

民、沈秋余、康大华、盛亚平陪同参观宝

莲城商务区和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随后，在炮台湾宾馆召开汇报会。

冯小敏主持会议，王众孚和成作民分别

讲话，区委书记吕民元汇报宝山区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和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情

况。下午，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盛亚

平陪同参观罗泾镇新农村建设、月浦好

沣水果园，并在好沣水果园会议室召开

基层单位座谈会，听取建交委、绿化市容

局、月浦镇等８家单位开展学习实践活
动情况汇报。

　　５月２７日下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２００９年度区委常委会专题
民主生活会。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会议

并带头发言，区领导斯福民、陆学明、姚

志荣、张浩亮、袁鹰、顾亦兵、夏雨、周德

勋、章俊荪、盛亚平按照会议要求先后发

言，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沈秋余、区政协主席康大华、

市委学习实践活动第六指导检查组成

员，以及市委办公厅、市纪委、市委组织

部有关同志和群众代表列席会议。

　　６月１５日下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学习实践活动专题会议，分

别征求部分街镇和委办局党政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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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和部分全程参与活动的区党代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区委常委会学习

实践活动分析检查报告的意见建议。６
月１６日上午，召开学习实践活动专题会
议，征求部分人民团体党组书记和部分

全程参与活动的群众代表对区委常委会

学习实践活动分析检查报告的意见

建议。

　　６月１９日上午，在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区委常委会分析检查报告

群众评议会。

１０月１日，宝山区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升旗仪式 摄影／顾莉莉

　　６月３０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召开宝山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８
周年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

课报告会。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并授

课，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持会议，

区领导沈秋余、康大华、陆学明、姚志荣、

张浩亮、袁鹰出席。

　　７月３０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举行大型现代沪剧《红叶魂》首演仪

式。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董君舒出席，区

委书记吕民元致辞，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章俊荪主持仪式，区领导斯福民、沈秋

余、康大华、陆学明、张浩亮、夏雨、周明

珠、杨卫国、李原、钟杰、顾佳德、崔卫中

等出席并观看演出。首演仪式前，市委、

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及区有关领导与《红

叶魂》主创人员见面。市纪委书记董君

舒讲话，吕民元作简要情况汇报，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陈东、市纪委副书记唐用绍、

李芬华和区领导斯福民、沈秋余、康大

华、陆学明、袁鹰、章俊荪、李原参加

会见。

　　８月２１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召开宝山区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满意度测评暨总结大会。区

委书记吕民元、市委第六指导检查组组

长成作民分别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

福民主持会议并通报满意度测评结果。

　　９月９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召开宝山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第二批动员大会。区委书记吕民

元、市委第三批学习实践活动第一巡回

检查组组长杨天欣分别讲话，区委副书

记陆学明主持会议并部署宝山区第二批

学习实践活动，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

亚平传达中央和市委学习实践活动第二

批总结暨第三批动员大会精神。会后，

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王冶勇作学

习实践活动专题讲座。

　　１１月２０日上午，区机关办公大楼
会议室，召开宝山区第二批学习实践活

动座谈会暨向农村老党员赠送收音机仪

式。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浩亮主持会议。

１１月２０日，宝山区召开第二批学习实践活
动座谈会暨向农村老党员赠送收音机仪式。

摄影／黄永庆

■召开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大会　９
月２８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召
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和
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大会。区委书记
吕民元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

福民主持会议，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就有

关人民政协工作讲话，区领导沈秋余、陆

学明、姚志荣、张浩亮、顾亦兵、夏雨、周

德勋、盛亚平、杨卫国、朱永泉、冯健理、

顾佳德、崔卫中等，以及区法院院长姚荣

民、区检察院检察长张志平出席会议。

■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升旗仪
式　１０月１日上午，在区级机关大院，
举行“青春向祖国致敬———宝山青少年

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升旗仪式”。区
委书记吕民元出席并致辞，区委常委、副

区长夏雨出席。全区公检法系统、卫生

系统、工商系统、税务系统及少先队员、

学生团员、青少年事务社工等３００余人
参加了仪式。

■举行纪念上海解放６０周年祭悼英烈
仪式　５月２７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在宝
山烈士陵园举行纪念上海解放６０周年
祭悼英烈仪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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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市领导刘云耕、冯国勤、吴志明、

董君舒、王仲伟、沈红光、杨晓渡、江勤

宏、杨雄、丁薛祥、徐麟等，以及驻沪部

队、武警上海市总队、市高院、市检察院

领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部分人民团

体、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曾参加过解

放上海战斗的在沪老战士、社会各界群

众２５０余人参加了祭悼活动。市委副书
记殷一璀主持祭扫仪式。吕民元、斯福

民、沈秋余、康大华等区领导出席仪式。

仪式开始前，市领导在宝山区主要领导

陪同下，参观《解放之路———庆祝上海解

放６０周年档案图片展》。

■迎世博活动　１月５日上午，区委、区
政府组织开展“看亮点、迎世博”活动。

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沈秋余、康大华、

陆学明、姚志荣、张浩亮、袁鹰、顾亦兵、

夏雨、周德勋、章俊荪、李原、朱永泉、钟

杰、冯健理、崔卫中等在有关部门陪同

下，参观顾村镇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陈伯吹中学，以及月浦镇好沣水

果园。

　　２月４日上午，在大场镇政府，召开
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现场推进会。
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持会议并讲

话，区领导袁鹰、夏雨、李原、冯健理分别

就分管工作讲话。与会人员共同观看迎

世博６００天重点项目沪太路大场段整治
录像。会前，区领导实地察看大场镇“五

３４

重要活动



个一”整治项目。

　　４月２１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召开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暨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推进大会。区委
书记、区文明委主任吕民元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区文明委第一副主任斯福民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文

明委常务副主任袁鹰宣读表彰决定。区

领导姚志荣、顾亦兵、夏雨、周明珠、李

原、冯健理，以及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忻

平出席会议。会上，向获奖单位颁奖。

月浦镇、顾村镇、大场镇、友谊路街道、吴

淞街道、宝宜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等

６家单位作交流发言。
　　５月 １５日上午，宝山区开展 ５１５
“环境清洁日”集中活动。在牡丹江路

密山路至盘古路段，区领导吕民元、斯福

民、沈秋余、张浩亮、周德勋、章俊荪、盛

亚平、周明珠、杨卫国、李原、钟杰、顾佳

德、崔卫中等，以及区法院院长姚荣民、

区检察院检察长张志平，与驻区部队官

兵、社区群众一起参加清洁劳动。

　　６月２３日下午，在区委党校会议中
心，召开宝山区迎世博会安全保卫群防

群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区委书记吕民

元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

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陆学明部署区世

博安全保卫群防群治工作，区委常委、区

公安分局局长姚志荣通报电信诈骗案件

与预防情况。会上，区委主要领导还与

有关单位签订世博安保责任书。

　　８月７日上午，在吴淞炮台湾湿地
森林公园内，举行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

闭幕式暨“与世博同行”万人健步行活

动。区委书记吕民元宣布运动会闭幕和

“与世博同行”万人健步行活动开始，区

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并讲话，副区

长李原宣读区第二届运动会获奖名单，

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袁鹰、周明珠、李

原和市体育局副局长李伟听为获奖选手

颁奖。

　　１０月１５日上午，在区文化馆广场，
举行１０１５“环境清洁日”暨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展示周开幕式活动。区委书记吕

民元出席并宣布开幕，区委副书记、区长

斯福民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沈秋余、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出席活动，副

区长李原主持活动。仪式结束后，区领

导吕民元、斯福民、沈秋余、李原，前往罗

泾镇实地察看迎世博创建国家卫生镇工

作情况。

　　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在区机关办公大
楼会议室，召开宝山区第五个百日行动

现场推进暨流动红旗表彰会。区委书记

吕民元主持会议并宣读《关于表彰宝山

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第四个百日“流动
红旗”竞赛情况的通报》，区委副书记、

区长斯福民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吕民

元、斯福民、夏雨、李原、冯健理为获奖单

位授旗。会前，区领导及与会人员前往

友谊路街道、杨行镇、月浦镇等地，观看

迎世博环境道路综合整治现场。

　　１１月２９日上午，在区文化馆广场，
举行相聚在党旗下———宝山区“世博先

锋行动”党员主题实践日活动。区委书

记吕民元出席并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

斯福民主持仪式，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

秋余出席仪式，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宣读

《党员践行文明行为准则承诺》。区领

导袁鹰、丁大恒、夏雨、盛亚平、杨卫国、

钟杰、冯健理、顾佳德、崔卫中等出席仪

式。仪式后，区领导在现场慰问参加志

愿者服务活动的党员志愿者。

■重大项目推进工作　７月２７日上午，
在宝宸体育馆原址，举行宝山体育中心

及图书馆改造项目开工仪式。区委书记

吕民元宣布开工，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

民和市体育局副局长陈一平分别致辞，

副区长李原介绍项目概况，副区长冯健

理主持仪式。

　　９月９日上午，在上海四季大酒店
三楼大宴会厅，举行上海国际节能环保

园合作开发协议签约仪式。副市长艾宝

俊、区委书记吕民元、中国节能投资公司

总裁王小康出席仪式，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发改委主任周波出席并讲话，上海仪

电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蒋

耀介绍项目合作情况，中国节能投资公

司副总经理余红辉介绍项目进展情况，

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主持会议并讲话。

　　９月３０日下午，在顾村公园入口广
场，举行顾村公园（一期）试开园仪式。

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并宣布开园，区委

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并讲话，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沈秋余、区政协主席康大华

出席，副区长冯健理主持仪式。

　　１１月２日下午，在吴淞炮台湾湿地
森林公园，举行“长江河口科技馆主体开

工典礼”仪式。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并

宣布工程开工，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

民、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市科委副

总工程师陈东出席并致辞，华东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区政协主席康大 ６
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明珠，市科委

科普发展处处长胡增荣出席仪式，副区

长李原出席并讲话，副区长冯健理主持

仪式。

　　１１月１８日下午，在顾村镇陆翔路东
侧施工现场，举行“华山医院（北院）落

户宝山顾村开工典礼”仪式。副市长沈

晓明宣布项目开工，市卫生局局长徐建

光出席仪式并讲话，市政府副秘书长翁

铁慧、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仪式，区委副

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仪式并讲话，复旦

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卫平、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沈秋余、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出席仪

式，华山医院院长丁强出席并致辞，副区

长李原主持仪式，副区长冯健理出席

仪式。

　　１２月３１日上午，在丰翔路近文海路
施工现场，举行大场医院新建工程奠基

典礼。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仪式并宣布

工程开工，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

仪式并讲话，副区长李原主持仪式。

■举办２００９美兰湖中国城镇发展论坛
　３月２８日上午，由国家发改委主办的
“２００９美兰湖中国城镇发展论坛”在罗
店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全国政

协副主席厉无畏出席并作《中国城市化

与创意发展》主题演讲，中财办副主任、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作专题讲话，全国人

大农业委副主任尹成杰、国务院研究室

副主任李炳坤、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

雄出席并讲话，国家发改委秘书长韩永

文致辞并与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

主任周波为罗店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试点城镇”揭牌。国家发改委小城镇中

心主任李铁主持，市人大副主任胡炜、市

政协副主席朱晓明出席，区委书记吕民

元致欢迎辞，区领导斯福民、沈秋余、康

大华、夏雨及有关专家学者、中外企业家

２００余人出席。

■举办第六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７月１１日上午，“２００９第六届长江口
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在金富门大酒店举

行。论坛主题为“寻找新的增长点———

金融危机下钢贸企业生存之道”。市委

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全国工商

联副主席、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

王新奎出席并分别致辞，区委书记吕民

元致欢迎词，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作

“滨江新宝山”专题演讲，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周德勋主持会议。市委统战部

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季晓东和区

领导沈秋余、康大华、夏雨、朱永泉、叶建

英及相关专家学者、民营企业家５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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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席。

■举办第十四次全国钢城年会　１１月
１０日至１２日，全国部分钢铁城区（市）
经验交流会第十四次年会在宝山区召

开。１１日下午，在金富门大酒店举行欢
迎仪式。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并致辞，

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持仪式，区领

导沈秋余、康大华、陆学明、朱永泉等与

来自全国１０个钢铁城区（市）的代表共
４２人出席。与会代表围绕“深化钢城地
企合作，做强钢铁延伸业”主题深入进行

交流和探讨。仪式前，区委常委、副区长

夏雨陪同来宾参观宝钢厂区、上海国际

钢铁服务业中心、宝莲城商务区，以及吴

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１２日，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杨卫国、区政府副巡视员

崔卫中陪同参会代表分别参观长江隧

桥、江南造船厂、环球金融中心、世博区

域等。

１１月１１日，宝山区召开全国部分钢铁城区（市）经验交流会 区合作办／提供

■市委巡视宝山工作　１月１４日下午，
在区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市委巡

视情况反馈会。市委第四巡视组组长吴

明通报巡视工作反馈意见，区委书记吕

民元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斯福民、康

大华、陆学明、姚志荣、张浩亮、袁鹰、顾

亦兵、夏雨、周德勋、章俊荪、盛亚平等出

席会议。

■举办区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
　３月５日上午，在区委党校会中心大
礼堂，举行２００９年区处级党政负责干部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研讨班开班动员

会。区委书记吕民元作开班动员，市委

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第六组组长成

作民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

民主持会议并宣读《２００８年度处级领导
班子和处级干部实绩考核先进的表彰决

定》。区委副书记陆学明部署区“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区领导为

获奖单位颁奖。区领导沈秋余、康大华、

姚志荣、张浩亮、袁鹰、顾亦兵、夏雨、周

德勋、盛亚平、吴德渊、周明珠、杨卫国、

李原、朱永泉、钟杰、顾佳德、崔卫中，以

及区法院院长姚荣民、区检察院检察长

张志平、区人武部部长胡晓春和全区各

单位处级干部出席。下午，举行专题报

告会，邀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冯小敏作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报告，

区委副书记陆学明主持会议。３月６日
上午，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沈秋余、康

大华等率全体学员赴静安区学习考察，

重点学习静安区在城市建设与管理、发

展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在静

安区委书记龚德庆、区政协主席刘晓明、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杭春芳、副区长陆晓

栋、徐孙庆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吴江路休闲街、恒隆广场一

楼商务区等。随后，在宏安瑞士大酒店

举行座谈会，吕民元和龚德庆分别讲话，

静安区副区长徐孙庆介绍城市建设与管

理情况。下午，在区委党校举行研讨班

结业式。区委书记吕民元主持，区委副

书记、区长斯福民出席并讲话，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章俊荪通报２００８年宝山区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会

上，各镇、街道、园区签订了《２００９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书》。

■举办区处级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学习研
讨班　３月１６日至２０日，在区委党校举
行２００９年区处级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研讨班。本期研讨班

分党的建设、城市建设管理、社会事业及

社会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５个
专题。１６日上午，举行党建专题班开班
式，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鹰作开班动

员，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章俊荪主持开班

式。１８日上午，举行党建专题班结业
式，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出席并

讲话，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亚平主持

结业式。１６日上午，举行社会事业及社
会保障专题班开班式，区委常委、副区长

张浩亮作开班动员。１７日下午，举行专
题班结业式，副区长李原出席并讲话。

１６日上午，举行城建专题班开班式，副
区长冯健理作开班动员。１７日下午，举

行专题班结业式，副区长冯健理出席并

讲话。１９日上午，举行经济专题班开班
式，区委常委、副区长夏雨作开班动员。

２０日下午，举行专题班结业式，副区长
朱永泉出席并讲话。１９日上午，举行稳
定专题班开班式，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局

长姚志荣作开班动员；２０日下午，举行
专题班结业式，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出席

并讲话。

■开展基层调研　２月 １日上午，区领
导分四路赴基层一线走访调研。区领导

吕民元、斯福民、盛亚平、钟杰、冯健理一

行赴大场镇和罗泾镇，听取大场老镇改

造进展情况和罗泾镇新农村建设情况汇

报。区领导沈秋余、陆学明、姚志荣、夏

雨、朱永泉一行走访区公安分局指挥中

心，并实地察看庙行镇野桥村拆违情况

和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区领导康大

华、张浩亮、顾亦兵、李原一行先后走访

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站、市一医院及区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慰问基层一线工作者

及医务人员。区领导袁鹰、周德勋、章俊

荪、崔卫中一行先后走访区政府门户网

站、宝山报社和宝山电视台，慰问新闻工

作者。

　　２月１７日至７月８日期间，区委、区
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各街镇、园区、区生

态绿地指挥部开展工作调研。在实地察

看顾村公园、民兵训练基地、杨行老年活

动中心、上海智力产业园、上海国际工业

设计中心、宝山国际民间艺术中心等项

目建设后，召开工作座谈会，深入了解各

单位的发展情况。区委书记吕民元、区

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分别讲话，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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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秋余、康大华、陆学明、姚志荣、张浩

亮、袁鹰、顾亦兵、夏雨、周德勋、章俊荪、

盛亚平、李原、朱永泉、钟杰、冯健理等参

加调研，并就各街镇、园区的建设和发展

提出指导性意见。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和１３日上午，在区
机关办公大楼会议室，分别召开部分街

镇园区和部分委办局工作调研座谈会。

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出

席并讲话，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丁大

恒、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章俊荪出席

会议。

　　１２月３１日下午，区委书记吕民元、
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率区有关部门

实地察看罗北路、宝山中心医院、区体育

中心改造项目、长江河口馆、以及吴淞口

国际邮轮码头建设工地。副区长李原、

冯健理陪同调研。

２月２日，宝山区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 摄影／杨　轶

■举办全运会功臣“回娘家”活动　１２
月１４日上午，在金富门酒店，举行欢迎
全运会功臣凯旋“回娘家”活动。区委

书记吕民元、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亲

切会见刘子歌、许昕、金炜、曹燕华一行。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区政协主席

康大华、副区长李原、市体育局副局长韩

秀芳出席座谈会。 （魏　明）

纪检
■概况　年内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
作，围绕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推进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落实为主线，坚持“标
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的方针，履行职能，落实工作措施，加强

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

廉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

作稳步推进，为宝山经济和社会事业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制定并下发《关于２００９年宝山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的

意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和

“一岗双责”的要求，以书面告知的形式

将８个方面、６０项任务明确到１５名区分
管领导、５９个责任部门和 ２０个牵头责
任部门。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专项检查，在全区各处级单位进行全面

自查并形成书面报告的基础上，由区领

导带队对７家牵头单位责任制落实情况
进行专项检查。加强作风建设，召开区

行政效能建设工作会议，组织全区３１家
与居民群众、企事业单位办事密切相关

的委办局向社会公开服务承诺。对区绿

化市容局、招商服务中心等７家单位开
展行政效能专项巡察，召开座谈会 １７
个，个别访谈４５人次，查阅台账资料和
信访件８３３件，走访基层单位和窗口２１
个、服务对象３５０人次，暗访１０１８人次，
发放测评表１８４份，将收到的４８条意见
和建议反馈给相关单位并督促落实整

改。健全区效能投诉中心及５５个分中
心建设，开通“宝山区行政效能网”，全

年共受理行政效能投诉５８件，办结率为
１００％。同时，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
强行政效能建设工作的意见》，并出台

《行政效能投诉受理和办理办法》、《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效能责任追究暂行

规定》两个配套文件。制定出台宝山区

《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意

见》。

■开展党风廉政宣传教育　在《宝山
报》开辟“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扎实推

进反腐倡廉建设”宣传专栏。组建由市

纪委、市检察院和市委党校专家学者组

成的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讲师团，确定

“菜单式”系列课程，为各单位作廉政讲

课１８场次。组织编写《领导干部任前廉
政知识考试学习读本》，实行领导干部任

前廉政知识考试制度，对１１名新任副处
级领导干部和４５名后备领导干部进行
廉政知识考试。组织开展学习宣传王瑛

同志先进事迹活动，与区委宣传部、区文

广局联手协调组织区沪剧团创作和排演

以王瑛同志先进事迹为素材的现代沪剧

《红叶魂》，并在全市进行公演，被列入

２００９年上海反腐倡廉建设十件大事之
一。组织观看《贪欲之害》系列警示教

育片、下发典型违纪案件通报等。继续

推进“滨江清风”廉政文化建设，建立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廉政教育培训、廉

政文化、反腐倡廉舆论宣传”四个基地。

开展了“两新”组织反腐倡廉建设试点

工作。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开展对２００６年１
月１日以来在公务员岗位上退休（辞职）
后继续从业者有关情况的清理，对涉及

违反规定的从业行为提出具体的处理意

见并限期纠正。调整完善处级领导干部

电子廉政档案系统，对２００８年全区处级
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情况进行梳

理检查，全区７１家单位５６６名领导干部
进行了申报。坚持廉政谈话制度，对 ８
批２８名新任处级领导干部进行廉政谈
话。加强礼品礼金收缴工作，通过委托

拍卖、上交、移交等方式对礼品礼金进行

处理，并对２００８年上缴的礼卡（券）的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

■依纪依法办信查案　年内，全区各级
纪检监察组织共受理群众信访举报６２４
件（次）；初核５５件，立案３８件，其中涉
及处级干部１件；结案４６件。先后对４
名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组织函询，对１９名
处级干部进行信访谈话。制定《区纪委

监察局信访举报线索、案件检查线索管

理办法》，实行案件线索统一归口管理。

加强办案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全区第一

批由专业部门专业人才组成的纪检监察

办案人才库。

■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和制约　组织
开展对全区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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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专项调研。会同区财政局对全区

党政机关近年来公务招待费、出国（境）

经费等“四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摸底

调查，加强对削减压缩经费情况的监督

检查。集中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

作，全区５１９户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按
照工作要求和时间节点开展自查自纠，

相关职能部门对执收执罚权相对集中、

业务性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的３２家区行政事业单位以及有群众举
报的单位进行重点检查，对查纠出的问

题督促整改。对全区超标准公务车辆情

况和公务车运行费用进行调查，加强公

务用车管理。开展对区宝房集团公司等

６家单位的巡察、政府投资重大工程建
设和行政效能建设两项专项巡察，以及

区体育局等７家单位的巡察“回头看”。
强化派驻纪检组的监督职能，完善派驻

工作报告制度，加强对派驻纪检组的统

一管理和工作指导。成立区预警机制建

设联席会议，以区建交委等４个派驻纪
检组所在单位为试点单位，开展党员干

部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预警机制试点

工作。

■开通“宝山区行政效能网”　４月 １
日，宝山区正式开通“宝山区行政效能

网”（ｗｗｗｓｈｂｓｑｇｏｖｃｎ／ｚｔｗ／ｘｚｘｎ）。除
了“工作动态”、“效能监察”、“政策法

规”等常设栏目外，该效能网着重强化在

线投诉功能，方便群众通过网络直接反

映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区行政效

能投诉中心也可藉此网站直接、快捷地

受理有关效能投诉的信访件，反馈处理

情况，回复群众的意见建议。该网站的

开通为机关效能搭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

公众监督平台。 （卢雅琴）

９月２５日，“两新”组织参加相聚在党旗下———“迎国庆、迎世博”诗歌朗诵比赛
区社会工作党委／提供

组织
■概况　２００９年，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开展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重点，围绕

发展大局、中心工作和宝山实际狠抓各

项工作落实，增强组织工作实效，为又好

又快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区提供坚强的思

想、政治和组织保证。（１）加强领导班
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全年共出台干部调

整方案１７批，涉及５７个党政机关的干
部１４１人。其中，提拔任职 ３０人，交流
任职 ５２人，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１１人。
提拔任职干部的平均年龄为４７３岁，党
政机关处级领导干部大学以上学历的比

例达到９１７％，比上年提高６个百分点。

落实全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点和办班

计划，先后举办处级党政负责干部培训

班和副职班、新任党政负责干部培训班、

第１４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多个主体
班次；选调局级干部２１人次、处级干部
９４７人次参加市、区各类培训，组织１６６５
名干部参加在线学习，４６２名干部参加
党性修养、领导艺术、应急管理、人文修

养、心理调适等９个班次的专题培训班；
组织开发区干部教育培训信息系统（网

络版）；开展首批镇长助理挂职期满考

核，对选派到区内重点工作基地进行挂

职锻炼的６０名中青年干部进行跟踪管
理和考核；开展干部疗休养和干部保健

工作，关心干部的身体健康。（２）加强
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围绕

“相聚在党旗下”主题，在各级党组织中

继续推进“走进基层、服务群众”活动，

进一步夯实各个领域中的党建工作基

础。深化委办局与经济薄弱村结对帮扶

工作，组织召开委办局党组织与经济薄

弱村结对帮扶工作座谈会，全区共有２５
个委办局党组织与１５个经济薄弱村开
展结对帮扶工作，落实帮扶资金 ５５２８
万元，落实帮扶项目１３个；继续推进社
区与地铁、物业管理、城管执法党建联建

工作和“楼组党建”工作；落实机关党的

组织生活固定时间制，组织开展“转变机

关作风，提升服务能力，努力争当实现

‘四个更’目标的模范”主题实践活动；

深化“红帆工程”建设，对“两新”组织党

支部规范化建设进行达标测评，引导帮

助非公企业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深化“党

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工作；规范发展

党员工作程序，重点做好在生产、工作第

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工

作，稳步推进在青年学生和新社会阶层

中发展党员工作；继续组织村（居）党组

织书记开展双月专题培训，全年举办 ７
场讲座，约２０００人次参加；根据市委组
织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选聘８名高校
毕业生到村任职，并开展新一批高校毕

业生“三支一扶”工作；推进党员干部现

代远程教育工作，举办基层终端站点管

理员培训班，做好终端站点的播放、管理

和设备维护等工作；按时完成党内统计、

党费收缴和党报党刊征订工作。（３）统
筹推进各路人才队伍建设。召开人才工

作协调小组会议，开展第六批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青年尖子选拔工作，起草相关

管理与服务办法；举办企业经营管理者

“科技创新”主题培训班，组织优秀人才

双休日讲座、学习考察和健康体检，资助

２位专家出版专著；走访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企业工作室，签署新的博士后企

业工作室研究项目；加强青年人才队伍

建设，举办“宝山讲坛———走进经济”系

列讲座，开展５期以“人际沟通与语言艺
术”为主题的小班化培训，组织青年人才

献计献策成果评比；完成大学生暑期挂

职锻炼工作；会同人才市场报、区公共人

事服务中心，开展《宝山紧缺人才开发政

策体系》研究。（４）加强组工信息工作。
全年共编辑出版《上海宝山组织工作》３
期、《上海宝山人才工作》５期，完成和指
导基层完成课题调研文章１７篇。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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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９日，“红帆”文体俱乐部参加区运动会拔河比赛 区社会工作党委／提供

■组织协调全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　做好全区第一批、第二批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具体协调和服务

指导工作。负责起草活动实施方案等有

关文件，协调组建活动工作机构，开展走

访摸底、工作培训，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各

项会议以及中央检查组、市委检查组和

区领导到基层指导活动等有关事宜的协

调、落实工作。做好第一批、第二批活动

各参与单位的分类指导和服务保障工

作，加强沟通联系，及时提示工作要求和

收集反映重要情况。总结第一批活动经

验，尤其是月浦镇试点工作的经验，指导

第二批各参与单位开展活动，组织落实

第一、二批联动等工作。

■完成区政府机构改革中的干部调整工
作　根据区委确定的指导思想、原则和
时间节点，做好区政府机构改革中的干

部调整工作。至２月底，机构改革涉及
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到位，按时完

成干部调整任务。同时，做好相关机构

设置和人员编制的调整工作。

■探索实施处级领导班子分析研判工作
　通过组织部长下基层、任职回访、个别
谈话推荐、专题调研、年度实绩考核等多

种途径，及时掌握领导班子和干部情况。

开展对班子运作和干部工作表现进行分

析研判，提出有关优化班子配备和加强

干部培养的建议。年内，先后到１２个街
镇领导班子开展走访调研，进行２次专
项分析；与４２家单位６６５名干部开展处
级岗位不定向推荐，并将有关推荐情况

和干部评价意见进行分析汇总；对１４家
单位的１９名新任职干部进行任职回访，
形成专项报告２份。

■开展拟提任区管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
项专项申报　１１月６日印发《关于宝山
区拟提任区管领导干部（人员）个人重

大事项专项申报实施办法（试行）》，明

确报告的对象、内容、流程和相关责任追

究措施，完善“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

纠正”的干部监督工作机制，增强干部考

察的全面性。

■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８周年活
动　以“相聚在党旗下”为主题，开展纪
念建党８８周年活动。召开宝山区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８周年暨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课报告会；举办以

“相聚在党旗下———加强‘三支队伍’建

设、服务宝山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基层党

建论坛；结合纪念建党８８周年、建国６０
周年，举办红色电影周，组织党员观看一

批主旋律电影；开展“两新”组织“五好”

党组织评选表彰活动，表彰２９个“两新”
组织“五好”党组织、１４个党员“六强六
突出”典型和１３名优秀“红帆之友”，上
海舜枫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

为上海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示范

点”，上海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党支部

等５家党组织被评为市“两新”组织“五
好”党组织；开展“世博先锋行动”和“党

员志愿者服务日”活动，组织党员积极参

与每月 ５日、１５日和 ２５日开展的“三
五”集中行动。

■指导村（居）党组织换届　年内对村
（居）党组织换届的程序进行指导，对选

举办法等有关文件材料审核把关，并到

部分选举现场了解情况，进行监督。全

年共有５个镇、２个街道和１个工业园区
的１４０个村（居）党组织完成换届选举，
“公推直选”的比例为６７５％，选举成功
率为１００％。

■启动村（居）党组织书记和村（居）委
主任排头兵评选工作　１１月，区委学习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下发《关于评选宝山

区村（居民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

主任排头兵的工作意见》。本次评选坚

持好中选优的原则，采用自下而上、层层

推荐的方法，不确定名额数、不搞名额分

配、不搞数量平衡，确保评选出具备先进

性、典型性、示范性和公信度，在全区立

得住、传得开、叫得响的排头兵，原则上

每三年评选一次。

■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　组织开展
以“相聚在党旗下———走进基层、服务群

众”为主题的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年内

共开设服务场次 ６８０８９场，服务群众
１９３１６万人次；按照市委“世博先锋行
动”的要求，把每月２５日确定为党员志
愿者固定服务日，提供服务１２２０项次，
参加志愿者６５６万人次，服务群众４７１
万人次；坚持开展老党员、困难党员慰问

和党内互助等活动，年内共组织１０００名
困难老党员免费体检，走访慰问老党员、

困难党员３１３６人，发放慰问金、实物计
２１４８１万元。

■落实党代表任期制　建立区党代表联
络办公室，起草《中共上海市宝山区代表

大会代表任期制实施办法（试行）》及相

关制度，并由区委于３月３０日印发。开
展代表联络和服务工作，组织各代表组

开展活动和部分区党代表培训，在区、街

镇两个层面同步探索推进党代表接待日

工作，全年共接待党员群众３０余人次，
收集意见和建议共３３条；继续指导各镇
召开党代表大会年会。

■开展党员电化教育　做好宝山党建网
日常维护工作，继续开展“我为宝山科学

发展、和谐发展建言献策”活动，开设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网页；编辑制作

５期《党旗颂》电视专栏节目和《相聚在
党旗下·七一特辑》；参加上海市第九届

党员教育电视片观摩评比活动，制作申

８４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报的《红孩子》获专题片类一等奖，《心

中的家园》获专题片类二等奖，《晨曦》

获专题片类三等奖，《党旗颂》获党建专

栏类二等奖，区委组织部获组织奖。

■开展“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　在深
化“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

新形象”活动基础上，结合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开展“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

制定“下基层”活动实施方案，明确调查

研究、谈心谈话、结对帮扶、信访接待各

项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标准。组织部领导

班子先后走访全区１４个街镇（园区）和
部分委办局，与单位的党政主要领导、党

群书记以及部分处级干部进行个别访

谈；与各街镇的组织委员以及部机关全

体党员群众逐一进行谈心，了解情况，听

取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部领导班

子成员结合分管和负责的工作，确定２－
３个蹲点调研联系点，并进行走访调研，
形成调研报告，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赖拥军）

宣传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

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坚持正确导向，突出

工作重点，注重面向基层，有效服务群

众，着力发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服务

保证作用。（１）加强理论武装。坚持把
学习理论、武装头脑与联系实际、解决突

出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做好区委中心组

学习服务工作，抓好处（科）级干部理论

学习和群众性理论宣讲活动，共组织区

委中心组集体学习１７次，组织区委中心
组参加市部委办、区县局党委（党组）中

心组学习报告会 ５次。总结的“‘沉下
去’驻村体验民情民意学习法”，获全市

中心组学习创新成果奖；撰写的《在科学

发展观引领下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在全

市中心组学习交流会中交流。组织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报告会４次、科级干部报
告会３次。组织群众性的理论宣讲活动
２４场，听众近６０００人。举办近２００场东
方讲坛系列讲座，听众达４万人次。宝
山区连续５年获得市东方讲坛工作优秀
单位，大场镇东方讲坛举办点被评为优

秀举办点，有３人被评为市东方讲坛优
秀通讯员。舆情工作在“准”、“快”、

“优”上下功夫，组织撰写舆情１３篇，被
评为市舆情工作先进单位，是全市１５家
先进单位中唯一一家郊区入选单位。做

好政工职称评审申报，完成思研会换届

工作。做好区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简报

编写工作，突出抓好“五个性”，即增强

敏锐性，着眼大局大势；把握主动性，拓

展素材渠道；注重规范性，健全运作机

制；调动积极性，激发内在动力；探索规

律性，提升编撰质量，共编写简报３４期，
其中有 ５篇被市委学实活动办公室转
发，是同期开展活动单位中转发最多的。

组织大学生村官志愿者和理论工作者两

支宣讲队伍深入各街镇基层单位、社区

农村、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巡回宣讲３２
场，受教育党员干部达７０００多名。市委
宣传部编印的《宣传工作动态》和主管

的《新视界》杂志，刊发宝山区组织宣讲

的做法和成效。组织文艺小分队开展

１２场以“灿烂阳光下，欢乐滨江行”主题
的巡回演出。（２）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健全专人专报、线索上报、外宣通报三项

新闻宣传工作制度，建立每季召集一次

新闻宣传务虚会、每月召开一次新闻宣

传通气会的两项会议制度。突出宣传全

区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和重要活动，全

年组织联合新闻采访１３０多次，组织召
开各类新闻务虚会、通气会（协调会）、

推进会６５个。重点聚焦经济和民生两
大报道主题，组织协调市以上媒体刊播

报道９５０多篇（条）。其中，在平面媒体
头版和广电媒体主要时段刊播报道 ８６
篇（条），平面媒体专版和广电专题报道

３７个。中宣部新闻局对《宁亏 １５亿的
头号工程》大场老镇改造报道作专题阅

评。总结的《交流民间艺术，传播和谐理

念，宝山着力打造区域文化外宣品牌》经

验材料，在市外宣工作会议上作书面交

流。收集汇总 ２０５个采访点，上报 ３２
个，有４个点入选全市采访线工程。制
作《媒体看宝山》１９期，《对外宣传报道
剪辑》１２期，编印《新闻宣传工作指南
（三）》。起草《上海市地图集》宝山册文

字稿，并收集上报相关图片资料。组织

“银鸽奖”初评上报工作。开展媒体回

应，应对突发事件３７起，组织刊播跟踪
报道２４篇。（３）精神文明创建。开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把精神文明创

建同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紧密结
合起来，在全区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社会
动员工作，促进宝山城乡文明程度和市

民素质有新的提升，营造全区上下积极

参与世博、奉献世博的社会氛围。宝山

区被命名为“上海市文明城区”，月浦

镇、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高境

镇、淞南镇、友谊路街道、上海市宝谊环

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６家单位被命名为

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全国创建先

进单位。创建成上海市文明单位８７个、
文明小区１２０个、文明村２２个，军民共
建先进单位４３对，宝山区文明单位２５７
个、文明小区１８６个、文明村３６个、军民
共建先进单位８６个。培育宝山共建特
色品牌，开展“军民共建”、“企居共建”

活动，宝山区与上海大学的“区校共建”

活动。组织开展志愿者活动，以“三五”

集中行为载体，动员广大志愿者积极投

入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开展世博志愿者
招募工作。推进学习型城区创建，扩展

学习型小区、学习型单位、学习型家庭、

学习型机关创建，巩固提高社区学校、

“东方讲坛”等市民学习阵地，举办２００９
宝山·嘉定读书月活动。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净化社会文化环

境，组织开展未成年人暑期活动。（４）
推进文化工作。宝山图书馆新馆建设工

程开工，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

建设工程启动，按期推进吴淞文化景点

项目一期工程。为４１２户村民安装农村
有线广播，完成２３家“农家书屋”和７家
农村文化“三位一体”服务点后续工程，

两项惠民文化工程基本实现全覆盖。推

进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农村文化活

动分中心建设，新建分中心示范点 １３
个。组织实施文化资源配送３２０多次，
文艺演出下乡１０５场，农村、社区公益电
影放映 ４３００场，观众超过 ５０万人次。
创作排演以优秀纪检干部王瑛同志的先

进事迹为素材的现代沪剧《红叶魂》，在

全市巡演５０多场。组织开展新一轮宝
山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评选命名工

作，大场江南丝竹等４个项目被命名为
第二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

目。第三次文物普查第二阶段田野普查

１０１处，新发现８０处，出土１４件珍贵文
物。宝山成功创建全国文化先进区。

■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题宣传活
动　区各新闻媒体，开设制作专版、专
栏、专页、专题片，围绕实践载体，开展主

题宣传。《宝山报》和区广播电视台分

别在主要版面和时段开设《科学发展观

解读》和《学实活动在宝山，科学发展求

实效》专栏，区政府门户网站开辟“宝山

区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专题网页，系统解读科学发展观的科学

内涵和精神实质，适时报道参学单位在

各阶段取得的实效。区广播电视台以

“学实活动基层行”为主题，《市民话宝

山》访谈栏目和《百姓连线》广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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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全区各村（居）委会，与群众交流互

动。制作电视专题片《２００９，我们迎难而
进》。区主要领导紧扣实践载体，面向公

众带头宣讲。区委书记吕民元参与东方

网、新闻晨报组织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区县领导与网民互动”活动，与网友进

行２个小时的交流，８０００余位网友参与，
提交意见建议１３２０余条，经过一个多月
的梳理分类，对２０５条有效意见和建议
全部办复。区广播电台推出《百姓连

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直播互动

节目，区委书记吕民元与普通百姓直接

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区长斯福民赴

上海电视台、新民网录制“迎世博———官

员访谈”节目，宣传宝山在学习实践活动

中，围绕“四个更”目标，加快统筹城乡

一体化发展的新举措、新风貌、新成效。

并到新民晚报接听“夏令热线”，倾听百

姓呼声，为民排扰解难。

■召开区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２月 ２５
日，区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

贯彻全国、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区委书记吕民元在宝山报社调

研时的讲话精神，总结２００８年全区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部署２００９年工作。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袁鹰出席会议并讲话。

■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教育活
动　组织以“赞颂新中国 ６０年辉煌成
就、展望新宝山３５８城乡发展美景”为主
题的宣讲活动，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

进“两新”组织，面向基层群众，共宣讲

１６场，听众达４５００余人。在机关、社区、
农村、学校布置《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专题图片展》、《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

市灾后重建专题图展》和《城市魂群英
谱纪念上海解放６０周年主题展》，５０００
余人参观展览。组织党团员和入党入团

积极分子、青少年学生代表及市民群众

７５００余人，参观《中国巨变（１９４９—
２００９———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０
周年图片展览》和《看沧桑巨变　铸辉
煌篇章———宝山区纪念新中国成立 ６０
周年图片展》。做好全国“双百”评选活

动群众投票组织动员工作，宣传基层典

型，挖掘１５名居、村委会干部和各条战
线英模人物的典型事迹，在宝山报头版

推出，区电台电视台专题播发，区政府网

站文字视频同步链接。各基层单位发挥

各自特点和优势，开展以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知识竞赛、诗歌

朗诵、征文演讲、书画摄影、座谈交流等

群众性文化娱乐教育活动。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社会动员活动
　组织召开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暨迎
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推进大会，开展以“精彩
世博、文明先行”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

动，每月组织“窗口服务日”、“环境清洁

日”、“公共秩序日”集中行动，按节点进

行迎世博倒计时分时段的宣传活动。建

立文明在线意见处理工作机制和东方文

明在线反馈网络，及时处理网友所反映

的各类问题，做好４次迎接市文明指数
综合测评工作。组织市民巡访团对各

镇、街道和工业园区进行综合测评，配合

区６００办做好“流动红旗”竞赛的评选工
作。区新闻媒体开辟迎世博专栏、专版、

专页，突出“让宝山更干净”这一主题，

报道全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工作的进展
情况。区广播电台深入各街镇分期组播

“百姓连线”节目，“世博进社区”系列活

动保持常态化。依托“东方讲坛”举办

点，举办“百场世博知识系列讲座”，制

作世博知识展板在百所学校巡展，组织

“迎国庆、迎世博，百歌百团百姓”歌咏

大赛及国庆游园系列活动。突出抓好社

区市民世博知识和文明礼仪培训，组织

“精彩世博会、文明你我他”群众性宣讲

活动，听众达３５００余人。制发３００多盘
迎世博讲课光盘，印发１０万份试卷，并
发动文明单位参加网上世博知识测试。

４４万余市民参加世博知识培训，１１万余
市民参加网上测试。推进世博会志愿者

招募工作，共招募世博园区志愿者和城

市志愿服务站点志愿者 ３５００余人。开
展迎世博社会宣传教育效果问卷调查活

动，下发１２０００余份调查问卷，提升市民
对世博的知晓度和参与率。 （王珏婷）

统战
■概况　年内，统战工作按照“夯实基
础、创造特色、发出声音”的总体思路，着

力在服务大局上出实招，在促进和谐上

用实劲，在凝心聚力上见实效，促进宝山

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及海内外同胞五

大关系的和谐，为宝山经济和社会发展

作出贡献。（１）多党合作工作。坚持和
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举办高

层次谈心会，首次增加致公党支部主委、

无党派代表人士参会。召开５次党外人
士双月座谈会和４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季
度交流会，先后邀请副区长夏雨、李原、

冯健理等通报分管工作，并就推进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听取党外人士意

见和建议。围绕科学发展和经济形势，

举办４次统战系统学习报告会，分别邀
请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副区长夏雨、

上海金融协会理事胡海鸥、上海黄金交

易所副总经理宋钰勤等作《教学面对

面》、《当前我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

取向》、《后金融危机时代投资渠道的新

探索》等主题报告。举办民主党派新成

员、专职干部学习班，组织区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赴台

湾学习考察。协助民主党派区委对班子

进行届中调整，增补２名区委副主委、５
名区委委员，调整７名正副秘书长。首
次推荐２名党外干部赴区中青班学习，１
名党派负责人赴市党外中青班学习。指

导区无党派人士完成政治交接主题教育

活动。推进民主党派社区共建活动，首

次举行各民主党派区委与政府职能部门

对口联系签约仪式。（２）新的社会阶层
工作。积极探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

作，完成“四个一”工作，即“一本通讯

录、一个会员铭牌、一个网站、一张生日

贺卡”。举办为期两天的新阶层人士学

习培训班，并到台州学习考察；举办“新

阶层、新作为、新奉献”新阶层人士主题

论坛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座谈会，邀

请副区长朱永泉作“０９年宝山经济形势
分析与展望”主题报告，引导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为宝山发展献计献策。（３）民
族、宗教工作。推进社区民族创建工作，

顾村镇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称号，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宝山作为上

海基督教专项调研工作的试点单位，对

区内非正常宗教活动进行依法治理，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召开区天主教第四次

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宗教团体领

导班子。（４）台、侨工作。成立上海市
侨商会宝山分会，确立２８家侨界企业为
第一届理事会成员。支持区侨联换届工

作，选举产生第五届委员会。先后组织

区民主党派、青联、政协三个代表团赴台

考察交流。举办“台商宝山经贸洽谈

会”、“两岸企业家地产与连锁业合作论

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青年责任”

台情报告会，“辉煌六十年”情牵两岸座

谈会、侨台界联欢会等。分别邀请“香港

中华总商会访问团”及“马来西亚华裔

青年企业家访问团”来访宝山。举办海

联会“逆势而上、携手发展”主题沙龙活

动。（５）服务经济发展。协助举办第六
届上海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本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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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以“寻找新的增长点———金融危机

下钢贸企业生存之道”为主题，吸引全国

６００多家民营企业参加，《解放日报》等
３０多家主要媒体竞相报道。完成《宝山
区民营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及简要分析》

等专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４
次作重要批示。召开６次民营企业家座
谈会，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并讲话。８
月１８日，成立萧山商会，异地商会建设
稳步推进。协助申办 ３家小额贷款公
司。引导工商联会员企业积极参与招聘

会，提供就业岗位６５６个。

１１月５日，宝山区举办统战知识电视大赛 摄影／顾莉莉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办班情况一览表

类别 培训班名称 日期 期数 人数

主体班

６期
（１９０人）

基层党委分管书记统战工作培训班 ４．２８ １ ２０

新社会阶层人士学习班 ５．２１ １ ５０

统战理论研究撰稿员培训班 ６．１８ １ ３０

民主党派新成员培训班 ８．１０ １ ６０

基层统战干部培训班 １０．２０ １ ２０

民主党派专职干部学习班 １２．１ １ １０

与党派和有关部门

联合办班

７期
（２５５人）

民革区委骨干学习班 ７．３ １ ４０

民盟区委参政议政会议暨暑期干部学习班 ７．１７ １ ３５

民建区委骨干学习班 ７．３１ １ ３０

民进区委骨干学习班 ７．２４ １ ３５

农工区委党员骨干学习班 ４．１５ １ ４５

九三区委骨干学习班 ４．２３ １ ３５

致公党支部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培训班 １１．２６ １ ３５

与镇、街道联合

办班３期
（２００人）

高境镇基层统战干部培训班 ３．３ １ ５０

罗店基层分院机关干部培训班 ３．１０ １ １００

淞南基层分院“一把手”培训班 ３．２４ １ ５０

总计 １６ ６４５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工作
　规范和完善“六个一”工作内容：即开
展一次入区培训，分管一项重点工作，完

成一份调研报告，化解一项信访矛盾，提

出一个参政议政提案，组织一次学习考

察。举办６次上海党外挂职干部双月学
习汇报会，组织挂职干部赴江西、安徽等

革命老区学习考察。与区委组织部召开

２次专题联席会议，研究有关情况，并对
挂职干部进行季度走访、半年回访和年

终考核。出版《磨砺》简报 ６期，完成
《上海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工作

成果汇编》，上海市《组织人事报》整版

介绍挂职基地成果。７月１６日，召开市
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基地第一批挂职

干部工作总结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杨晓渡、区委书记吕民元出席并讲话。

１０月 １３日，召开第二批党外干部挂职
锻炼工作会议，第二批１０名党外挂职干
部赴宝山挂职。《建立挂职锻炼基地：党

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一项新探索》获

２００９年度市统战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
一等奖。

■深化“滨江统战情”系列主题活动
　坚持区委统战部与区委宣传部联席会
议制度，结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
年”、“喜迎世博”等契机，凸显品牌效

应，开展“滨江统战情”９大系列主题活
动，分别是：统战知识电视大赛，“同舟共

济、共创未来、颂歌献祖国”统战人士诗

歌朗诵会，“风雨同舟六十载”统战人士

主题演讲会，“新阶层、新作为、新奉

献———我与宝山共发展”新阶层人士论

坛，“民族宗教，团结和睦，热爱祖国，共

迎世博”民族宗教界迎世博知识竞赛，宗

教界人士“和谐中国、和谐宗教”主题演

讲比赛，区台侨界“迎世博”知识竞赛，

“风雨同舟６０年”侨界诗歌朗诵会，“凝
心聚力、共克时艰”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深化“统战宣传月”及“一街一镇一特

色”统战宣传活动。

■举行民主党派与政府职能部门对口联
系签约仪式　１２月８日，区委统战部举
行各民主党派与政府职能部门对口联系

签约仪式。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周德勋

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民革区委与区

台侨办、民盟区委与区文广局、民建区委

与区经委、民进区委与区教育局、农工党

区委与区卫生局、九三区委与区科委、致

公党支部与区商务委、庙行镇进行对口

共建签约仪式。协议规定：建立双方主

要领导定期会谈制度和双方联席会议制

度，商议对口联系中的重大事宜；组成对

口联系工作小组，定期汇报对口联系进

展情况；针对宝山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单位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双

方共同开展调研；对口联系的内容及形

式写入对口联系单位的每年工作计划

中，列为党派区委（支部）和单位党委

（组）重要议事日程，做到每季度分析一

次，每半年交流一次。 （黄　莺）

■宝山区社会主义学院　全年共举办各
类统战教育培训班１６期，培训学员６４５
人次，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培训任务。

其中，举办主体班６期，培训１９０人次；

１５

统　战



与党派和有关部门联合办班７期，培训
２５５人次；与镇、街道联合办班３期，培训
２００人次。年内工作主要特点：（１）教育
培训坚持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围绕“学

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加强对全区

７个民主党派骨干成员的培训。围绕
“如何做合格的参政党成员”的主题，开

展对民主党派新成员的培训。开辟市区

联动和院际联办（社院与社院）两个联

合办班的新途径。坚持《基层分院规范

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加强对基层教

育培训工作的指导。全区各基层分院共

举办各类培训班和报告会９０余场次，培
训人数近万人次。（２）统战理论研究工
作体现时代特点和统战特色。编辑出版

《２００９年度统战理论研究论文集》，共征
集统战理论研究论文 １３２篇，入选 ４７
篇，新开“挂职锻炼、风雨同舟、民宗和

谐”等专栏。与大场镇统战科联合开展

宗教工作调研，形成调研报告《与时俱

进，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宗教工作新

途径》。组织统战系统各界人士参加市

委统战部和市社院组织的各类理论研讨

和征文活动，发挥“组织者”作用。上半

年，组织参加市统战理论研究会举办的

“纪念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理论研讨征
文活动，各党派、基层以及社院共报送论

文１０余篇。下半年，在由市社院组织召
开的“参政党基层建设理论研讨会”上，

社院组织撰写的３篇论文全部入围并编
入论文集。（３）统战宣传工作注重发挥
自身优势。配合统战部组织开展“颂歌

献祖国”统战人士诗歌朗诵会和“滨江

统战情”宝山区统战知识电视大赛。邀

请市区有关领导和专家在基层进行宣

讲，扩大统战理论方针政策宣传的覆盖

面。在《宝山统战》、《宝山统战网》和

《风雨同舟》等报刊媒体上发表统战工

作稿件２０余篇。 （王程吉）

政策研究
■概况　２００９年的政策研究工作，紧紧
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积极主动开

展课题研究、决策咨询、调查研究、信息

服务、综合经济、绩效考核、政策研究、文

稿起草、方案制定、综合协调等工作。坚

持运用政研室内部研究力量为主与适当

借助专家等外力相结合，多角度、全方位

综合研究为主与适度前瞻性相结合，系

统的整体分析为主与现实案例解剖相结

合，尤其把决策咨询工作的开展，渗透到

重大事项决策的前、中、后各环节，实现

决策前咨询、决策中跟踪及决策后评估

反馈三者的有机统一，研究成果在针对

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方面，都有明显提

高，在服务于推进宝山经济社会平稳较快

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大。全年围绕

“十二五”发展、邮轮经济与宝山发展、城

乡一体化、金融危机对宝山的影响、产业

结构调整、宝山发展布局、新农村经济、经

济发展政策和形势研判、老镇旧区改造、

社会稳定等十个方面涉及全区发展的重

大事项，开展了一系列决策咨询工作，并

形成一批决策咨询成果。针对宝山经济

社会发展的实际，先后起草论证推动经济

结构调整、鼓励经济发展、调整收益分配、

加强国有（集体）资产管理、深化企业改

制改革、促进社会稳定、推进新农村建设

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梳理市委、市政府有

关“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政策，提出宝

山贯彻这些政策的建议，摸索宝山区统筹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３５８－６５０”政策体系
框架。构建多层次的决策咨询服务信息

网络，加强与市有关部门的联系，拓展向

区委、区政府高层提供决策信息的种类和

数量，扩大向区内基层单位提供决策信息

的范围和深度。此外，还对全区现代服务

业发展、宝钢与宝山城区能源资源共享、

发展低碳经济、深化城市管理、重大事项

社会风险评估、宝山新城建设、和谐社会

建设、机关绩效考评、区内街镇园区机关

工作考评等具体工作，在组织一系列专题

调研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实际价值的政

策建议。

■提出“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　年内，围绕
区委提出的“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

展”的活动主题，在总结提炼全区解放思

想大讨论成果，对国内外和上海市城乡

一体化发展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结

合宝山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经

验，系统提出宝山区加快统筹城乡一体

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并进一步细化为六

个方面的５０项具体工作，以及在３年、５
年、８年三个时间阶段内，这些具体工作
应达成的目标（简称“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
系），用８年左右时间实现“在全市率先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总目标。２００９年７
月，区委五届八次全会以实施意见形式

发布，将这一目标任务体系作为推进宝

山全区科学发展的思想共识，成为宝山

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成果。

■开展宝山区“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
　组织区内外各方面力量，年内就宝山
制定“十二五”规划开展一系列工作。

一方面回顾总结宝山“十一五”时期发

展成就，通过全区基层大走访，收集分析

“十一五”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倾听基层

对“十二五”发展的期待和要求；另一方

面，组织市级专家研判宝山“十二五”时

期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发展机

遇和挑战，并结合上海市“十二五”规划

前瞻性思考，提出宝山“十二五”期间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定位、总体思路、目标

任务及发展重点。反映该项工作研究成

果的《宝山“十二五”规划前瞻性研究报

告》提出，“十二五”时期的宝山经济和

社会发展，应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

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建设现代化滨江

城区”为主线，围绕“推进城乡一体化”

这个总目标，力争在城市发展格局和缩

小城乡差距两个方面有根本性突破，同

时，要以滨江风貌、城市功能和生态环境

为标志，以邮轮城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建设、大型社区建设和引进培育先进

制造业为重点，努力实现城市形态、空间

布局、产业形态、社会管理、管理方式等

方面的转变，以求最终基本形成城乡间

在区域规划布局、特色产业、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人民生活保障及社会管理等

领域的一体化格局。

■提出《宝山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
分析和评估办法（试行）》　区政研室牵
头会同有关部门，从年初开始历时半年，

对建立本地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机制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深入研究、

广泛听取意见，缜密谋划、注重操作的基

础上，形成《宝山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

险分析和评估办法（试行）》，并同时提出

若干个可操作性的配套细则，分别就重大

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涉及领域、责任

主体、工作程序、具体要求、工作分工等问

题，建立具体操作规范，从而在全市率先

建立了较为科学的“稳评”机制。

■开展金融危机对宝山实体经济发展影
响研究　年初，根据进一步推进全区经
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就金融危机对宝山

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展前期应对性研究，

先后深入区内杰盛通讯、圳鑫物流、大华

房产、钢领、建配龙、宝田建材、宝临电

气、北洋储运等４６户企业进行调研，并
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专题分析，随

后形成《金融危机下宝山企业生存状况

梳理》、《关于金融危机下宝山区企业用

工形势的分析》、《金融危机对宝山实体

经济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等一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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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及时提出实施帮扶解困、品牌培

育、科技创新、文化创意、新兴产业开发、

人才开发、“走出去”等七大工程，以应

对金融危机影响的政策性建议。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重大研究课题一览表

课　题　名　称 合　作　单　位

宝山“十二五”规划前瞻性研究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宝山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 上海大学

宝山现代服务业项目发展调研报告 市委研究室

宝山邮轮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研究

（子课题：宝山旅游品牌提升专题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区政协）

金融危机对宝山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宝钢与宝山城区能源资源共享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

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系列）
　（１）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问题研究
　（２）城市管理经验研究
　（３）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含四川遂宁及区一文件四配
套文件等）
　（４）关于宝山新城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５）关于宝山区和谐社会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
　（６）２０１０年街镇经济社会发展调研报告

■开展宝山发展邮轮经济研究　年内，
围绕宝山发展邮轮经济的命题，开展一

系列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和探讨工作。

理论方面研究主要围绕宝山邮轮港的功

能定位、邮轮经济在宝山滨江新区建设

中的定位、邮轮经济对宝山经济发展的

整体影响、邮轮经济与宝山旅游业发展

等命题，结合对国内外邮轮经济发展成

功案例的研究分析进行，以区政协发起

的邮轮经济主题论坛为标志达到高潮。

实践方面研究主要围绕宝山邮轮港建成

开港后，宝山可以为靠港邮轮提供哪些

具体服务展开，初步形成了建设现代涉

港商务、国际邮轮发展、长江水上旅游

“三大基地”，坚持区港、邮旅、江海“三

个联动”，实施旅游活区、统筹发展、创新

驱动“三大战略”的操作性思路。这些

研究最终形成《积极探索邮轮经济与宝

山互动发展的新模式》、《宝山旅游品牌

提升专题研究》等报告。

■开展现代服务业发展个案研究　下半
年，组织对区内半岛 １９１９、动漫衍生产
业园、现代服务业外包基地、呼叫中心产

业园、智力产业园、创邑·幸福湾、国际

节能环保产业园等 ７个现代服务业项
目，进行个案研究和剖析，就这些现代服

务业项目建设和发展中的经验和问题，

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以求从思路和方

法上，为今后区内现代服务业项目发展，

提供借鉴经验。经过三个多月的实地考

察和资料分析，形成《构筑促进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政府服务体系》、《航运服务业

情况收集整理》、《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与制造业外包问题研究》、《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多极化分

散化的实证研究》、《宝山现代服务业案

例分析》等一批研究报告。

■构建多层次的决策咨询服务信息网络
　区政研室主动构建多层次的决策咨询
服务信息网络。一是和市委、市政府有

关部门及各大高校、市社科院等研究机

构，深化发展稳定的工作关系和信息源。

二是建立为区委、区政府服务渠道。全

年共编辑《决策参考》５２期、《工作信息
专报》２７期。三是全面深化面向基层的
决策信息服务。将中央、国务院和市委、

市政府精神、部署和区委、区政府的工作

要求，以及决策咨询成果、创新性思维传

递给各街镇党政主要领导参考，同时将

基层的实情向区委、区政府专报。四是

建立与全市各区县政研室以及兄弟省、

市、区的沟通协作机制。年内与重庆市、

中山市、黄石市、迪庆州、嘉兴、太仓、南

通等地区政研室建立了相互信息交流协

作关系。 （王　晏）

党校
■概况　２００９年，中共宝山区委党校
（以下简称党校）按照以“精品课工程”

抓教学，以“聚焦战略”抓科研，以“精细

管理”抓服务，以“成长工程”抓队伍，以

“温馨工程”抓凝聚的工作思路与布局，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１）教学培训。完
成处级党政“一把手”学习研讨班、处级

干部专题培训班、第 １４期中青班等 ４３
个主体班次３５９４人次的培训，其中处级
班１６个 １０１６人次，比上年增加 ２０％。
在全市党校系统首次举办为期一个月的

处级干部党性修养班。主体班校内教师

平均评优率为 ８２５％。重点班次处级
干部党性修养班在理论教学、传统教育

等８个方面获得１００％的评价。（２）科
研工作。年内公开发表论文２０篇，比上
年增加９篇；出版《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实
证研究———上海市宝山区“红帆工程”

的实践与启示》专著１部，完成《上海郊
区合作农场发展道路研究———以宝山区

为例》、《宝山区新农村建设调查》、《宝

山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情况调查》等

市、区两级立项课题５项，申报市级课题
２项，获全市党校系统科研工作的集体
组织奖一项，３篇论文获科研优秀奖。
《开拓》杂志编辑出版 ６期，发表文章
１１６篇，宣传报道８家单位。（３）管理服

务。年内共接待各类会议和培训班次

９００余场，其中大中型会议接待１５６场，
平均每个工作日达３６场次。食堂对外
共接待２３个单位 ２万余人次的用餐。
（４）队伍建设。现有教职工３８人，其中
专业技术人员１８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
历的教师有 １４人，占整个教师队伍的
７９％。年内引进３名青年教师，有３名
教师充实到教研室，７名教师到区委办、
区学实办和罗店镇天平村等单位参加挂

职锻炼，１名教师获市委党校精品课演
讲比赛优秀奖。

■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３月
１３日至８月１７日进行，有６７名党员参
加。提出“围绕宝山‘四个更’目标，建

设区级一流党校”的实践载体，征求到

１３０多条意见和建议，归纳梳理为２５个
问题，形成《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党校核

心竞争力》、《构建适应科学发展的干部

教育培训新机制》、《科学管理规范服

务，开创党校管理工作新局面》、《科学

发展观视野下机关党组织建设的若干思

考》４篇调研报告，提出１２项整改措施。

■创新教学模式　重点开发和综合运用
案例教学、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

教学以及情景模拟等现代教学方法，研

究式教学的比重增强。其中案例教学

《从瓮安事件看党员干部作风建设》获

得９８％的评优率。罗店镇天平村的基
层党建现场教学活动，在处级干部党性

修养班中获得１００％的好评。作为全市
党校系统首批１＋７的试点单位，上海网
络党校宝山教学点项目年内建成，实现

课程直播、双向互动教学。

■理论宣讲走出宝山　年内，党校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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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宣讲优势，将课堂延伸到机关、企

业、社区和农村基层，开展宣讲５０场，听
众达６５００余人次。市委宣传部刊登文
章介绍党校在基层宣讲经验，党校４位
老师被特聘为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市委九

届九次全会精神的宣讲员，首次走出宝

山，前往长宁、青浦、闵行等区进行宣讲。

■开展制度文化建设年活动　２００９年
被确定为党校制度文化建设年。年内制

定和完善《科研课题管理暂行办法》、

《教师教学科研及相关工作考核的暂行

办法》、《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行政后

勤工作人员考核的暂行办法》等１２项制
度，形成《干教经费使用流程》、《班主任

工作流程》等７项工作流程，内容涉及教
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各方面。

■《开拓》杂志开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宝山实践篇系列　立足“城乡综合性
理论刊物”的定位，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开拓》杂志年内开设了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宝山实践篇系列，包括

新农村建设篇、发展篇、民生篇、环境篇、

作风建设篇等，系统反映宝山经济社会

发展的成就和经验。

■结对共建活动　校党总支和教学党支
部与驻沪海军某大队、空军高炮连建立共

建关系，党员教师为共建单位上党课，开

设政治理论辅导讲座。校党总支和教学

党支部分别获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张淑红）

２００９年中共宝山区委党校办班情况一览表

序号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参加人数

１ ２月１６～１７日 宝山区吴淞街道居委书记能力培训班 ４０人

２ ３月５～６日 区处级党政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讲座 １４０人

３ ３月１２～１４日 区食监、质监、卫监系统科级干部培训班 ５７人

４ ３月１６～１８日 区处级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研讨（党的建设专题）班 ８２人

５ ３月１６～１８日 区处级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研讨（城乡建设和管理专题）班 ４５人

６ ３月１９～２０日 区处级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研讨（社会稳定专题）班 ４９人

７ ３月１９～２０日 区处级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研讨（经济建设专题）班 ５５人

８ ３月１６～１７日 区处级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研讨（社会事业及社会保障专题）班 ６２人

９ ３月３０～５月７日 上海宝山海事处领导干部培训班 ２６人

１０ ４月１３～１５日 宝山区友谊街道“一把手”培训班 ４０人

１１ ４月１５～１７日 宝山区委党校第七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１人

１２ ４月２１～２４日 区级机关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１人

１３ ４月２１～２６日 上海市电信有限公司宝山局党政后备人才提升能力培训班 ５０人

１４ ４月２８～２９日 杨行镇２００９年新进班子成员理论能力培训班 ３１人

１５ ４月２８～２９日 ２００９年中共庙行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０人

１６ ５月１３～１５日 宝山区委党校第八期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１１２人

１７ ５月２０～２２日 宝山区公务员公文写作与处理骨干培训班 １１２人

１８ ５月２５～２７日 ２００９年中共杨行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４９人

１９ ５月２６～２７日 ２００９年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０人

２０ ６月３～５日 ２００９年中共顾村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３９人

２１ ６月４～６日 ２００９年处级干部突发事件处置及应急管理能力专题培训班 ３２人

２２ ６月４～６日 ２００９年处级干部领导艺术专题培训班 ３２人

２３ ６月８～１０日 宝山区第三期优秀女青年干部培训班 ６５人

２４ ６月１０～１２日 ２００９年中共月浦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７人

２５ ６月１１～１３日 ２００９年处级干部心理保健专题培训班 ３２人

２６ ６月１２～１３日 ２００９年处级干部人文修养与传统文化专题培训班 ２０７人

２７ ６月１７～１９日 宝山公安分局２００９年度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７３人

２８ ６月２２～２３日 区文广局基层骨干素质能力培训班 ５０人

２９ ７月１～３日 区卫生局２００９年度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５２人

３０ ７月２～３日 ２００９年度中共罗店镇党委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 ７０人

３１ ７月２７～３１日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新任党政负责干部培训班 ３２人

３２ ８月２６日～１１月１１日 区第十四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４６人

３３ ８月３１日～９月１日 区农村、社区基层干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培训班 ４３０人

３４ ９月１日～９月２２日 宝山分局科级初任领导干部培训班 ６０人

３５ ９月７日～１０月９日 区处级干部党性修养班 ３１人

３６ ９月８～１８日 区２００９年新录用公务员入区培训班 ５１人

３７ ９月２１～２５日 区２００９年科级领导干部培训班 ４８人

４５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续表）

序号 时　间 班 次 名 称 参加人数

３８ １０月１４～１６日 区２００９年居委会主任培训班 ４３０人

３９ １０月１５～１７日 区２００９年处级干部突发事件处置及应急管理能力专题培训班 ３３人

４０ １０月１５～１７日 区２００９年处级干部领导艺术专题培训班 ２５人

４１ １０月２２～２４日 区２００９年处级干部心理保健专题培训班 ２８人

４２ １０月２３～２４日 区２００９年处级干部人文修养之传统文化专题培训班 ７４人

４３ １１月１８～２０日 宝山区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班 ７０人

合　计 ３５９４人

区级机关党工委
■概况　区级机关党工委系统年内因机
构改革，转出机关党组织４个，分别是原
区人事局机关党总支、原区信息委机关

党支部、原区规划局机关党支部和原区

外经委机关党支部；转入机关党支部 ２
个，分别是区合作交流办机关党支部和

区残疾人联合会党支部。至年底，区级

机关党工委有下属机关党委３个，直属
机关党总支 １４个，直属机关党支部 ２３
个。推进党组织“公推直选”工作，全年

共指导１９个机关党组织进行换届改选。
发展预备党员 ３８名，党员转正 ４５名。
至年末，中共党员总数２０４９名，比上年
增加２８名。

■指导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根据学习实践活动工作要求，区级机
关党工委制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方案》，会同区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一起下发《关于在开展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充分发挥

机关党组织作用，切实抓好机关党员学

习实践活动的实施方案》；开展多种形式

的调查研究，形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情况分析检查报告。广泛听取意见，组

织解放思想大讨论，召开专题民主生活

会，查找问题，剖析原因，提出加强区级

机关党工委班子建设和推进机关党建工

作的具体措施。

■机关党组织建设　完善机关党建工作
考核评估体系，建立新任书记谈话制度，

明确机关党组织书记抓好党建工作的责

任及要求；举办２００９年机关党组织书记
专题培训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冯小敏

对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及全国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作专题报告；举办机

关组织工作培训班，规范机关组织工作

程序；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５３名
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为期五天的培训；

举办第一期区级机关青年党员轮训班，

由４４名机关青年党员参加，并就机关青
年党员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座谈讨论。组

织开展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课件征集活

动，有６家单位上报的课件被评为优秀
课件；做好创新组织生活实例的评比工

作，６家单位被评为优秀组织生活实例。
年内处理来信一件。

■机关作风建设　开展以“转变机关作
风，提升服务能力，努力争当实现‘四个

更’目标的模范”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围

绕机关党员干部在转变机关作风、提升

服务意识、提高机关效能方面的好做法，

以及在服务基层群众、服务经济建设、促

进部门工作、推动宝山发展过程中的具

体经验，开展机关作风建设的工作案例

征集活动，共征集３５篇案例，其中６篇
获奖。组织参与市级机关纪工委开展的

“改进工作作风，服务‘四个确保’实践

活动”，做好为期半年的评议市级机关部

门工作，组织召开一次座谈会，共上报优

秀事例１５个，提出意见和建议９条。组
织千余名党员干部观看沪剧《红叶魂》

和警示教育片《贪欲之害（三）》等，增强

机关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机关“凝聚力工程”建设　以“双结
对”工作为载体，深入开展“走进基层、联

系群众”活动。做好送温暖工作，在元

旦、春节期间，共有４８６名机关干部走访
结对困难户，其中处级干部１０４人，共送
上慰问金１４７万余元，实物折合９万余
元；开展“为民地图”活动，对３５５名机关
干部进行走访，送上慰问金１４８万余元。

■机关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围绕“知荣
辱、讲文明、迎世博”主题，参加迎世博

“三五”行动，组织 １６０余人次参加“城
市洁净日”整治行动和“公共秩序日”集

中行动；开展世博会志愿者招募工作，招

募志愿者１６０人；做好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

市、区两级文明单位的预报工作，８家单
位预申报市级文明单位，４家单位预申
报区级文明单位，指导做好各单位的创

建工作，组织召开区文明机关建设工作

座谈会。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参加“相聚

在党旗下———世博先锋行动”志愿者广

场服务系列活动。

■开展学习型机关创建活动　６月 ２５
日，召开“读书———让宝山更美好”为主

题的区级机关读书活动推进会，制定下

发《关于深入开展读书活动，进一步促进

学习型机关建设的实施意见》。推荐申

报区财政局、区人大办两个市级学习型

机关创建先进单位；组织参加学习型机

关创建评估检查。年内组织４次理论报
告会，近７２０人次机关在职党员参加学
习。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参观《中国巨

变》大型图片展览；观看“七一”红色电

影《霓虹灯下的新哨兵》。举办“我与祖

国共成长”新中国建立 ６０周年征文活
动，共征集文章６５篇，其中１２篇获奖。

■机关群团工作　机关工会完成组织隶
属关系调整，成立新一届区级机关工会

工作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女职工

委员会，开展工会干部培训和工会规范

化建设。开展“一日捐”募捐活动，募得

捐款４万余元；为机关女同志进行妇科
体检；为机关干部职工续保医保补充保

险。举办“为祖国喝彩，为世博添彩”区

级机关干部职工书画摄影展；组队参加

区第二届运动会，获团体总分第三，并获

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区直机

关团工委开展区直机关３５学雷锋活动
和迎世博交通协管志愿服务工作，参加

献爱心助学行动，组织团支部与离退休

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工作；组织参加“新

鸳鸯杯”羽毛球和篮球比赛；做好“共青

团号”申报、复审工作以及“新长征突击

队”、“新长征突击手”评选工作，做好年

度“五星级团支部”申报和创建工作。

（胡　敏）

５５

区社会工作党委



区社会工作党委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坚持“拓展深化、突破瓶颈、巩固

成效、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结合实际，

加强对试点单位和园区、街镇综合党委

开展学实活动的指导、协调和服务，扎实

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突出重

点，继续做好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

覆盖工作，进一步探索“两新”组织建党

工作途径，不断扩大建党和党建工作覆

盖面；抓基层、打基础、拓领域、增活力，

推进和深化“红帆工程”建设；完善机

制，不断加强资源保障体系建设，确保工

作实效，扩大社会影响力。截至年底，全

区新经济组织有２４６８０家（不包括个体
工商户），从业人员总数近２２万人；建立
园区党工委３个，街镇综合党委１２个，
党组织７６８个（其中关系隶属宝山的党
组织５５６个）；党员８２９３人（其中关系隶
属宝山的党员 ４７３０人），流动党员 ２６７
人，基本消除党建空白点。新社会组织

３３７个，其中社会团体１２０家，建立党总
支２个，独立党支部 ２个，联合支部 ５
个，临时支部１个，党小组１９个，由业务
主管部门委派党建联络员４２名；民办非
企业单位２１７家，建立党支部２５个，联
合支部６个，由业务主管部门委派党建
联络员１２０名。

■开展“两新”组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　按照“月浦镇先试点，整体再推
进”的步骤，全区“两新”组织党组织围

绕“着力解决‘两新’组织党组织在助推

‘两新’组织发展中作为不够、不敢作为

的问题，着力解决‘两新’组织党组织联

系群众不密切、不广泛的问题，着力解决

‘两新’组织党组织自身建设和党员队

伍建设上不规范、不扎实的问题”，深化

“让支部书记都到位、让共产党员都参

加、让职工群众都知道、让企业业主都支

持”工作法，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在党员专题组织生活会中，开展“三

对照、三查找”：对照《党章》规定的基层

党组织作用，查找党支部工作存在的不

足；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作用，查找

自身存在的不足；对照实践载体，查找党

组织服务企业上存在的不足，进一步引

导“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党员职工在推

进“两新”组织健康发展中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以“相聚在党

旗下———我为宝山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作贡献”党员教育主题活动为抓手，开展

“我为企业献计策、我为企业作贡献”实

践活动，接受中央非公经济组织学实活

动指导检查组的检查并得到肯定，月浦

镇综合经济党委在市“两新”组织学实

活动论坛上作交流发言。

■扩大党建工作覆盖面　按照“三个拓
展”的工作要求，做好规模以上非公企业

党组织覆盖工作，探索独立组建、联合组

建、挂靠组建等多种方式，实现党组织组

建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全年全

区共新建立“两新”组织党组织 ３６个。
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联建工作思

路，与区总工会共同在顾村镇先行开展

“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试点工作，

积极探索党建带动工建、工建促进党建

的工作机制。在一批因转制、扩大再生

产等原因壮大起来的规模以上非公企业

中，一大批流动党员亮出身份，组织覆盖

工作得以加快推进，镇党组织覆盖从上

半年的１１４家上升到１５９家，党组织覆
盖率从８０３％上升到１１２％。推进“园
区”和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完善《园区

党建工作规范（试行）》，对商务楼宇、商

业街城、专业市场等重点领域以及为数

众多的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规模

小、分布广、变化大的“两新”组织，加大

党内服务力度，确保流动党员有接纳地，

“两新”组织党员活动有场所、教育有资

源。探索党的工作进社团的途径，对区

个私协会１１家党组织和７６名党员关系
进行理顺和转接，推进区律师协会、癌症

康复俱乐部等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深化“红帆工程”建设　开展规范化
建设达标测评活动，召开宝山区“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推进会暨纪念建党８８周
年座谈会，命名表彰宝山区“两新”组织

“五好”党组织 ２９家、党员“六强六突
出”（“党员意识强，表率作用突出；敬业

意识强，岗位奉献突出；主人意识强，创

新能力突出；业务技术强，骨干作用突

出；带头意识强，凝心聚力突出；责任意

识强，服务企业突出”）典型１４名、优秀
“红帆之友”１３名，上海舜枫龙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上海市“两新”

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上海祥明仪表

机箱有限公司党支部等５家党组织被评
为市“两新”组织“五好”党组织。围绕

宝山“两新”组织党员保持共产党员先

进性“六强六突出”的具体要求，推行

“红帆岗”创建，开展“党员责任区”、“党

员先锋岗”等活动，推进党支部“公推直

选”工作，做好在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

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工作，全年共

发展“两新”领域党员１０３名。开展反腐
倡廉试点工作，协同区纪委建立区“两

新”组织反腐倡廉建设试点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确定８家街镇、工业园区、非公
企业有较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基础

的单位为试点，开展走访调研、召开座谈

会，在《红帆港》专刊“滨江清风”栏目中

加强“两新”组织廉洁诚信、依法经营的

宣传。以引导“两新”组织积极应对金

融危机为重点，开展“‘两新’党建聚合

力，应对危机促发展”主题实践活动；为

１４８名“两新”组织的党支部书记进行常
规体检；联合团区委开展“相聚滨江、青

春飞扬”———“两新”组织青年庆“七一”

卡拉 ＯＫ赛；组织“红帆”文体俱乐部参
加区第二届运动会，“红帆”文体俱乐部

获企业组团体第一名，区社会工作党委

被评为“宝山区群众体育先进集体”。

■加强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坚持区“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协调指导小组例会制

度、基层综合党委季度工作会议和支部

书记季度工作例会制度，落实街镇综合

党委与“两新”组织党组织定点联系制

度，举办区“两新”组织“党建带群建、群

建促党建”专题研讨班，实行街镇、园区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年度考核测评。

加强基层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和“两

新”组织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举办综合

党委副书记学习实践活动专题培训班，

开展“两新”组织党支部书记专题培训４
期，参加培训２０００余人次；完善《宝山区
社区专职党群工作者管理暂行办法》，加

强社区专职党群工作者队伍的教育、培

训和管理，确保１５个单位均有社区专职
党群工作者。坚持“两新”组织党组织

上缴党费全额下拨机制，全年向基层“两

新”组织下拨党费经费３２４００７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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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运行，落实总支

以上“两新”组织党组织远程教育终端

建设要求；改版发行《红帆港》６期，增设
“爱我宝山”、“深度报道”、“群英荟萃”

等特色栏目；加强对“两新”领域基层党

建难点和热点问题研究，完成《宝山区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现状分析与对

策》课题调研，指导基层综合党委完成课

题调研文章１２篇。 （李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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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编辑　谭雪明

１月６日～９日，区人大六届五次会议召开 区人大办／提供

综述
２００９年，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

会围绕宝山发展的重点和人民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行使职权，开

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全年举行代

表大会１次，举行常委会会议 ７次，召
开人大常委会主任（扩大）会议１０次。
常委会任免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９人
次，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人员１７人次，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工作人员 １３人次。
常委会组织代表就迎世博 ６００天环境
整治、《残疾人保障法》贯彻落实、固定

资产投资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以及教

育发展情况等开展调查研究和视察检

查。办理群众来信２７６件次，接待群众
来访２５４批次，电话信访 １４件次。全
年工作重点：（１）围绕“经济实力更强、
城乡环境更美、人民生活更好，社会更

加和谐”和城乡一体化的全区工作大

局，加强宝山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城乡

环境建设管理、民生持续改善、民主法

制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监督。（２）依法
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人事任免权，审

查批准有关财政预决算等，并提出相应

审议意见或依法作出相关决定。（３）积
极推进代表工作，做好代表培训和补选

工作，加强代表书面意见督办，注重发

挥由宝山选举产生的市人大代表的作

用。 （杨　晨）

主要会议
■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１月６日 ～９日
在区委党校举行，应到代表 ２７１名，实
到２５５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
到会祝贺。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工

作报告，审查２００８年计划、预算执行情
况和２００９年计划、预算草案，批准２００８
年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 ２００９
年计划及区本级预算，听取和审议区人

大常委会、区法院、区检察院工作报告。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２月
１９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李原关于
体育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通过区

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９年工作要点和区六届
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加大

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０６号
代表议案（以下简称“０６号”议案）。会
议听取《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并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区政府

并就区国资委、文广局、监察局更名后，

其主任、局长职务名称更改情况向会议

提交备案报告。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４月
２２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夏雨关于
区政府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区六届人

大一次会议“０５号代表议案”（合理改造
利用存量土地房屋资源）决议情况的专

项报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０６号
议案”的办理方案和预算外资金管理使

用情况的报告。会议决定增设区人大常

委会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会

议并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６月
１８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朱永泉关
于２００８年底集中开工５２个重大项目建
设进展情况的专题报告，听取和审议区

政府关于 ２００８年区本级财政决算（草
案）的报告及关于２００８年度区本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审查批准２００８年区本级财政决算。会
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食品安全监管

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审议通过有关人事

任免事项。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扩大）会
议　７月２８日～２９日举行。２８日，全体
区人大代表听取并讨论了区长斯福民关

于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２９
日，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和审议

副区长张浩亮关于代表书面意见办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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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２８日～２９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１７次（扩大）会议召开 区人大办／提供

况的报告和区政府关于２００９年计划和
预算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各代

表组对区政府上半年工作的评议情况汇

总报告。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９月
１６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钟杰关于
新农村建设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

和审议区法院关于立案、信访工作报告、

区检察院关于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的情况报告，并通过相关审议意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１１
月２５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冯健理
关于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的专项报
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落实“０６号
议案”决议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城管执法

工作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２００９年区本
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会议决定区六届

人大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年 １月 １９日举
行。会议并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１２
月３０日举行。会议听取副区长张浩亮
关于２００９年促进就业工作的情况报告，
初步审查区政府拟提交区六届人大六次

会议审查批准的２０１０年区本级财政预
算（草案），审议区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有

关事项和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

案），并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杨　晨）

重要会议
■六届人大常委会与“一府两院”领导
联席会议　１月９日举行。区人大常委

会通报 ２００９年工作要点草案，并听取
“一府两院”领导对人大工作的意见

建议。

■六届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１
月４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传达区委五届七次全会概况和会

议主要精神，并结合人大２００９年工作，
就如何贯彻区委五届七次全会精神提出

要求。１２月３０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区委五届九次

全会精神。会议认为，区委五届九次全

会对２００９年工作进行了全面回顾总结，
并对２０１０年的重点工作作了部署，分析
了形势、明确了目标、增强了信心，对做

好人大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

要求把全会精神与人大工作实际相结

合，谋划好新一年的人大工作。

■人大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　２月 １７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２００９年新闻宣传
工作座谈会。会上，区人大常委会研究

室就２００８年人大新闻宣传工作进行总
结，并对２００９年区人大新闻宣传工作要
点作了通报。各新闻宣传单位就进一步

做好２００９年人大新闻宣传工作进行座
谈交流。各新闻宣传单位表示，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摸索规律，丰富和改进人大

新闻宣传形式；要加强沟通和策划，进一

步增强做好人大新闻工作的意识，不断

提高人大新闻工作水平。 （杨　晨）

重大决定
■关于２００９年度区预算决算的审议和
决定　４月２２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对区预算外资金管理使用情

况进行审议。会议听取并审议关于２００８
年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情况和２００９年
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情况的报告、

关于２００８年国资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０９年国资经营预算编制情况的报告
和２００８年度政府投资项目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９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安排的报
告。会议要求区政府在预算外资金管理

中对政府投资项目和国有资产重点加强

监管，建议节约使用财政资金，加强国有

资产及其经营收益管理，把国有土地出

让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６月１８日，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区本

级财政决算情况进行审议。会议听取并

审议关于２００８年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
告及关于２００８年度本级财政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审查２００８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其报告。

会议决定，同意区政府追加基本建设项

目支出，批准２００８年区本级财政决算。
会议要求区政府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

建议对区本级基本建设项目经费和教育

专项资金加强清理，认真分析２００９年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增强预算的严肃性，继

续重视和加强审计队伍建设，推进审计

工作和审计结果公开。１２月３０日，区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区政府拟

提交区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查批准的

２０１０年区本级财政预算（草案）进行初
步审查，同意区政府“预算草案”的主要

内容，建议加强财政资金监管，对世博专

项资金进行跟踪审计，完善政府基金预

算框架，细化预算科目。

■０６号议案处理　２月１１日，区人大常
委会财经工委召开座谈会，就０６号议案
办理听取意见。财经工委部分委员、议

案领衔代表、相关政府部门及社会团体

的负责人就如何贯彻“保增长”要求，促

进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交流意见，

并就代表议案的办理提出建议。２月１９
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

的０６号议案，会议决定将该议案交区政
府提出办理方案。２月２３日，常委会财
经工委召开座谈会，就完善区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平台听取意见。与会人员建议

区政府统一思想，加强宣传，畅通政策知

晓渠道，加强对区中小企业贷款供需状

况调研，研究落实专门的人员和机构。３
月９日、１７日，常委会财经工委会同区政
府相关部门以及议案领衔代表赴青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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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两区调研学习“扶持中小企业发

展”的有关工作经验。４月１日，常委会
财经工委召开座谈会，就区政府拟提交

区人大常委会审议的０６号议案办理方
案进行研究讨论。会上，财经工委介绍

赴青浦、徐汇学习取经情况，区发改委通

报０６号议案办理的初步方案，区政府相
关部门及０６号议案领衔代表对区政府
关于０６号议案办理方案进行讨论，并提
出相关建议。４月２２日，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０６号议案办
理方案，并就方案表决通过相关决议。

决议指出，该方案结合宝山实际，就扶持

中小企业发展提出的意见和措施是可行

的。决议要求政府高度重视代表议案办

理工作，充分发挥财政支持和调控经济

发展的作用，搭建多渠道中小企业融资

平台，加强政策宣传与交流。７月 ２０
日，常委会财经工委召开座谈会，听取区

政府有关部门关于０６号议案办理方案
和区人大常委会有关决议的实施情况汇

报。１１月２５日，区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区政府关于落实本

决议情况的报告，审议意见指出区政府

要依法做好各项服务与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继续探索和完善中小企业多渠

道融资平台。 （杨　晨）

依法监督
■视察区六届人大一次会议０５号议案
办理情况　４月１５日，常委会财经工委
和部分区人大代表对０５号议案的办理
情况进行视察，代表们实地察看半岛

１９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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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智力产业园、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上

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和创邑？幸福湾等

存量资源利用、改造情况，并听取相关部

门的情况汇报，对０５号议案的办理工作
和成效比较满意。

■视察劳教所工作　５月 ５日，常委会
内务司法工委人大代表前往军天湖农场

和白茅岭农场检查工作，并看望、慰问在

农场工作的区人大代表和干警。代表们

听取两个农场关于贯彻实施《监狱法》

的有关情况及社区建设发展状况的汇

报，并实地察看监管区、干警办公室等场

所，参观场史陈列馆。

■视察防汛防台工作　５月１２日，常委
会城建环保工委和部分区人大代表检查

区防汛防台工作。代表们检查宝杨码头

圈围工程、区防汛物资仓库、湄浦路及友

谊路铁路桥辅道积水点、练祁河综合整

治工程等，听取区防汛指挥部关于２００９
年防汛防台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就

保证在建工程质量，查找隐患和薄弱环

节，督促整改，重视研究城区、农村积水

点的排水出路和改造问题，加强基层防

汛防台宣传和培训等方面提出建议。

■视察迎世博６００天环境整治工作　５
月２０日，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区人大
代表视察区迎世博 ６００天环境整治情
况。代表们实地察看宝杨路码头、同济

路、逸仙路沿线、殷高西路门面房整治、

长临路非机动车停放点、段浦河、共和公

园等环境整治和建设情况，听取区 ６００
办和庙行镇政府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建

议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各方职责，加强

协调配合和工作合力，建立和完善科学

的工作机制，将迎世博工作与民生诉求

相结合，加强学习、交流和宣传。

■视察Ｇ１５０１（Ａ３０）宝山段辅道　６月
８日，常委会组织部分由宝山区选举产
生的市人大代表对Ａ３０宝山段辅道设施
损坏情况进行实地视察，听取区建交委、

规划局有关情况介绍。代表们就设计和

建设质量等原因造成Ａ３０宝山段辅道设
施损坏等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视察《残疾人保障法》贯彻落实情况
　９月９日，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区
人大代表对区贯彻落实《残疾人保障

法》情况进行视察。代表们先后察看张

庙街道和庙行镇的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

地，观看反映区残疾人工作的纪录片《关

爱的阳光》，听取区残联有关工作情况汇

报并就加强残疾人工作的宣传力度，降

低助残帮困的准入门槛，加强残疾人用

工的维权保护，建立健全残疾人保障工

作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视察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产业项目建
设情况　１０月１４日，常委会部分组成
人员和区人大代表对区固定资产投资和

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视察。代表

们实地察看拉法基石膏系统有限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建设情况和宝钢

热冲压零部件有限公司试生产车间，听

取区发改委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建议要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加大对新项目

的环保评估，继续加强对“四个更”发展

目标的宣传力度。

■视察教育工作　１１月１９日，常委会组
织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对区教育发展情

况进行视察。代表们先后视察中国福利

会美兰湖幼儿园、陈伯吹中学和罗店中

学，听取区教育局关于区教育改革与发

展工作的汇报，并提出要注重软件发展，

关注农村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优

质教育问题，加强师德建设，进一步完善

教育经费统筹机制，规范教学管理等建

议。 （杨　晨）

重要活动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３月 １６
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会议就区人大

机关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进行部署，明确目标任务、组织机构等，

还就学习实践活动的起止时间和各个推

进阶段的时间节点、具体任务进行安排。

４月７日，区人大常委会召开老同志座
谈会，就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听取意见

和建议。会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

余传达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

神，并与各位老同志就进一步推进人大

机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座谈

交流。４月１７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开
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调研成果交

流会。会上，常委会机关处级党员领导干

部结合区人大工作实际交流汇报各自调

研成果，对人大工作中不符合科学发展的

问题和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４月 ２３
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解放思想大讨论。

会上，常委会办公室、研究室及有关工作

委员会负责人围绕自身工作，就进一步解

放思想，切实提高监督实效等畅所欲言。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沈秋余通报人大机关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征询意见的情况。６
月１６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座谈会，就
《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情况分析检查报告（征求意见

稿）》听取意见和建议。８月１７日，区人
大常委会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总结大会。与会人员就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人大办公室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情况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

■市人大领导赴宝山调研　４月１５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培生率市人大侨

民宗委一行来宝山调研民族、宗教、台侨

工作情况。王培生等视察宝山寺及基督

教吴淞堂两个宗教场所，并就如何加强

民族、宗教、台侨工作监督等问题开展交

流。４月１６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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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副主任陈豪带领市人大常委会部分

组成人员来到宝山，调研旧区改造和保

障性住房建设情况。刘云耕一行实地视

察市配套商品房项目菊翔苑、经济适用

房项目顾村新选址一号基地，听取有关

部门的工作汇报，并进行座谈。

■市人大在宝山召开工作例会　３月２６
日，市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第三次工作

例会在宝山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

云耕，副主任陈豪，秘书长姚明宝及各区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出席会议。会议围

绕贯彻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

市委领导有关批示精神、加强常委会自

身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４月２８日，市
区县人大常委会侨民宗委第九次工作例

会在宝山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培生，市人大侨民宗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邦俊出席会议。闸北、静安、长宁、普

陀、嘉定等区交流了侨民宗工作。６月
１９日，市区县人大财经工作座谈会在宝
山召开。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袁以

星，副主任委员朱匡宇、俞国生，市人大

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任连友参加会议。

市人大财经委以及部分区县就“服务企

业，促进增长”有关政策落实情况的调研

成果作了交流发言。

■市人大在宝山召开在沪务工农民工座
谈会　１２月１１日，市人大常委会在宝
山召开在沪务工农民工座谈会。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云耕，以及部分全国人大

代表、市人大代表与在宝山的１５位农民
工代表进行座谈，了解他们在上海工作、

生活中的所思、所需。 （杨　晨）

代表工作与街镇人大工作
■书面意见办理　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以来，共收到代表书面意见１５２件，由宝
山区办理的书面意见１４８件，已全部在
法定期限内办结。已经解决的６７件，占
４５３％；正在研究和正在解决的 ７０件，
占４７３％；留作参考或暂时难以解决的
１１件，占７４％。

■召开代表座谈会　全年由区人大常委
会召开的代表座谈会２次。２月１３日，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座谈会，听取代

表反映社情民意。会上，代表们反映近

期了解到的有关社情民意，并就教育、医

疗、住房保障、道路交通、就业、旧区改

造、物业管理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提出建议。１２月２日，区人大常委会
召开代表座谈会，征求代表对常委会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与会代表对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有关

内容、文字表述等提出修改意见，并就新

一年工作安排中的民生问题、预算审查

监督、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加强常委会自

身建设等提出建议。

■开展代表培训　全年由区人大常委会
举办的培训讲座２次。６月１０日，区人
大常委会邀请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国

内参展部副部长钱伯金作关于世博会筹

备情况的专题讲座。１０月２１日，区人大
常委会邀请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政策法规处处长，现任锦江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王杰

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专题讲座。

■市人大代表活动　４月２１日，区人大
常委会邀请市人大代表（宝山）组以“世

博会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设”为

课题，开展调研活动。代表们实地察看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宝杨路长江大堤

邮轮码头现场，并与区有关部门座谈。６
月９日，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陪
同部分市人大代表赴区浦江办专门就

“吴淞邮轮港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

成因分析”开展深入调研。８月 １９日，
市人大代表（宝山）组开展活动，听取市

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集中开展评

议，并视察宝山寺的改建和罗店镇张士

村新农村建设情况。

■召开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全年由区人
大常委会召开的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４
次。２月２５日，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学习
讨论会暨街镇人大工作例会。会议传

达市委九届七次全会精神，区人大常委

会各工作委员会主任通报工委２００９年
工作打算。与会人员围绕如何落实好

常委会２００９年工作要点进行讨论，并
赴奉贤考察新农村建设情况。４月 ８
日，第二季度街镇人大工作例会在罗店

镇召开，专题听取各镇人大及街道代表

组对区人大机关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的意见。与会人员参观了罗

店镇龙船博览馆和张士村新农村建设

情况，并听取罗店镇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介绍。９月２７日，街镇人大工作例会在
大场镇召开。与会人员参观大场镇行

知路商业街、巴黎春天建设施工现场和

新建成的大场派出所，听取大场镇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的介绍。会上，常委会各

工作委员会、各镇人大和街道代表组分

别交流２００９年以来人大工作情况及第
四季度工作打算。１２月７日，第四季度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召开。与会人员讨

论拟提交区六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的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杨　晨）

２００９年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一览表

会　次 任 免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

叶英区经济委员会主任，曹晋和区商务委员会主任，赵婧含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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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荣森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孙晓风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彭林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何以琴区监察局局
长，郑永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陆吉敏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

汤宇军、须桃根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王骏区人民法院淞南人民法
庭庭长，黄忠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张凯、赵晨、陆昊罡、陶婷婷区人民
法院审判员

王骏区人民法院淞南人民法庭副庭长，黄忠区人民法院刑庭
副庭长，李晓平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审
判员，范耀良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

王启扬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章小鹏、杨海兵、孙
兰、李鹏、唐敏芳、朱国珍、仇伟根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王国新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九次会议

孙晓红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戴筱岚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王
力、陈然、罗有敏、葛燕峰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区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

周敏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杨海兵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葛华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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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编辑　谭雪明

综述
２００９年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形

势最复杂、困难最集中的一年，也是全区

人民团结拼搏、迎难而上的一年。宝山

区全面落实“四个确保”要求，围绕“四

个更”奋斗目标，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全面完成保增长、保

民生、保稳定、迎世博等年度各项目标任

务。（１）经济实现平稳发展。宝山区把
握发展中的有利因素，及时出台财力下

沉、融资服务、帮扶企业、加大投资、招商

引资、扩大消费等一揽子政策措施，保增

长、促发展。调整区镇财政收入分配机

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搭建区级融

资平台，支持街镇（园区）经济发展。建

立企业服务中心，完善服务平台，支持民

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追加中小企业

贷款信用担保资金１５００万元，担保规模
扩大至３亿元。扶持５家小额贷款公司
发展，发放贷款４９亿元，受益企业３９６
户次。建立重大项目定期推进机制，及

时解决动迁安置等突出问题，全年在建

项目达３４７个。加强招商引资，到位外
资２１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７％；新增
注册企业４６３４户，增长６２１％。落实家
电下乡等专项补贴，多渠道扩大消费。

加强综合监测，经济运行呈现逐季回升、

稳定增长的态势。全年增加值完成

５４９１亿元，可比增长１２１％；区地方财
政收入完成６２７亿元，增长９１％，区可
用财力达到１０２６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完成 ２７２５亿元，增长 １５４％。
（２）城乡形态功能改善。坚持迎世博与
提升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管理

水平相结合，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建设整洁有序、生态宜居的城乡环境。

推进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组织“五个一”
整治、“五路专项”整治、“一网三治攻顽

症”等５个“百日行动”，开展“三五行动
日”、“流动红旗竞赛”等系列活动，累计

社会参与达 ５５８万人次。以功能性项
目带动滨江带开发，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引桥和码头工程主体结构贯通，长江河

口科技馆等项目扎实推进。加快基础型

项目建设，沪太路拓宽工程全线贯通，轨

道交通７号线一期竣工通车。加大生态
环境建设力度，全年新建绿地１９０公顷，
城镇污水纳管率从 ６０％提高到 ７０％。
对农村地区继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区财政投入支农惠农资金８８亿元，
增长３２３％。加大城市管理工作力度，
城市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３）社
会事业发展水平提高。推进城乡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完善城乡教育经费统筹机

制，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建的新农村发展

区二期项目顺利实施。全区５９万名义
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同住子女全部进入公

办和民办学校就读。围绕“精彩世博、文

明先行”主题，巩固文明城区创建成果，

积极开展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加强文化

品牌建设，大型现代沪剧《红叶魂》被中

纪委纳入学习王瑛同志先进事迹全国文

艺调演重点剧目。加强公共卫生保障能

力建设，加快医疗资源纵向整合，完善社

区卫生服务集团运作管理。宝山中心医

院改扩建工程一期竣工，华山医院北院

顺利开工，大场医院新建工程正式启动。

全面实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

“药品零差率”，直接减少群众药品费用

７３７７万元。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和疫
苗接种工作有序推进，农村合作医疗覆

盖率保持１００％。区体育中心、图书馆、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大场文体科

技中心等项目顺利推进。宝山区输送的

运动员刘子歌、许昕等在第十一届全运

会上获得４金４银２铜，成功举办以“迎
世博”为主题的区第二届运动会。军民

共建活动深入开展，首部《宝山区志》编

纂出版。（４）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宝山区坚持把保民生与保增长紧密结

合，统筹兼顾，加大财力保障力度，继续

实施和完善普惠性政策举措，推进社会

事业均衡化发展，民生持续得到改善。

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增长１０％和１０１％。出台稳定岗位、
扩大就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年新增

就业岗位 ３０２０３个、完成年度任务的
１００７％，实现非农就业６６６９人、完成年
度指标的２２２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达 ９９６％，３２万
人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实现应

保尽保。平安建设在共建共享中深入推

进，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完成国庆６０周
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期间的

维稳工作。获“上海市文明城区”、“全

国文化先进单位”、“全国平安畅通县

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全国中

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等称号，

通过全国县（市）科技进步考核，入选全

国首批“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

（陈　勇）

重要政事和决策

■转变方式调结构、促转型　坚持保增
长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机统一，推动

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推进高

新技术产业化，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中，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平稳发

展。加大政府投入，促进社会投资，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２１７亿元，比上年增
长３２３％；其中社会投资１９３３亿元，占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８９１％。优化投资
结构，第三产业投资完成１７０亿元，增长
３７２％；第二产业投资完成 ４７亿元，增
长１７４％。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政
府收储、市场运作，存量土地利用占全年

建设项目用地总量的５７４％。加快现代
服务业发展，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等集

聚效益显现，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等

项目建成使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等

列为市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宝山区获

国家服务业导向资金支持项目占全市的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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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促进就业情况一览表

工作成效 目标完成情况

新增就业岗位３０２０３个 完成年度目标的１００．７％

新增非农就业岗位６６６９人 完成年度目标的２２２．３％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２９７７４人 控制在年度指标３万人以内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２２４９人 按时安置率保持１０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社会保障及社会救助情况一览表

措施与成效

社会

保障

农村户籍无保障人员新纳入社会保障１６０４人，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９９．６％，基本实现
农村社会保障“应保尽保”。

农保月均养老金水平由３７３元提高到４２７．９元，老年农民最低月养老金标准由１８０元提高
到２２０元。

４１５５名新征用地人员纳入社会保障，征地人员社会保障１００％落实。

城镇居民医保缴费人数达１２．９万人，缴费参保率达９８％。

３９５０名外省市城镇户籍来沪工作人员纳入城镇养老保险。

社会

救助

完善４个社区事务中心标准化配置建设。

通过政府购买方式在全区所有街镇推行社区综合保险。

给予农村低保家庭从业人员每人每月２４０元的就业补贴。

新增养老床位８５０张，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２６２７名。

５０％。完善商业布局，沃尔玛殷高西路
店等项目开业，大华虎城巴黎春天等项

目竣工。建立上海水上旅游促进中心，

开辟长江中下游旅游航线。坚持项目准

入标准，加快工业向园区集聚，提升制造

业能级，拉法基石膏等一批项目相继投

产。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整合国家、市

和区技改资金等１８亿元，３２个产学研
项目加快推进，９３个项目列入国家和市
创新基（资）金、重点新产品计划，４１个
项目列为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专

利申请总量达３８７８件，宝山区成为上海
市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之一。发展

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加强。

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农业用地达

２２６６７公顷，“宝农３４”大米获得上海首
届优质稻米品鉴评比唯一金奖。

■促进就业工作　实施一系列促进就业
政策措施，推进“１＋３”特别行动计划，
加大对自主就业、创业带动就业的扶持

力度，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费

补贴和就业补贴的若干意见》等９项促
进就业政策，并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强

化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订年度就业工

作目标任务并细化分解到各街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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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人员保障全面落

实；外来从业人员保障水平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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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居住社区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工作。

完善廉租住房受理机制，新增廉租住房

受益家庭５８８户。高境胜通、庙行共康、
大场祁连三基地列入上海市经济适用房

计划，其中庙行共康、高境胜通两基地年

内开工建设。

■２００９年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１）目标：新增就业岗位３万个以上，
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岗位

３０００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３０１

万人以内。完成情况：新增就业岗位

３０２０３万个，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非农
就业岗位６６６９个，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２９７７４万人。（２）目标：为 ２００名白内
障贫困患者进行免费复明手术；为８万
名高血压病人施行动态管理，提供免费

监测血压服务；为５万名城区７５岁以上
老年人免费体检一次；继续开展巡回医

疗服务；为３万名退休和贫困妇女免费
提供妇科病和乳腺病筛查；开展出生缺

陷一级预防试点工作，为３００名准备怀
孕的户籍人员提供免费孕检；建立 １２０
个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完成情况：

为２５９名白内障贫困患者进行免费复明
手术；为８０２３万名高血压病人施行动
态管理，提供免费监测血压服务；为

５４４２４万名城区７５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体检一次；巡回医疗车出车１５６次，诊治
２１６９３人次；为３１００９万名退休和贫困
妇女免费提供妇科病和乳腺病筛查，筛

查出患病妇女 １１７２１万名，患病率为
３７８％，其中恶性肿瘤６例，均已手术治
疗；开展出生缺陷一级预防试点工作，为

３００名准备怀孕的户籍人员提供免费孕
检；建立１２０个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３）目标：新增养老床位８００张；创建老
年活动室５０个；完成６个社区助餐点建
设；为２５００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总数达到８８００名）；新建３个日间照料
中心；安装３００个安康通。完成情况：新
增养老床位８５０张；改扩建５６个老年活
动室；完成６个社区助餐点建设；为２６２７

２６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老镇、旧区改造情况一览表

相关工作 进展情况

有序推进成套改造
推进海滨新村、泗塘一村、向阳新村、泰和路３１８弄、同济路１９１弄、长江路８４８
弄改造。

重点推进旧里改造
重点推进了七牧小区、吴淞西块、吴淞东块三个旧里改造项目，其中七牧小区已

完成主体结构工程。

全面推进老镇改造

大场老镇动迁回搬１１９９户，回搬率达９９．５％，安置基地已全面竣工，交付使用；
罗店老镇改造已全面启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杨行、顾村两镇的改造相关准备

工作有序进行。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情况一览表

建设进展

教育

建成机器人创新实验室、生物与环境工作室等１１个创新实验室

培智学校迁建工程结构封顶

泗塘新村小学、泗塘中学项目已启动施工

卫生

华山医院北院正式开工建设

宝山中心医院改扩建一期工程竣工

大场医院新建工程启动建设

文化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项目启动建设

吴淞文化景点项目一期工程按期推进

体育 区体育中心和图书馆项目建设顺利进展

名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总数达到

８９２７名）；新建３个日间照料中心；安装
２５５个安康通（２００９年６月份根据市民
政局要求全市统一停止安装）。（４）目
标：完成４５万名农民工安全知识培训；
开展１３００人次信息化培训和 ２４０００人
次信息化宣传普及。完成情况：完成

４６４４０名农民工安全知识培训；开展
１３０８人次的信息化培训和 ２８４３９人次
“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宣传普及。（５）
目标：实施宝钢、月浦地区１７万户燃气
内管改造工程及为１０２８８户７０岁以上
独居老人免费更换金属管。完成情况：

对宝钢、月浦地区１７０５３户燃气内管进
行改造。为７０岁以上独居老人免费更
换金属管的工作由于独居老人家中使用

的气体、灶具不同，无法更换统一的金属

管，经区政府领导同意后，作了调整，即

对可以更换金属管的更换金属管，可以

更换橡皮管的更换橡皮管。两者都不能

更换的，维持原状。（６）目标：完善４个
社区事务中心标准化配置建设；无障碍

设施进３００户残疾人家庭；增设５０个便
民早餐点，为社区居民提供放心食品。

完成情况：完善４个社区事务中心标准
化配置建设，并投入使用；无障碍设施进

３０８户残疾人家庭；增设５０个便民早餐
点，为社区居民提供放心食品。（７）目
标：新辟两条与轨道交通 Ｍ１线、Ｍ３线
站点接驳的公交线路；新辟１条乡村巴
士线路，方便村民出行；在沪太路等道路

新建６０个公交候车亭；完成部分路段排
堵保畅工程建设。完成情况：新辟两条

与轨道交通Ｍ１线、Ｍ３线站点接驳的公
交线路；新辟２条乡村巴士线路，方便村
民出行；在沪太路等道路新建６０个公交

候车亭；完成部分路段排堵保畅工程建

设。（８）目标：完成罗溪公园改造；完成
４０个老居住小区绿化的调整和改造；改
建２个市民休闲广场。完成情况：完成罗
溪公园改造；完成４０个老居住小区绿化
的调整和改造；改建２个市民休闲广场。
（９）目标：完成４０个农村“农家书屋”工
程；完成５个新农村文化活动分中心试点
项目；开展文化下乡（１０００场电影，１００场
演出）；完成区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平台

建设；开展“科技，让世博更精彩”万人科

普系列行动；建设１处社区公共运动场；
建设３处农民健身家园；完成高境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东片）建设。完成情况：完

成４０个农村“农家书屋”工程；完成５个

新农村文化活动分中心试点项目；开展文

化下乡，进行了４８００场电影放映和１１２
场演出，观众累计约６５万人次；完成区科
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平台建设；开展“科

技，让世博更精彩”万人科普系列行动，

开班３３５个，培训３０４５７人次；建设１处
社区公共运动场；建设３处农民健身家
园；完成高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东片）

建设，已对外开放。（１０）目标：完成１８４４
户农村自然村落改造；建设２个农村商业
网点，方便农民购物；改造２家农村集贸
市场，提升管理水平。完成情况：完成

１８４４户农村自然村落改造；建设２个农
村商业网点，方便农民购物；改造２家农
村集贸市场，提升管理水平。 （许　杰）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一览表

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６４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区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和２００９年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方案以及原步云胶鞋厂区域综合整治工作的
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体育中心及图书馆改造项目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融资工作建议方案的汇报

五、研究２００９年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和任务分解
六、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区“两会”期间议案、书面意见和提案情况的汇报

１月１２日

第６５次

一、听取关于推进街镇政府采购制度工作意见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庙行镇场北村、康家村被征用地人员交出土地承包权、落实社会保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对低收入农户家庭人员实现就业后给予专项就业补贴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促进自主就业政策梳理调研报告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９年统一增发农保养老金的情况汇报

１月１９日

第６６次

一、听取关于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１）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和任务分解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落实市委巡视有关问题整改责任分工的情况汇报

五、研究一季度区政府全体（扩大）会议安排方案

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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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６７次

一、听取关于区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及重大项目安排等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政府投资计划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审理上海宝岳工贸有限公司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调整宝山区征地养老人员生活费标准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规范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计发时间的情况汇报

六、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８年政风行风测评结果的情况汇报
七、关于２００９年区重点行政监察项目立项的情况汇报
八、研究区政府领导工作分工调整方案

２月１７日

第６８次
一、听取关于开展对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服务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实施上海妇女儿童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情况的汇报

２月２３日

第６９次
一、听取关于久安公司接收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顾村镇毅翔村荻泾５７号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第二届运动会总体方案的情况汇报

３月３日

第７０次

一、研究支持街镇（园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突破资金瓶颈困难等方面的政策意见

二、传达市粮食工作会议暨粮食清仓查库动员大会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三、听取关于２００９中国美兰湖城镇发展论坛有关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泰和路３８９弄１０６号１０２室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顾村镇老安村中毛２９号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上海顾村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３月９日

第７１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８年冬季退役士兵安置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泰和路３８９弄１０６号２０３室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情况和２００９年财政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度区属企业经营者薪酬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进一步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工作意见的情况汇报

六、书面通报市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会议精神

３月２４日

第７２次

一、传达市产业结构调整协调推进联席会议和市节能减排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二、听取关于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大场镇西街西浜南３２８号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政府全体（扩大）会议建议方案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关活动安排的情况汇报

３月３０日

第７３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地下空间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机构改革中８部门“三定”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传达市政府稳定就业三项特别行动计划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帮企业、稳岗位措施

四、听取关于扶持中小企业（０６号）代表议案办理方案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２００８年国资经营预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０９年国资经营预算编制的情况汇报
六、书面通报２００９美兰湖中国城镇发展论坛活动情况
七、通报区政府党组学习实践活动有关情况

４月９日

第７４次

一、听取关于门弄牌整顿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科技工作和区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区科技小巨人工程实施办法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居（村）委会换届选举筹备工作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组织企业参加第１５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防控甲型Ｈ１Ｎ１流感工作的情况汇报

５月５日

第７５次

一、听取关于建立区大型居住社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和区动拆迁工作推进小组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强制拆除逸仙路同济路两侧违法户外广告设施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国（集）资、国（集）企改革发展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规范区级国有和集体企业领导人员管

理方式意见（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区级国有和集体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意见（试行）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政府金融服务项目招标工作的情况汇报

五、研究学习实践活动第二阶段工作安排

５月１２日

第７６次
一、听取关于建立快速拆除在建违法建筑及控违工作机制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信息化建设项目计划及在区级机关推进协同办公系统应用的情况汇报
５月１８日

第７７次
一、听取关于宝山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项目合作协议及项目公司合同、章程内容的情况汇报

５月２５日

第７８次

一、听取关于经济目标“双过半”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２００８年底集中开工５２个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８年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区防汛工作的情况汇报

６月２日

第７９次

一、听取关于推进劳动争议社会化调解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８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上海市“小金库”治理工作动员大会精神及宝山区贯彻意见的情况汇报

五、研究区政府党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检查报告

６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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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议 议　　题 召开时间

第８０次

一、听取关于开展质量兴区工作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山区加快推进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三、传达国家和上海市２００９年电力迎峰度夏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供销合作社烟草股权处置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援建向峨乡农贸市场的情况汇报
六、研究区政府党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检查报告

７月２日

第８１次

一、听取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调整区高中、大学阶段困难学生帮困助学政策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进一步完善区农村社会救助分类施保政策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
六、研究区政府上半年工作报告
七、听取关于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书面意见办理情况的汇报

７月２１日

第８２次

一、研究区政府党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整改落实方案
二、研究区政府党组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
三、听取关于区镇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推进“镇财区管”财政管理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

８月３日

第８３次
一、听取关于加强农村地区拆违控违工作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大场镇联西村葛家牌楼４４号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教育局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情况的汇报

８月１１日

第８４次

一、听取关于上海市旅游节宝山区活动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上海农场、川东农场、海丰农场教育卫生移交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区特困人员医疗救助帮困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市经信委与宝山区签订共同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框架协议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第二次全国Ｒ＆Ｄ资源清查工作计划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贯彻落实《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有关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关于顾村镇大陆村新屋生产队１０２号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大场镇西后街３７号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大场镇联西村葛家牌楼４４号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十、学习《关于全力化解动拆迁引发的信访突出矛盾的意见》

９月１日

第８５次

一、听取关于切实做好宝山区２００９年国庆节期间有关工作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宝交集团职工持股会股权处置工作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做好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沪太路、石太路、外环绿带经费的情况汇报

９月２８日

第８６次

一、听取关于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完善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奖励政策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度服务业引导资金支持项目及资金的情况汇报
四、传达市政府工作会议精神

１０月１５日

第８７次 一、听取关于承办第１４次全国钢城年会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会议精神及贯彻落实工作安排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３日

第８８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度政府投资计划调整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０６号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实施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区城管执法工作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关于编制２０１０年宝山区机关公务员招录计划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１２日

第８９次

一、听取关于《上海市宝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两规合一”及控详规划工作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开展公务员“携手企业谋发展主题实践活动”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上海市世博会救助管理工作会议精神及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五、听取关于区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我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
七、听取关于泰和路３８９弄６９号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八、听取关于泰和路３８９弄１０４号３０２室房屋强制拆迁案的情况汇报
九、听取关于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情况汇报

１１月１６日

第９０次

一、听取关于规划编制经费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政府实事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情况汇报
三、听取关于购买社区巴士车辆的情况汇报
四、听取关于部分机构、编制调整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开展评选２００９年度市重大工程立功竞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实施方案的情况汇报

１２月２日

第９１次

一、听取关于区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情况汇报
二、听取关于区２００９年预算执行和２０１０年预算草案编制情况的汇报
三、研究《政府工作报告》
四、传达市安全生产专题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情况

１２月２３日

第９２次

一、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政府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和２０１０年实事项目安排情况的汇报
二、听取关于大场镇场中村西后街７３号房屋强制拆迁案情况的汇报
三、听取关于大场镇丰收村毛家舍３号房屋强制拆迁案情况的汇报
四、听取关于区老年农民养老纳入农保统筹管理的情况汇报
五、听取关于宝山区做好２００９年上海市政府网站测评工作方案的情况汇报
六、听取关于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情况的汇报

１２月２８日

（韦秀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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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
■概况　年内，新农村建设坚持以科学
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稳定农业生产，加

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公共事

业，巩固农村基层基础。区委五届八次

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快统

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主要

指标，对新农村建设再次作出全面部署。

全年区财政投入“三农”资金达 ８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２３％。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１４９９３元，比上年增
长１０１％。

罗店张墅村新貌 罗店镇／提供

■提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３５８、６５０”
指标体系　（参见区委政策研究）

■实施农村村庄改造　年内，农村村庄
改造继续推进，在完成 ２００８年 ２２９７户
改造的基础上，完成 ２００９年 １８４４户农
村村庄改造项目建设，范围共涉及罗泾、

罗店、月浦、顾村镇的２１个村９９个自然
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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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展现出农村田园风光和

江南水乡风貌。

■实现农村公交“村村通”　年内通过
调整和新辟宝村２路、宝山１２路、１７路、
８４路、８５路等公交线路，填补罗店北部
地区和城市工业园区的公交出行空白，

在市郊率先实现公共交通“村村通”，农

民出行更加方便。

■提高农民保障水平　继续扩大公共财
政覆盖农村范围，改善农村民生，进一步

提高农民保障水平。（１）医疗保障。农
村合作医疗参保率保持 １００％，合作医
疗人均筹资水平达到９９０元。农村合作
医疗参保对象门急诊在村卫生室、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就诊

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 ８０％、
７０％、６０％和５０％，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最
高限额由５万元提高到６万元。（２）社
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达到

９９６％，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保障水平
进一步提高，全区农保平均月养老金由

３７３元提高到４２７９元，老年农民最低月
养老金标准由１８０元提高到２２０元；农
保区级统筹取得明显进展，实现农保缴

费标准、农保养老金增长、养老金计发办

法的“三统一”。落实新征用地人员社

会保障４１５５人，落实保障率１００％。

■扶持经济相对困难村　继续落实经济
相对困难村财政扶持政策，区、镇财政按

照９：１比例拨付扶持资金 ８２０３万元，
对全区２７个村级可支配收入低于 １００
万元的村，按农业人口规模分档次进行

补差扶持，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坚

持“造血”与“输血”并举，积极探索集体

经济相对困难村在工业园区建造标准厂

房出租反哺机制，增强经济相对困难村

发展后劲。区财政投入２０００万元，与罗
泾镇、７个贫困村、宝山工业园区共同出
资，在工业园区内建造２２万平米的标
准厂房出租，项目产出后，将带动７个村
的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

■实现农家书屋全覆盖　９月，区农家
书屋工程全面完成，提前实现全覆盖目

标。２００８年以来，区财政先后投入 ４３０
余万元，在符合建设条件的９２个行政村
设置农家书屋，为每个农家书屋配置

１５００册图书、１００种光碟和３０种报刊杂
志，６个书架和若干阅览桌。

■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继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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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本卫生服务网络，推进村卫生室

标准化建设。至年底，完成７８所标准化
村卫生室建设任务。经过标准化建设的

村卫生室面积大于１２０平方米，设置诊
疗室、药房（药柜）、健康教育室、康复

室、治疗室、注射室和信息管理室，在提

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兼顾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六位一体”综合服务。

１０月，河道保洁职工在进行河道绿化养护 摄影／尹晓信

■建立１０９个行政村门户网站　年内，
在市经信委、市农委的统一技术支持下，

区信息委积极推进行政村门户网站建

设，在全区１０９个行政村建立了互联网
门户网站。网站包括本村概况、本村动

态、村务公开、企业产品、企业风采、特色

农产品、农民合作社、农家乐、对外合作

等栏目，成为宝山区农村、农业的对外交

流展示窗口和村务公开的网络平台。

（戴　陶）

滨江带建设
■概况　宝山区滨江带一期开发包括４
公里长江岸线、６公里黄浦江岸线、２公
里?藻浜岸线，总规划面积２８５公顷，构
建“一港两带三区”的航运旅游服务区。

随着宝山滨江功能带的整体开发，２００９
年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及配套商务

区为主的现代邮轮经济核心区，以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滨江绿带为主的滨水

生态休闲旅游区，以长江河口科技馆为

主的科普教育基地，共同构筑了主题鲜

明、具有宝山特色、传承吴淞口文化的滨

江新景观，也成为打造“宝字头”品牌旅

游项目的重要组成。

■加快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项目建设　２
月１６日，由上海市交通港口局和宝山区
政府联合成立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设工

作推进协调小组及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

港建设技术顾问组，推进协调小组下设

专项工程建设指挥部，负责领导小组的

日常工作和项目的一线指挥及组织协调

等工作。６月１８日，相关工程正式施工
建设，截至年底完成引桥、码头及平台工

程的桩基施工；完成引桥及接线道路结

构，具备通车能力；位于联检平台部位的

水上客运大楼完成基础施工。

■推进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项目建
设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分为南、
北二块，南块总面积４１０００平方米，其中
绿化种植面积为２５０００平方米，广场及
土建小品 ８６７０平方米，河道面积 ６６００

平方米；北块总面积１５万平方米，其中
绿化种植面积１万平方米，道路、广场、
土建小品约 ８０００平方米，河道面积
２４４４６平方米。公园二期工程于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开工，至２００９年年底，南块已完成
施工，北块土方地形完成１００％，土建完
成５０％，绿化完成５０％；完成３米园路、
２米园路及厕所工程；完成６米主干道、
雨污水管道、给水消防工程、单体矿坑花

园（广场、山野茶餐厅、矿坑石屋等）。

■长江河口科技馆项目开工建设　５月
５日，长江河口科技馆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该项目位于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内，

分基建和布展装饰两个部分，总建筑面

积７７０７平方米，用地面积６０８４平方米，
建设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其中，地下面

积３４２９平方米，地上面积４２７８平方米。
内部共布置四个常设展厅和一个临时展

厅，共５０余个展项，同时建造一个可容
纳５０名左右观众的四维影院。至年底，
该项目主体结构封顶。

■吴淞客运中心客运楼项目建设　吴淞
客运中心客运楼项目于 ２００８年 ８月 ６
日开工，建筑总面积２２６３０平方米，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１７０３３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 ５５９７平方米，配置机动车位 １５７
个、非机动车位２０８个。地上建筑分为
办公楼和客运楼两部分，办公楼部分为

１０层，客运楼部分为４层。至２００９年年
底，该项目主体基本完工。

■吴淞豆制品厂地块前期开发　该地块

属黄浦江沿岸开发规划范围，总征收面

积６７９３５亩，共涉及吴淞豆制品厂、宝
隆汽修厂、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吴淞

站、援外物资供应站、宝山区炮台村、吴

淞口开发公司等６家用地主体单位。截
至年底，完成吴淞豆制品厂（１１４７亩）
收储及相邻的宝隆汽修厂（２９５５亩）补
偿方案评审；完成吴淞豆制品厂区域除

主体建筑外的拆除工程；基本完成宝隆

汽修厂前期谈判；基本形成上海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吴淞站、援外物资供应站（需

异地安置）动迁安置意向；基本形成宝山

区炮台村、吴淞口开发公司前期评估及

补偿方案。 （王　斌）

■滨江景观带方案设计　年内完成滨江
景观带方案设计。该项目位于宝山淞宝

地区，长江以西，滨江大道（规划）以东，

宝杨路以北，漠河路以南地块范围。工

程建筑主要包括“下沉根系空间”展示

建筑、“海天旭日”眺江建筑、林荫乐园

趣味建筑及服务管理建筑、“渔上之洲”

会所建筑、“掬水心灯”码头建筑；园林

小品构筑主要包括自然线“生机”构架、

军事连廊空中栈桥、过滤花园景观廊、

滨江景观廊、行知纪念廊等；道路铺装

根据景观并结合功能进行确定，绿化种

植设计体现滨江景观特色。项目总用

地面积约 １３６７９０平方米，其中一期占
地面积约 ７８１００平方米（包括滨江绿
洲、宝杨行知绿地两块绿地），二期占地

面积约５８６９０平方米（包括护城河绿地
水袖迎宾绿地、小沙背绿地、临港滨江

绿地四块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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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浦路滨河景观带建设　该项目位于
同济路以西、淞浦路以南、?藻浜以北、

泗东滨河景观带以东，占地面积５５５７平
方米，总投资 ３４０万元，于 ２００９年 ３月
开工，１０月竣工。项目设计着眼于尊重
拥有悠久历史的原棉纺八厂工业历史，

挖掘其历史价值，并利用纱布的生产过

程及产品作为设计的素材，成为与众不

同的构思亮点。以纱布的生产过程，即

由线到织布过程中的经纬交错，再到最

后“布”的形成这一系列的生产过程作

为设计的构思的主线，由此形成若干“场

景”，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段动态讲述凇

浦路上棉纺八厂的“故事”。；把“布”的

生产过程中“跳线”以及生产设备零件

如“梭”、“纱碇”等众多要素提炼转化成

为景观的语言，以小品铺装等形式为载

体表现出来，并把生产的产品“纱带”作

为整个景观带的线索，贯穿整个景观带。

（袁　瑶）

监察与纠风
■概况　年内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
作，发挥行政监察职能作用，深化源头治

腐，开展政风行风建设，推进政务公开。

加强行政监察工作，成立区落实中央扩

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投资项目监督

检查领导小组。会同区发改委、财政局、

审计局、建交委、检察院等部门重点围绕

执行程序、资金使用、责任落实、工程质

量、干部廉洁五个环节，对 ９个涉及民
生、基础设施建设的区政府投资重点项

目进行监督检查，共反馈２０条检查意见
和建议。协同区财政局、民政局、农委、

国资委等职能部门加强对支农惠农强农

政策执行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进

一步规范工业用地招拍挂工作，督促有

关部门切实落实中央和市有关土地调控

政策。督促有关镇消除８宗新增违法用
地。积极参与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环境
专项整治工作，加强对各项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工作人员廉洁自律等的监督检

查。开展对外来人口抄告制度执行情况

的重点监察，会同区综治办、人口办以走

访、召开座谈会、查阅台账资料等方式加

强监督检查，提出意见和建议３０条。配
合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制定出台有关纪

律规定，明确６个方面的纪律要求。会
同区规土局加强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和

监督检查，对３８７个建设项目进行专项
检查。按照中央、市部署，成立宝山区工

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

组，梳理出８个方面４０项任务，明确１８

家责任单位，全面启动宝山区工程建设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开展源头治腐　与区发改委联合开发
建设“宝山区建设工程网上行政审批系

统”，以电子监察为抓手，构建集受理、协

同办理、反馈、绩效评估、监控于一体的

行政审批服务与协同处理平台，４月 １
日投入试运行。加快推进财政管理体制

改革，对杨行等５个镇的村级会计委托
代理阶段工作、大场等５个镇的８个村
第二批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试点工

作进行考核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深

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对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大额度资金支出等的监督，会同区

检察院、建交委形成推进创“双优”工作

合力。在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投标、经

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制度的

同时，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配合区财

政局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的组织领导机

制、内部管理机制、专家评审机制和监督

管理机制，实行“采管分离”，制定《关于

推进街镇政府采购工作的实施意见》，全

年共节约政府采购资金５３４１万元，资金
节约率６５９％。

■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　年内，全
区２８家政府部门、１４家行业开展政风
行风测评，对区安监局等７个部门和行
业进行重点评，共召开座谈会５０个，走
访、访谈对象近７００人次，发出调查信函
１２０份。对全区２６个与群众和企业办事
关系密切的政府部门，开展第四轮“万人

百企评机关”活动，推动政府部门与行业

加强政风行风建设。以“提高行政效能，

建设服务政府”为主题牵头召开系列政

府部门与群众、企业代表恳谈会，对６５
条意见建议进行转办、督办，回复率达

１００％。深化“百姓连线”节目，推动政
府部门以“百姓连线”为载体抓作风、抓

队伍、抓服务，全年共播出５３期，对群众
反映的 １５４条意见建议的回复率为
１００％。开展专项治理各项工作，组织协
调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

查、药品和医疗服务收费专项检查，对存

在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开展清理规范

党委、人大、政协和法院、检察院系统评

比达标表彰活动，共清理“区县设立的项

目”６８项，涉及经费总额 １２１６１万元。
制定《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政务公开工作目标
要素表》，明确组织制度建设、形式载体

建设、重要情况公开、审批办事公开等要

求，推进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卢雅琴）

法制建设
■概况　政府法制工作按照国务院《全
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简称《纲

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

行政工作的决定》的要求，推进依法行

政，创造良好法制环境，完成贯彻落实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情况的

总结检查工作，开展依法行政工作情况

调研，总结２００４年以来宝山区依法行政
情况。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开展行政执

法情况检查，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

力和水平，改进城市管理、改善市民生活

环境、提高市民生活质量。更新区政府

行政执法事项，清理区政府２００４年以来
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区政府全年收

到行政复议案件５０件，作为被申请人答
复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１件，因２００７年
不予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申诉向市政府

作出书面说明１件，作为被告应诉行政
诉讼案件１件。开展《行政复议法》施行
十周年纪念活动，接受区人大对区政府

行政复议工作检查，完善行政复议工作

硬件设备和文书示范文本制作。区政府

审查房屋强制拆迁案件２０件，对１４户
下发《强制执行通知书》；审查违法建筑

强制拆除案件１０件，对９件下发批复和
拆违通告，本年度执行完毕５件。区政
府法制办完成组织新上岗行政执法人员

法制培训和考试工作，区建设交通委等

１０余家单位试点启用上海市行政执法
人员管理系统。

■总结检查贯彻落实国务院《纲要》情
况　１月，区政府法制办按照上级要求，
从深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规范行政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备案工作、推行行

政执法责任制、开展城市管理领域相对

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进一步加强行政

执法监督协调工作等五个方面进行自查

和分析，并对宝山区普遍存在的法制机

构不健全、专职法制工作人员普遍较少、

思想认识还不能适应推进依法行政的总

体要求等三个方面的问题提出相应建

议。形成的总结检查书面报告《关于贯

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情况的自查报告》按要求上报市政府法

制办。

■开展依法行政工作情况调研　根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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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

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

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的实施

意见》，区政府法制办通过召开专题会

议，听取区内部分街镇、行政机关分管领

导的意见，并组织部分基层群众组织和

二、三级执法单位进行讨论研究，提出宝

山加强依法行政工作的具体措施。下半

年采用自查和走访的方式，对全区各单

位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基本情况进行摸

底调查。区政府法制办还从行政规范性

文件制定、审查备案、行政执法监督、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等方面，总结 ２００４年至 ２００９年区政府
依法行政的情况，并形成《宝山区依法行

政状况简述（２００４－２００９）》上报市政府
法制办，为全市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的

撰写提供材料。３月至 ５月，区政府法
制办结合机构改革情况，向区属各街镇

和区政府各委办局发出政府法制工作机

构调查函，并在收到各单位反馈的机构

基本情况后，赴部分单位进行调研，听取

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意见，掌握各单位

的政府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情况，为

加强对全区政府法制工作的指导奠定

基础。

９月２４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施行１０周年座谈会召开 区法制办／提供

■开展“迎世博”行政执法检查　９月至
１２月，区政府法制办组织全区各单位开
展对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执行情况

的检查工作，并邀请区人大、政协部分代

表、委员对区建设交通委、食药监分局、

公安分局等重点单位，以座谈、查阅案卷

等方式进行实地检查，促进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的贯彻实施，改进城市管理，为

迎接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创造良好的法
制环境。

■区政府行政执法事项更新　年中向市
政府法制办上报区政府调整部分行政执

法事项和依据的报告，新增行政执法事

项８项、取消行政执法事项２项、新增行
政执法依据３件、取消行政执法依据 ３
件。市政府法制办以《关于印发〈上海

市市级执法单位和区县人民政府行政执

法依据（调整之三）〉的通知》确认区政

府行政执法事项的更新和调整。

■区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　年内开
展对《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

案规定》实施以来区政府制定的行政规

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经书面征求有关

单位意见，对清理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进行分类，制定继续有效（３５件）、废止
和失效（３３件）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经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向社会公布。

同时部署全区各单位清理行政规范性文

件工作，要求各单位及时清理本单位制

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并按要求报备和

公告本单位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

容和目录。

■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年内，区政府法
制办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５０件，经说服
化解或因材料不符合规定经补正转而放

弃复议的１０件；不予受理３件；驳回行
政复议申请２件；经调解后申请人撤回
申请而终止审理４件；审理后维持具体
行政行为的２９件，尚未审结的２件。会
同区政府办公室代理区政府作为被申请

人答复市政府行政复议案件１件（市政
府维持区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按

市政府法制办要求对２００７年不予受理
的行政复议案件申诉作出说明１件，市
政府认为区政府决定不予受理的理由

并无不当。区政府作为被告应诉的行

政诉讼案１件，案由系原告因宅基地证
发放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由于本案涉

及民事诉讼，按照先民事后行政的审理

原则，行政诉讼案中止审理，待民事诉

讼案件审理结束后再行恢复行政诉讼

审理。

■纪念《行政复议法》施行十周年活动
　２００９年是《行政复议法》施行十周年，
区政府法制办于９月２４日在宝山文化
馆广场组织举行现场宣传活动，接受群

众咨询，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发放《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世博会市

民法律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当日，组

织召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

议法》施行十周年座谈会”，邀请区人

大、政协、区法院、区法宣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部分领导和区政府具有行政复议

职能的９家单位代表参加座谈会。会
上，区政府法制办通报２００６年以来区政
府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区法院行政庭通

报２００８年以来宝山区行政审判情况，与
会代表分别就区政府和本单位的行政复

议工作谈了感想与建议。同时，区政府

法制办制定了《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示范

文本》并印发各单位。

■开展行政复议工作专题调研　上半
年，区人大内司工委对宝山区行政复议

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听取区政府法

制办近三年的行政复议工作的情况汇

报，并对２００８年办结的行政复议案卷进
行评审。参加调研的区人大常委会领

导、区人大内司工委领导和委员，认为区

政府法制办公室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

况下，较好开展行政复议工作，取得明显

成绩，同时也对下一步如何做好行政复

议工作提出了意见。

■房屋强制拆迁和违法建筑强制拆除
　年内，区房管局上报区政府房屋拆迁
实施强制执行申请的案件共计２０件，经
法律审查，并指导相关部门和单位做被

拆迁人的思想工作，使被拆迁人与拆迁

人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５件，
区政府决定实施强迁的１４件，另有１件
仍在审查中。实施强迁的１４件中，已强
迁７件，强迁工作组织严密，程序规范，

９６

法制建设



处置适当，依法进行。另有４件被拆迁
人在收到“强制执行通知书”后与拆迁

人达成协议，３件尚在细化实施强迁方
案和措施。区政府法制办全年收到区政

府工作部门上报区政府实施违法建筑强

制拆除的申请１０件，其中区房管局申请
的５件，区规土局申请的５件。经审理，
下发《关于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通告》

和《批复》９件，１件因程序问题退回区
规土局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有５件
年内执行完毕。为加大宝山城市化地区

及农村地区拆违控违工作力度，区政府

法制办参与《关于快速查处城市化地区

在建违法建筑的实施意见》、《关于本区

加强农村地区拆违控违工作的实施意

见》２个文件的讨论修改工作，并与区拆
违办共同制订《乡村庄规划区拆除违法

建筑法律文书统一样式》指导了各镇政

府依法拆违工作的开展。

■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培训及证件管理
　区政府法制办于４月１６日下发《关于
规范本区〈上海市行政执法证〉办理、换

发程序的通知》，对办（换）证对象、提交

材料、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科目等作了规

定。同时，按照市政府法制办工作部署，

宝山区被列为行政执法人员信息管理系

统运行试点区，行政执法人员均纳入此

系统进行管理，其中区建设交通委等１０
余家行政执法单位已试点启用该系统。

按照市政府法制办《关于本市行政执法

人员基础法律知识培训考试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要求，１１月底，区政府法制办
组织第一轮１０５名行政执法人员上岗前
的基本法培训，培训合格的人员均可通

过行政执法人员管理系统申领《上海市

行政执法证》。 （张洁蓉）

信访
■概况　２００９年，按照区委、区政府提
出的“不发生去京集访，去京非访同比下

降２０％，重要信访事项解决率达 ７０％，
初次重要信访事项办结率达 １００％”的
信访工作目标，通过畅通信访渠道，夯实

基层基础，突出事要解决等举措，进一步

规范信访工作，创新工作机制，积极化

解、妥善处置各类人民内部矛盾。完成

重要节点稳控劝返工作，未发生造成重

大影响的事件，全年共组织７次进京劝
返，劝返上访人员１０人次；组织市内疏
访３０余次，疏导上访人员 ８０多人次。
全年信访呈现如下特点：一是从信访数

据看：（１）信访总量有所上升，信访结构

日趋合理。信访电邮总量为 １６３９５件
（从２００９年开始统一将市下转来访、来
电统 计 在 内，以 下 同），比 上 年 增

２１９％。其中：来访 ４８２８批，比上年减
２６％；来信３７５３件，比上年减８８％；来
电１３６０件，比上年减 ２２％；电子邮件
６４５４件，比上年增１１６４％（其中区政府
门户网站受理数比上年增 １６２１％）。
（２）去京、到市信访量有所增加。全年
去京上访１３５人次，其中非正常上访２４
人次，分别增６８８％和５０％；到市集访
８０批，到市委机关非正常上访２５１人次，
分别增１８５７％和６６２％。（３）到区集
访量略有上升。全年到区集访１９３批，
增６％。二是从全年重要节点稳控劝返
工作看：建国６０周年庆典及中共十七届
四中全会期间未发生进京集访和非正常

上访，正常上访 ２人次，并列全市第 ２
位。三是从市信访办抽查情况看：市信

访办全年对宝山区的抽查结果表明，群

众初次来信和网上信访的受理告知率、

处理结果告知率、工作态度满意率、处理

结果满意率四项指标综合得分列全市第

一；来电工作综合得分列全市第一。四

是从重信重访专项治理工作完成情况

看：全年市下发重信重访案件１１８件，化
解９３件，化解率７８８％，列全市第四；区
自排 ９４件，化解 ７１件，化解率为
７５５％。五是将人民调解引入信访接待
机制：有效整合司法与信访工作资源，将

人民调解引入信访接待机制，通过一年

的运行，取得的成功经验分别在《人民信

访》和《上海信访》杂志上予以刊登并

推广。

■信访热点问题　年内信访热点相对集
中。群众集体上访反映比较集中的问

题：（１）因农村土地使用补偿及集体资
产处置引发的矛盾。一些市政道路红线

外绿地占用农村土地，引发当地农民要

求绿化带用地“使改征”，解决村民的镇

保问题。一些已撤制村队的原村民以资

产评估不实、程序不公开为由引发集访；

（２）要求改善居住环境，加快旧区改造
和农村危房动迁问题。一些旧小区要求

成套改造或搬迁，顾村、月浦、罗店、罗泾

等居住在高压线电力走廊控制范围内的

３２３户农村住宅要求搬迁，以及一些村
民反映动迁政策前后不一、补偿标准偏

低的矛盾较为突出；（３）对市政重大建
设项目或住宅建设中影响周边住房质量

引发的问题。轨道交通 ７号线沿线大
场、罗店、顾村三镇约１５００户居（村）民

住房质量受损，商品房质量，商务楼施工

影响等问题；（４）因企业欠薪、欠保及职
工安置引发的矛盾。主要是企业劳资纠

纷，以及一些企业年终欠薪、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５）因租赁合同、经济纠纷引
发的各类纠纷矛盾。北上海商业广场、

牡丹江路华贸市场、殷高西路长江国际

商业购物中心商铺业主引发的租赁纠

纷、步云区域整治区莲花舞厅、淞青药房

等经济补偿纠纷等。

■重信重访专项治理　７月 ２３日，区
委、区政府召开全区重信重访专项治理

工作动员会，推进重信重访专项治理工

作。通过召开现场会、推进会，采用领

导包案、专题分析、复查复核等措施，调

处和化解一批重信重访矛盾。中联办、

市联席办下发的１１８件重信重访案件，
化解９３件，化解率为７８８％；区内自行
排 查 ９４件，化 解 ７１件，化 解 率
为７５５％。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根据中联办
关于２００９年作为“信访积案化解年”的
工作要求，年初制定《宝山区关于把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实施意见》，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及时发现

矛盾倾向和信访苗子。坚持每月一次常

规排查，各单位、各部门在重要节点时期

实行每日滚动排查，以区、街镇、村（居）

委、楼（组）四级联动为抓手，以各村

（居）委“六位一体工作室”（信访、警务、

治保、调解、社保、外口管理）为载体，全

面排查，及时化解一大批信访矛盾纠纷。

全年共排查不稳定因素１２次、１０２件，化
解或缓解６０余件。累计排查信访突出
问题和群体性事件２２９件。区信访办共
参与、召开各类协调会等１８０余次，化解
各类突出矛盾１６５件，全区信访突出问
题和群体性事件处于可控状态。

■推行领导接访下访包案工作　针对当
前信访突出矛盾，８月，完善《宝山区关
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工作实

施意见》，推进两级领导下访和包案工

作。通过转变工作作风，强化领导干部

责任意识、群众意识，深入基层，关注民

生，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８月，制定《宝山区领导
下访和包案工作方案》。区领导重点包

案５６件疑难信访问题，各基层单位对所
有本单位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及

重信重访件实行领导包案，加快推进矛

０７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书书书

盾纠纷化解的力度。１５名区领导年内
下访接待１５批２８人次，当场化解３件，
其余均提出相关化解方案。区领导包案

５６件疑难信访矛盾，化解５０件、办结６
件。基层领导包案２２９件信访突出问题
和群体性事件，化解１５０件。

■召开全区信访工作会议　３月１０日，
全区信访工作会议召开，邀请全国道德

模范、优秀公务员、信访干部张云泉作专

题报告，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宣读《关于表

彰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信访工作专项先进
的决定》，副区长钟杰作工作报告，区委

书记吕民元、市信访办副主任许仁绿讲

话，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持会议。

会议下发了《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信访工作要
点》和《宝山区领导干部信访工作“一岗

双责”工作规范》等“１＋４”文件，指导全
年信访工作。 （高　飞）

１２月，宝山区开展公务员公文写作技能竞赛活动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人事人才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公务员管理工作围
绕“建设宝山现代化滨江新区”这一工

作目标，坚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统

筹兼顾的工作思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公务员队伍管理，推进大部制改革。

（１）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围绕
区域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

境。年内共办理人才引进１５人，人才居
住证６４１２人，居住证转户籍１人。办理
夫妻分居解困３２人。引进投资类企业
家２４人，在区域内的累计投资金额达
２５亿元，吸纳就业岗位 １１５３个。（２）
以“能力”和“活力”为公务员队伍建设

的抓手，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全年共

组织１１０００余人次公务员各类培训。加
强公务员招录、竞岗、交流和考核工作，

完善新录用公务员基层锻炼制度和公务

员考核制度，从“进”、“管”、“出”等环节

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与管理。（３）以规
范高效为目标，加强事业单位管理。推

行聘用合同制，逐步实现由身份管理向

岗位管理的转变。加强事业单位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贯彻落实事业单位绩效工

资制度。

■公务员招录和基层锻炼　年内，根据
《公务员法》和上海市公务员招录工作

的要求，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

则，完成５３名新录用公务员招录工作，
其中硕士研究生学历２７名，本科学历２６
名；应届生２４名，社会人员２９名。９月

７日至１８日，组织新录用公务员在海军
东海舰队训练基地一大队进行入区培

训，通过专题授课、队列训练、交流研讨

等多种形式，培养新进公务员严谨守纪

的工作作风和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加

深对宝山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制定《宝

山区２００９年度新录用公务员基层实习
锻炼办法》，组织无基层工作经验新录用

公务员参加基层实习锻炼。区法院、检

察院的新录用公务员由区法院、检察院

自行组织实施。对于无基层工作经历或

工作经历不满两年的 ５名新录用公务
员，由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统一组

织，安排在世博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下属的房屋拆迁管理事务中心以及

基层单位从事信访接待、社区服务等基

层一线工作。对于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

经历的２０名新录用公务员，由录用单位
安排在本部门的基层单位或窗口岗位，

主要从事信访接待、社区和窗口服务、执

法检查等工作。锻炼时间从９月开始，
至第二年６月结束，共１０个月。

■开展公务员培训　年内以提高公务员
能力素质为核心，开展公务员培训工作。

（１）开展“全员学本领，岗位大练兵”培
训活动。根据五年培训规划，重点开展

以“公文写作与处理”为主题的练兵培

训。６月，召开全区公务员岗位大练兵
动员会。７月～１０月，联合区委党校、区
行政管理学院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活

动，并专门在业务网站和门户网站开辟

网上课堂。８月，举办公文写作骨干培
训班，全区各单位选派的１０９名写作骨
干参加培训。１１月，组织全区公务员网

上测试，全区共有１２０３名公务员参加网
上考试，参考合格率达１００％。１２月，举
办公文写作技能竞赛，其中区委宣传部、

档案局、友谊路街道、杨行镇、庙行镇、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获公文选送质量

评比一二三等奖，吕达、刘德龙、沙鹏程

等９人分获公文写作技能竞赛一二三等
奖。（２）科级领导干部双休日培训。按
照《科级干部双月讲座管理办法（试

行）》，全年举办科级干部报告会６次，近
３０００人次参加培训。同时，与区委组织
部、区行政管理学院联合办班，对近三年

来各委办局新提任的４８名科级领导干
部开展主题为“怎样当好科长”的集中

培训，通过业务授课、新老科长交流、先

进单位考察等方式，帮助学员学习领导

艺术，提高履职水平和能力。

■公务员选拔任用与交流　指导全区
１０多家机关单位开展科级领导干部竞
争上岗工作，有４８名公务员走上科级领
导岗位。遵循以人为本、人尽其才的理

念，加强公务员流动管理，全年办理人员

调任８名，转任１４６名；做好公务员公开
选调交流工作，共推出１２个岗位参加全
市公务员公开选调交流。

■开展区级机构改革　２月１６日，召开
区级机构改革动员会，此次改革是在中

央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开展的，改革的

目的是推进政府转变职能，理顺权责关

系，优化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完善

行政运行机制，提高行政效能。根据《中

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本市区县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的通

１７

人事人才



知》（沪委［２００９］８号）和《关于区政府
机构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一是组

建经济委员会。将原经济委员会的工业

管理和生产性服务管理等有关职责、原

信息化委员会的职责，整合划入新组建

的经济委员会，挂信息化委员会牌子。

不再保留原经济委员会、信息化委员会。

二是组建商务委员会。将原经济委员会

的商业管理、旅游管理等部分职责和原

对外经济委员会的职责，整合后划入新

组建的商务委员会，挂旅游局、粮食局牌

子。不再保留原对外经济委员会。三是

组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原人事

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办公室

的职责，整合划入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挂公务员局、医疗保险办公

室牌子。不再保留原人事局、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四是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与组织部合署，列入区委序列。五是组

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将原规划管理局

的职责和房屋土地管理局承担的土地管

理职责，整合划入新组建的规划和土地

管理局。不再保留原规划管理局。六是

组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将原房屋

土地管理局的有关房屋管理职责，划入新

组建的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不再保

留原房屋土地管理局。七是组建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将原市容管理局的职责、绿

化局的职责和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的行政

管理职责，整合划入新组建的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牌子。将

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改由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管理。不再保

留原市容管理局、绿化局。八是原监察委

员会更名为监察局；原国有（集体）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更名为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挂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牌

子；原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更名为文化广

播影视管理局。九是合作交流办公室

（招商局）原在区政府办公室增挂牌子，

改为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同时，将原招

商局的招商和企业服务职责划入发改委，

组建企业服务中心，不再保留招商局牌

子。将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和机关

事务管理局的有关对外接待职能整合划

入合作交流办公室，挂区委区政府接待办

公室牌子。机关事务管理局原由区政府

办公室归口管理，改为与区政府办公室合

署。十是原人口综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

室更名为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由原设在地区工作办公室改为设

在区公安分局。十一是档案局由列入区

政府序列，改为列入区委序列。改革后，

区政府设置由原来的３０个工作部门变为
２７个工作部门，精简 ３个，精简率为
１０％。改革工作于３月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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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干部２３名，其中副师职１名，正团职８
名，副团职２名，营及营以下和专业技术
干部１２名。

■开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年度考核
　年内制定并下发《宝山区２００９年度科
及科以下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考核实

施意见》，指导并推进公务员年度考核工

作。全区６７个机关的１５０６名公务员参
加年度考核，考核优秀２７２人，给予行政
奖励２７２人，占参考人数的１８０６％。其
中给予嘉奖２４８人，记三等功２４人。全
区事业单位共有 １８２６０人参加年度考
核，考核优秀１８７３人，占１０２６％，其中
给予记功１７８３人，记大功９０人。９家参
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１４１人参加年度
考核，考核优秀２０人，给予嘉奖２０人。

■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　根据上
海市政府《关于本市义务教育学校实施

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印发〈上

海市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若干具

体问题的处理办法〉的通知》精神，在全

区开展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工作。绩

效工资分基础性和奖励性两部分。义务

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坚持“按劳分配、优绩

优酬，公开、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原

则，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实施，全区１０３
所义务教育学校６３０７人列入义务教育
学校绩效工资实施范围。

■开展人才开发政策体系调研　４月，区
公务员局组建“宝山区紧缺人才开发政

策体系”课题小组。５月～１０月，开展调
研和问卷调查。在专门走访上海市６个
区县人才服务中心、召开部、市属重点企

业、区域重点产业企业、区各委办局等４
个专题调研交流座谈会的基础上，对宝山

区支柱产业、重点行业紧缺人才需求进行

预测，拟定与之相适应的紧缺人才开发战

略规划，形成《宝山人才开发导向目录》

和《宝山紧缺人才开发政策体系研究》课

题报告，该报告共计１０万余字。

■事业单位人员招聘与管理　年内，优
化《宝山区事业单位招聘面试暂行办

法》，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共组

织６０家事业单位为１０１个岗位招聘１１３
名工作人员，组织７个镇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９１名。同时完成镇级机构改
革后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户和人事关

系转移手续；完成９２０名农村专业技术
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工作。按照《事业

单位聘用合同登记》规定，做好事业单位

聘用登记工作，共为４８５家事业单位办
理聘用合同登记１４６８份。

■开展人才服务活动　从５月起，每月
赴区域内主要经济开发区开展“迎世博、

重实践、促发展———人事人才服务咨询

日”活动，年内共开展服务活动８次。从
６月起，启动“网络招才免费服务年”活
动，年内共吸引１０７家单位开展网上委
托招聘，推出２８０个专业岗位，新增各类
人才登记１１６２人。

■体检疗休养与退休人员管理　全年组
织在职和退休人员３０００余人赴杭州等
基地体检疗休养。共分６批组织２０６名
２００８年考核优秀公务员赴四川和湖南
疗休养。落实退休人员两项待遇（政治

待遇和生活待遇），开展“六个老有”活

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

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９月３日，
邀请上海百老英模团老军人为全区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作形势报告。１０月
１６日重阳节前夕，组织全区５２０余名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参加庆祝建国 ６０
周年暨敬老节《我们的歌》话剧演出活

动。实施开办２期２４８人参加的退前人
员学习班，完成２４１０名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健康体检工作和３２５张７０岁以
上老人优待证发放工作。

■“三支一扶”工作　年内继续开展“三
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

作。７月，组织２７名“三支一扶”大学生
参加２００９年上海市选聘高校毕业生到
村任职，并进行为期一天的入区培训。

同时，加大对２００７、２００８级支扶学生的
培养、使用、管理和服务工作力度，为期

满学生提供就业推荐服务，共为６２名三
支一扶大学生成功推荐就业。至年底，

宝山区有５２名在岗“三支一扶”大学生。
（彭菊生）

社区建设和管理
■概况　年内，根据区委、区政府强化基
层基础、加强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和谐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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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上海市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关于加强

社区建设的有关要求，以居委会换届选

举为契机，优化社区干部队伍，夯实基层

政权；以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设为

抓手，强化社区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

率；以开展街道居委会减负试点工作和

“一村一居一大学生工程”为载体，探

索、完善社区工作机制，形成宝山区社区

工作新亮点。

■完成居委会换届选举　２００９年是居
委会换届年。区地区办早作准备，早作

谋划，明确分管领导，明确工作职责，明

确工作安排，坚持不间断地深入基层走

访、座谈，直接听取街镇、居委会情况介

绍，了解居民群众意见，掌握第一手材

料。同时，突出指导协调部门作用，分别

组织召开街、镇（社区办）例会，专题研

讨、交流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８月，全
区２９２个居委会中，有３１个居委会因新
成立等原因不参加选举或暂缓选举，２６１
个居委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有２１４个
居委会采用直接选举方式，直选比例达

到８２％，比上届４２％的直选比例有大幅
度提升，平均参选率为 ９３４％；４７个居
委会采用居民代表选举方式，平均参选

率为９０２％。本次选举，共选出居委会
成员１３５４名，其中主任 ２５１名，副主任
１００名，委员１００３名。新选出的居委会
成员坐班比例为６２２％，比上一届提高
５％；居委会成员平均年龄４７８岁，和上
届相比下降近２岁；具有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 ４４３名（占 ３２７％），比上届提高
９８％。一大批年纪轻、文化层次高、办
事能力强、乐于奉献的人员当选新一届

居委会成员，优化了班子成员结构，增强

了居委会带领群众开展民主自治工作的

能力。

■推进居委会电子台账工作　２００８年
年底，友谊路街道居委会电子台账工作

被市民政局列为本市居委会减负的试点

工作。区地区办在协助推进中，主动深

入基层，及时跟踪指导，帮助其提炼总

结，形成工作经验。并于 ２００９年 ８月，
在友谊路街道组织召开电子台账专题工

作会议，友谊路街道通过具体演示，介绍

居委会电子台账在减轻居委会工作负担

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目前，区地区办已

协调相关部门在张庙、吴淞两个街道落

实工作经费，完成软件采购和人员培训，

推进居委会电子台账这一居委会减负措

施在街道的全面实行。

■开展“一村一居一大学生工程”调研
　区地区办年内对全区居委会大学生
（２５岁以下，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人
员结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分别逐一召

开１２个街、镇的居委会大学生座谈会，
通过对 １１７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座
谈，对居委会大学生在社区实习、见习期

间的思想动态、基本要求进行了解，形成

《关于我区“一村一居一大学生工程”居

委会大学生的调研报告》，提出总结经

验，规范大学生的实习、见习；政策激励，

引导大学生乐于到基层锻炼；合理薪酬，

让社区成为大学生就业的新天地等

建议。

■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设　年
内，与区民政局一起编制了《情系千万

家———宝山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

设巡礼》，在３月的区民政工作会议上下
发各街镇，对街镇受理中心建设作了总

结和宣传；在宝山政府门户网站及时更

新各街镇受理中心的服务信息，既为居

民群众提供方便，又主动接受居民群众

监督。至年底，新建的罗店镇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装修完毕，正式启用；新建

的杨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完成基

本功能设置，内部装修加紧实施。

（周文群）

外事
■概况　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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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贯彻落实实施

意见，严格审核审批，梳理近三年出国

（境）情况，开展自查，迎接市联合检查

组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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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共受理出国（境）含赴台请示

件１１３批３８３人次，取消８批３０人次，实
际出访团组 １０５批 ３５３人次。其中：自
组团组受理３５批２２３人次（取消１批１９
人次），赴台１３批４９人次，双跨团组５７
批８１人次。

■出国（境）管理　拟定《宝山区关于进
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实施意

见》，规范全区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

管理工作，提出出国计划报批、量化管

理、归口审批和审批原则，明确培训团

组、证件管理、经费管理、外事纪律等方

面规定。严格审批报批程序，控制团组

总量和组团规模，对原申报不符合团组

规模要求的调整到规定要求标准，对无

具体签约任务的一般出访团组进行筛

选，对出访时间过长的按规定作缩短调

整，对出访日程安排及邀请函进行严格

审查把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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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境）管理检查　上半年，区外事
办严格控制出国（境）管理，做好梳理自

查，清理护照和整理档案，完成统计、分

析、汇总和核实工作。８月，由市纪委、
市外办、市财政局及兄弟区县组成的联

合检查组就宝山三年来的出国（境）工

作及遏止公费出国旅游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对宝山区按照要求制定措施、逐步规

范、严格控制出国（境）给予肯定。

■主要团组出访情况　年内重要外事出
访有：１０月，区委吕民元书记应瑞典西
格图纳市政府、意大利歌诗达邮轮公司、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港务局邀请率团赴上

述三国访问考察；１０月，区人大主任沈
秋余率团赴美国八方视界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洽谈并应邀赴加拿大本纳比市议会

访问；９月，区长斯福民率团赴日本发那
科株式会社、印尼三林（集团）公司、香

港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经贸洽谈，１２月
率团赴新加波 ＷＯＲＩＤＢＩＺＺ公司项目洽
谈；１１月，区政协主席康大华率团赴日
本神户港务局考察并对韩国首尔特别市

衿川区进行友好访问。区委组织部、区

纪委组团分赴英国和德国进行为期 ２１
天的培训。

■外事接待　下半年，由日本驻沪领事
牵线搭桥，日本神户市政府驻沪办事处

负责人、神户市港务局副局长到宝山区

与相关区领导及部门领导进行会晤，实

地考察邮轮港码头，对有关港口业务进

行深入沟通并交换意见。９月，在市外
办的引荐下，香港经贸合作驻沪办事处

主任一行３人到宝山区拜会区长斯福民
并实地参观在建邮轮港项目，达成进一

步加强两地合作与交流的共识。

■友好城市交流合作　１１月，由政协主
席康大华率团代表宝山区出访友好城区

韩国矜川区政府，拜会韩仁株区厅长，着

重介绍宝山区邮轮港、顾村公园等在建

项目，并实地参观新落成的区办公厅，邀

请区长世博期间来沪参观访问。９月，
由区委副书记陆学明率团赴澳大利亚摩

纳什市政厅时与该市市长进行交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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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提出世博会期间将来访上海宝山，并

希望能在进一步沟通交流基础上结为友

好城市。支持和指导罗店镇与瑞典西格

图纳市、月浦镇与比利时维因根镇的友

好交流关系，年内分别派出团队开展两

地友好往来。 （王　浩）

侨务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侨务工作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紧扣宝山区委、区政府的中

心工作，结合侨务工作特点，积极开拓

新华人华侨及维权护侨工作，深入调查

研究，总结工作经验与成果，为建设现

代化滨江新区作出应有贡献。年内在

全区开展为老归侨提供社区保健医疗

服务活动，各镇、街道与当地卫生部门

密切合作，确定社区保健医生，定期为

老归侨提供基本保健、卫生防病、疾病

筛选、慢性病监测与防治、心理咨询与

疏导等保健医疗服务等。全年共接待

来访６０余人次，处理来信 １０余件，慰
问侨界重点人士２０余人以及困难人士
５０余人。

■举办“走进学校”系列讲演活动　２月
２０日，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与行知中学
联合举办“走进学校”系列讲演活动暨

开讲仪式。“走进学校”系列讲演活动

年内共举办５次，目的是利用宝山留学
人员联合会的人才、信息优势，通过留学

人员与行知中学师生的互动交流，扩大

师生视野，让学生分享留学人员求学、创

业道路的人生感悟，树立求学报国的远

大理想。

■组织“侨法宣传月”活动　３月，宝山
开展“和谐、发展”———２００９年侨法宣传
月活动。各镇、街道在活动中设立侨法

宣传角，组织侨界医疗队，举办侨法知识

讲座等。“侨法宣传月”活动中，全区共

举办侨法讲座、咨询１５次，在“侨界志愿
者服务日”现场接待咨询１万人次，发放
宣传资料５０００多份。

■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开展调研活动
　宝山留学人员联合会于３月２８日在
罗泾镇洋桥村举行“新农村建设调研活

动”启动仪式，并与上海财经大学联合进

行，于下半年形成相关调研报告，供有关

部门决策参考

■举办“逆势而上、携手发展”主题沙龙
活动　５月７日，宝山海联会在幸福湾

风雅会所举办“逆势而上、携手发展”经

济论坛暨主题沙龙活动，并邀请有关专

家作主旨演讲，参加活动的有宝山海联

会理事及部分侨商朋友５０多人。

■马来西亚华裔青年企业家访问团来访
　８月１０日，区侨办邀请“马来西亚华
裔青年企业家访问团”来访宝山并举行

经贸座谈会。访问团一行考察了宝钢集

团、宝山新农村建设以及罗店北欧新镇

等，一些成员对来宝山投资兴业表现出

浓厚兴趣。

■上海市侨商会宝山分会成立　７月２９
日，上海市侨商会宝山区分会（宝山区华

商会）在区政府会议室举行成立大会和

首次会员大会。大会选举中国香港商会

会员、市妇联执委、市侨联海外会员、上

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吴蓓琪女士为会长。侨商分会现有会员

３０人，主要是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倡导
会员依法经营，帮助会员协调与有关部

门关系，致力于配合政府改善投资环境，

促进会员之间联系与发展。

■举行“辉煌六十年”宝山区侨台界联
欢会　９月２３日下午，区台侨办、区侨
联、友谊路街道联合在友谊市民中心举

行“辉煌六十年”宝山区侨台界联欢会，

来自全区各街、镇的侨台界代表人士

２００余人参加活动。联欢会以欢庆建国
六十周年为主题，以“统战宣传月”为主

线，以展现宝山侨台界风采为抓手，进一

步动员和激励广大侨台界人士“凝心服

务四更目标、聚力促进宝山和谐”、为祖

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举办侨台界“滨江统战情”迎世博知
识竞赛　为使迎世博活动成为侨台界人
士“热爱宝山、情系统战”的舞台，区侨

办与区侨联和淞南镇政府联合举办宝山

区侨台界“滨江统战情”迎世博知识竞

赛。参赛的１０支队伍中既有年已古稀
的老归侨，也有年轻的侨台界眷属。大

场镇代表队获一等奖，其余各队分获二

三等奖。 （张步农）

台湾事务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对台工作突出工作
重点，落实具体措施，结合当前经济形势，

主动服务台资企业，全年妥善处置各类涉

台纠纷３０余件，办理赴台审批手续１８批
６８人次，走访慰问困难台胞台属 １０多

户。区台办把赴台交流当作做好台湾人

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积极组织有

关人员赴台交流。区委统战部组织的党

派团、区团委组织的青联团、区政协组织

的政协访问团先后赴台湾考察交流，进一

步巩固与台湾桃园县议会的传统友好关

系，进一步加强与台湾文化、教育、青年等

各层面、各社团之间的交流合作。

■举办《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３０周年座
谈会　２月２４日，区台联会举办座谈会，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３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贯彻落实
中央对台大政方针。钟乐尧名誉会长、

张万邦理事等在座谈交流中，回顾了《告

台湾同胞书》发表３０周年来两岸关系、
两岸形势的显著变化，同时表示要继续

发挥台联会优势，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

一，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稳妥处理涉台突发事件　４月２８日
晚，租住在大华社区的台胞王远功被房东

发现昏迷在卧室，当即报警送同济医院抢

救。区台办按照区委指示，在第一时间参

与协调处理，在市台办的帮助下，透过两

岸民间沟通渠道，及时通知病危台胞家

属；在家属赶到前，协调台商代表家属签

收病危通知书等，打消医院疑虑，全力抢

救；帮助赶来的家属与院方、警方、房东等

联系沟通，处理相关事务，尽量满足家属

各种愿望。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周德勋亲

自到同济医院危重病房，看望台胞王远

功，向医生详细询问台胞病情，反复叮嘱

医院，要尽全力抢救台胞生命。在台胞王

远功不幸去世后，做好家属安抚工作，协

助处理善后事宜。年内，区台办还处置台

胞交通事故、台胞一审期间突发疾病治疗

等多起涉台突发事件。

■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交流活动
　４月２９日，长宁区台办与宝山区台办
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开

展对台工作交流，总结对台工作新经验，

探索对台工作新规律。双方并参观了淞

沪抗战纪念馆和炮台湾湿地公园。

■举办台情报告会　５月１６日，区台办
在上海大学报告厅举行“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与青年责任”台情报告会，办领导为

青年学子介绍当前两岸形势及台湾政

局，宣讲党和国家的对台大政方针，增强

青年学生促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责任

与使命。

４７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台湾中天电视台来宝山采访报道　５
月２０至２１日，台湾中天电视台新闻专
题报道记者前来宝山拍摄、采访解放上

海战役历史。区委宣传部与区台办接待

台湾来访记者一行，并安排参观、拍摄宝

山烈士陵园、上海解放纪念馆，其摄制的

节目于１０月在台湾播放。

■签订《建立工作协作机制的协议》　６
月１８日，区台办与宝山公安分局对台办
签订《建立工作协作机制的协议》，这是

区对台工作在建立对台工作领导组和对

台工作协调组之后，在对台工作机制建设

上的又一重要举措。双方通过协议在服

务两岸人员往来、涉台突发事件处置、台

企台干数据资源共享等方面建立长效协

作机制，搭建友好协作平台，为优势互补、

密切协作，积极、稳妥、有效地开展各项工

作提供保障。

■举办“相聚宝山、共谋发展———台商宝
山经贸洽谈会”　７月７日，区台办与区
工商联、宝山工业园区联合举办“相聚宝

山、共谋发展———台商宝山经贸洽谈

会”。来自长三角主要城市的台商代表

以及上海市重要台商代表８０余人会聚宝
山，共谋发展。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周德

勋和副区长朱永泉出席经贸洽谈会并

讲话。

■处置国台办急件　７月１３日，区台办
收到市台办下发的国台办急件，请区台

办协助台商解决在沪投资困难事。世界

台商总会联合会荣誉总会长董淑贞女士

投资的上海阿思列夫非开挖工程有限公

司，在宝山区双城路施工的煤气穿管工

程由于受台风等客观因素影响导致部分

管材进口延误，致使工期将延误２０天之
久。该公司向区建交委及宝山公安分局

交警支队提出延期申请，并请台办协助

解决。区台办根据区委指示，立即联系

区建交委、区公安分局对台办、交警支队

等相关单位，于７月１４日召开协调会，
听取台商董淑贞的情况反映。经各方研

究，制定初步解决方案，帮助台商在最短

时间内完成工程。董淑贞女士对处理结

果表示满意和感谢。

■举办两岸企业家地产与连锁业合作论
坛　８月２２日，中华两岸连锁经营协会
与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两岸企业家

论坛组委会等联合主办的“两岸企业家

地产与连锁业合作论坛”在美兰湖举行，

台湾知名政要、两岸２０个城市的４８０名
嘉宾出席，永和豆浆、六角国际、老董牛

肉面、罗蜜爱、吴记老锅底、真锅咖啡等

签订合作意向书。

■举办“辉煌六十年”情牵两岸座谈会
　９月１８日，区台办与民革宝山区委联
合举办“辉煌六十年”情牵两岸座谈会。

民革宝山区委对台工作委员会、区台联

会理事及部分涉台通讯员参加座谈会。

会议并邀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周天柱作

有关台情讲座。 （张步农）

机关事务管理
■概况　年内，区机管局树立“科学、节
俭、高效、务实”的工作理念，发挥办公

室、财务科、综合管理科、会务接待办、资

产管理中心、生活服务中心、车辆服务中

心、吴淞大院管理所８个部门的职能作
用，全面完成经费保障、资产管理、文印

服务、会务服务、餐饮服务、车辆保障等

各项工作任务，全年完成文印１６９万页、
会务保障２２２４场次、公务车辆保障２１７
万公里、为机关保障餐饮３５万人次，并
坚持实行重大节日餐供应制度；医疗服

务５８８０人次、理发服务 ２３６０人次。机
关资产管理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机关办

公用房管理上，完成区经委、区规土局、

区合作交流办等９个委办局因机构改革
后办公用房的调配工作，完成区法院、区

检察院专业技术用房迁建的审核工作及

区“６００”办、区学实办等４个临时机构办
公用房的配置；在机关大院通用类资产

管理上，落实区级机关大院１５０余台电
脑显示屏升级调配任务，并为９个部门
增配１０２台电脑保密主机；全年共完成
新增资产５００余万元，报废固定资产近６０
万元。区机管局牵头组织全区７９家单位、
２２００名公务员参加上海市机关公务员节能
知识网上竞赛，获竞赛活动组织奖。

■召开宝山区机关事务联席会议工作会议
　３月３１日，宝山区机关事务联席会议第
五次工作会议在高境镇召开，由镇、街道及

区公安分局、区教育局、区卫生局等１６个
成员单位参加。会议围绕“安全保卫、餐饮

服务、车辆管理”主题开展交流研讨，进一

步促进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工作交流，提高

后勤服务保障水平。

■加强机关安全保卫工作　为确保“迎
世博、保平安”工作的顺利推进，区机管

局坚持“人防、物防、技防”并举，投入资

金、强化措施，加大安保工作力度。建立

区机关安全保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全

区５０家机关单位为成员单位，并于７月
２７日召开“迎世博、保平安”机关内部安
全保卫工作推进会；根据市反恐办的工

作要求，成立机管局安全保卫科，与办公

室合署办公；投入１５０多万元，对集中管
理的８个机关大院技防设施进行改造。

■江之苑茶楼提供公务接待和便民服务
　５月１日，位于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内的江之苑茶楼试营业。该茶楼由区机

管局负责管理，年内共为区四套班子公

务接待提供服务１１５批次、２０８６人次，为
游客提供便民服务１４０００人次。

■举行机管局第八届技能（厨艺）竞赛
　１２月 ２３日，机管局举行第八届技能
（厨艺）竞赛。此次竞赛改变以往的形

式，将１８名参赛者分为六组，每组由厨
师、切配工、点心师３人组成，按每桌５００
元标准制作４碟冷盆、６道热菜、３盘点
心、１份水果拼盘，特聘请金牡丹大酒店
大厨担任评委。

■推进“绿色机关”创建活动　４月 ２１
日，区机管局牵头召开区机关大院“绿色

机关”创建活动推进会，对２００８年度创
建“绿色机关”活动进行总结，并为创建

达标的区人大办、区政协办等６家单位
颁发“绿色机关”标志牌。同时对 ２００９
年度创建活动进行动员部署，确定区委

政法委（区综治办）、区委６１０办公室、区
水务局等３家单位为２０１０年创建“绿色
机关”单位。 （金霞虹）

对口支援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按市合作交流
与对口支援领导小组的要求，及时安排

资金，跟踪项目进度，落实资金到位，完

成“规定动作”。对口支援工作重点突

出。按时间节点完成对口支援都江堰向

峨乡灾后重建工作，力争将三年的帮扶

任务二年完成。“软、小、民、特”项目不

断加大力度。１月，援建的农贸市场开
工。由民营企业钢之杰援建价值８０万
元、面积３００平方米的产业园综合楼竣
工。宝山实验小学出资１８万元表彰向
峨乡的优秀教师和学生，并接受３名教
师培训。区卫生局年内派出三批１５人
医疗队、吴淞中心医院单独派出５人组
成的医疗队开展送医送药活动。区合作

办协调民政等部门捐赠各类服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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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６日，宝山区与安徽省安庆市举行座谈交流暨合作签约仪式。 摄影／蔡　康

用笔一集装箱。积极帮助向峨乡的农副

产业进入上海市场，全区机关干部踊跃认

购向峨乡猕猴桃３０００多箱。做实“自选
动作”，加强云南维西、宝山两地党政代

表团互访，加深帮扶工作的沟通了解，丰

富帮扶内容。５月，维西县委书记农布七
林率领党政代表团来访宝山，希望宝山帮

助维西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扶持维西企

业拓展上海及华东市场等方面创造条件。

１０月，由宝山区委政法委书记丁大恒、副
区长钟杰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赴维西学习

考察，捐赠并资助维西县每个村建立党员

活动中心在内的资金和实物共２４８万元。
１１月底，维西土特产品在宝山北翼商厦
设立专柜销售。９月，区合作办与区卫生
局共同举办首届对口地区医护人员培训

班，来自维西县的１５名医生和都江堰市
向峨乡５名医生参加了为期２０天的专业
培训。区卫生局派出８名医疗专家赴维
西县开展为期２０天的巡回医疗，并对当
地医生进行临床指导，同时捐赠一批价值

２０万元药品和医用设备。区农委组织２
名种养殖专家赴维西县对农户和养殖户

进行专业培训，培训人数达２００余人。完
成各项接待任务。配合接待四川攀枝花、

安徽滁州市、武汉市蔡甸区等政府代表团

２８批４００人次。完成合作交流第三片组
活动的组织工作、参与美兰湖小城镇论坛

的接待等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企业，

并代表上海市参展第１５届“兰洽会”，并
在“兰洽会”期间成功举办“上海宝山钢

铁服务全国行兰州站”活动，得到副市长

胡延照、以及上海市合作交流办领导和区

领导的支持和肯定。成功举办第十四次

钢铁城区年会。此次会议是历次钢铁年

会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盛会，来

自全国的１０个钢铁城市近５０名代表齐
聚宝山。

■宝山区党政代表团考察向峨乡援建工
作　１月１８日至２０日，区委书记吕民
元、区领导章俊荪、李原率宝山区党政代

表团，赶赴都江堰市向峨乡，考察灾后对

口援建工作并慰问灾区群众和一线工作

人员。同时为宝山援建２９０万元的农贸
市场开工奠基，并向乡政府捐赠５０万元
维稳资金。

■宝山区代表团赴西藏江孜县学习考察
　８月３日至１２日，由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沈秋余率领的宝山区党政代表团赴西

藏日喀则地区学习考察并慰问宝山区援

藏干部。区委副书记陆学明，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盛亚平，区法院院长姚荣民等

参加了学习考察活动。代表团一行在宝

山区对口支援的江孜县，与县领导举行

座谈会，并向江孜县捐赠价值１５０万元
的１５辆农用皮卡。宝山区领导还前往
江孜县上海援藏干部宿舍，亲切慰问该

区援藏干部，关心了解他们生活情况，期

８月６日，江孜县举行宝山区向西藏日喀则
江孜县捐赠车辆仪式 区合作办／提供

间并考察了由宝山援建的江孜县老干部

活动中心等对口支援项目。代表团在西

藏期间，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有关领

导分别会见代表团一行。

■宝山区党政代表团赴湖北、湖南学习
考察　８月２４日至２９日，区委书记吕民
元、区长斯福民率宝山区党政代表团一

行１６人赴湖北武汉市蔡甸区、湖南省张
家界市学习考察。期间分别与武汉市蔡

甸区、湖南省张家界市两地签署缔结友

好关系协议。蔡甸区是楚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现已初步形成机械汽配、医药化

工、通讯电子、轻工纺织、农产品加工、休

闲旅游等主导产业和沌口、常福、文岭、

姚家山等特色产业园区。张家界是湘鄂

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和中

心区域，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建市以

来，加快发展旅游产业，加快建设旅游基

础设施，大力加强基础性工作，着力打造

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

■民营企业捐建元锦希望小学　５月７
日，由上海国锦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王泽

军先生个人出资３０万元援建的“元锦希
望小学”，在云南省维西县举行揭牌仪

式。宝山区教育局、合作交流办和当地

领导、王泽军先生出席揭牌仪式。捐建

元锦希望小学教学楼有３００平方米，教
室整洁明亮，配备全新的桌椅，极大改善

了办学条件。当地师生和家长高度赞誉

王泽军先生的善举，感谢宝山人民的无

私支援。

■宝山机关干部认购“爱心果”　２００９
年国庆６０周年之际，宝山区机关事业单
位干部，踊跃认购产自都江堰向峨乡的

猕猴桃，支援对口支援地区灾后重建。

受地震、金融风暴双重影响，盛产猕猴桃

的都江堰市向峨乡的支柱产业遭受严重

损失，使灾区人民的收入锐减。为扶持

当地支柱产业的发展，宝山区机关事业

单位开展了“认购爱心果，支援向峨乡”

活动。短短几天里，全区５０多家机关事
业单位认购近４０００箱猕猴桃。

■宝山区与安庆市签订友好合作协议
　７月１６日，由安徽省安庆市委书记朱
读稳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来宝山考察，双

方举行座谈会并签署友好合作协议。宝

山区领导吕民元、斯福民、沈秋余、康大

华、朱永泉等出席座谈交流暨两地友好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李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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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编辑　谭雪明

１月６日，政协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举行 摄影／顾鹤忠

综述
区政协年度工作主要围绕７个方面

进行：（１）学习活动。在常委会议、主席
会议、专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

等各个层面，通过召开专题座谈会、举行

学习报告会等形式，开展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组织学习中共十七届四中

全会、全国“两会”、胡锦涛在人民政协

成立６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
及市、区政协工作会议等精神。先后会

同区委统战部举办“当前我区经济发展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目前我国宏观经

济形势及政策取向”、“后金融危机时代

投资渠道的新探索”、“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等内容的５场
报告会。（２）沟通协商。邀请区政府领
导进行工作协商２次。邀请区领导在区
政协常委会议、主席会议、专题会议上通

报情况４次，内容分别是现代服务业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迎世博”筹备工作、

扩大就业和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区政协

专门委员会组织委员与１０余家区政府
职能部门对口协商１８次。（３）视察、调
研。开展优化产业结构、新农村建设、环

境综合整治、重大工程建设４个专题的
年终大视察。各专门委员会共开展小型

视察１８次，涉及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
设、农村经济发展、“迎世博”道路环境

整治、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内容。完成调

研报告１４篇，其中３篇作为主席会议建
议案报区委、区政府。举办以“邮轮经济

与宝山”为主题的政协论坛活动。（４）
反映社情民意。全年向区委、区政府有

关部门反映《社情民意》４２期。８０余名
政协委员应邀担任２７家单位（部门）的
特邀监督员。（５）与各方面的联系和合
作。举办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６０周年系列活动。召开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２次。区
政协专门委员会与党派团体合作开展送

医下乡义务咨询等活动。开展对新农村

实践基地罗店王家村的帮扶工作，牵头

组织举办针对失业农民的专场就业招聘

会。深化宝山、萧山、昆山“三山”联动

机制，促成区工商联与昆山市工商联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接待区外政协及有关

方面到宝山参观考察 １８批 ２８５人次。
（６）自身建设。召开专门委员会主任会
议２次。完成机关党总支和第一党支部
换届选举工作。完成机关工会换届选举

工作。（７）特色工作。推进“我与世博
同行”主题系列活动，为筹办好２０１０年
上海世博会献计出力。 （张燕君）

主要会议
■区政协六届四次全体会议　１月 ６
日～８日在区委党校会议中心举行，应
出席委员２８０名，实到 ２６１名。会议审
议通过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关

于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及大会决议。与会委员列席区六

届人大五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区政府工

作报告和其他重要报告。会议期间举行

联组协商讨论，政协委员、列席人员与区

委、区政府有关领导就“营造宽松的政策

环境，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大

民生工程建设力度，确保民生持续得到

改善”、“不断健全管理和服务机制，确

保社会和谐稳定”、“加快城乡建设管理

步伐，确保世博会筹办有序推进”４个专
题进行讨论。１１名委员作大会发言，有
书面发言４篇。会议期间收到提案２３３
件，经审查立案１９５件。

■区政协六届常委会会议　第十二次会
议于１月８日举行，听取区政协六届四
次会议大会秘书处关于分组讨论情况和

提案征集情况的汇报。第十三次会议于

３月 ４日举行，审议通过《宝山区政协
２００９年工作要点》。第十四次会议于６
月２４日举行，通报区政协２００９年上半
年度主要工作情况，审议通过区政协有

关专委会主任调整名单。会议增补魏银

发为区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专职主

任。第十五次会议于９月２２日举行，听
取副区长张浩亮通报区政协六届四次会

７７



１０月１４日，区政协主席康大华参观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摄影／曹玉峰

议以来提案办理工作和宝山区扩大就业

工作情况，审议通过区政协有关专委会

副主任调整名单。会议增补奚雪明为区

政协提案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第十六次

会议于１２月３０日举行。会议审议通过
六届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关于

六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议程（草案）、

日程（草案）、委员分组办法（草案）、各

组召集人名单（草案）、委员调整名单和

常委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讨论通过

区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大会选举办法（草

案）和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

（草案）。会议决定政协宝山区第六届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
～２０日举行。会议增补闪勇、倪家明、
叶强、陈卫国、吕祥宝、汪震、曹光曜、金

建明、刘影、刘素引、户海印为区政协委

员，王锋、封伟康、郑耀抚、林明、陆吉敏、

陈建良、王小干、杨美华、彭超美不再担

任区政协委员。 （张燕君）

重要活动
■开展打造宝山现代服务业新模式课题
调研　３月 ～７月，区政协主席室牵头，
区政协第二经济委员会、区发展改革委、

商务委、经委、工商联、政策研究室等组

成课题组开展调研，赴上海钢联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宝莲城、上海钢领等单

位了解情况，召开专家论证会，听取区政

策研究室、发展改革委、商务委、经委、工

商联等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的意见和建

议。在调研的基础上，经７月２９日区政
协六届二十四次主席扩大会议研究，形成

《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关于打造宝山现

代服务业新模式的建议案》。建议案以

“培育‘我的钢铁网’品牌，拓展生产型服

务业内涵”、“提高宝山商业楼宇的入住

率、注册率和产出率”、“关注北上海外包

服务产业带‘呼叫服务中心’建设”为例，

提出关于钢铁电子商务服务业、楼宇经济

以及服务外包产业等现代服务业新模式

方面的建议１６条。关于钢铁电子商务服
务业方面的建议是：（１）加大对钢铁服务
行业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扶持；（２）出台
相关资格认证方式的政策措施；（３）适当
降低职业技能培训的门槛；（４）扶持培育
尚在发展阶段的钢铁电子商务；（５）给予
税收优惠；（６）在工业用地等方面给予便
利。关于楼宇经济方面的建议是：（１）结
合“钢城”特点发展优势楼宇经济；（２）统
筹区域商务楼宇价格；（３）统筹规划区域
商务楼宇的功能定位；（４）畅通“对话”渠
道；（５）成立协调机构。关于服务外包产
业方面的建议是：（１）将北上海服务外包
产业带纳入宝山区和上海市产业发展规

划；（２）争取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授牌
和支持；（３）引进国内外服务外包专业服
务机构、行业组织和品牌入驻；（４）研究
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政策；（５）建
立一套完备、高效的园区管理体系。

■开展整合特色旅游资源打造“宝”字
号旅游品牌课题调研　３月～７月，区政
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

建设委员会与区政策研究室、华东师范

大学联合组成课题组开展调研，赴区旅

游局、文广影视局、档案局、文保所、吴淞

中学、海军上海博览馆、罗店镇、顾村镇

等单位了解情况，召开座谈会 ６次，听
取区旅游局、文广影视局、档案局等部

门负责同志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在

调研的基础上，经 ７月 ２９日区政协六
届二十四次主席扩大会议研究，形成

《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关于整合旅游资

源打造“宝”字号旅游品牌建议案》。

建议案在分析宝山区在旅游事业方面

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宝山区

域内的吴淞口旅游资源、钢铁旅游资源

和罗店等地的乡镇特色旅游资源具有

发展的比较优势，并提出６条建议：（１）
聚焦重点项目，打造精品旅游景区；（２）
整合景点资源，设立可供选择的旅游线

路；（３）完善配套设施和特色产品，满足
游客多样化需求；（４）强化对品牌的宣
传，扩大宝山旅游的对外辐射力；（５）推
进企业协作，建立市场推广体系；（６）建
立和完善保障措施，确保旅游事业健康

发展。

■开展以创业带动就业课题调研　２
月～６月，区政协社会事务委员会与区
委党校联合组成课题组开展调研，赴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工商分局、就业

促进中心等部门了解情况，召开创业成

功人士、新创业大学生代表座谈会，在

大学生、失业居民（农民）、有创业意向

的市民、大学生新创业人员等群体中开

展调查问卷。在调研的基础上，经７月
２９日区政协六届二十四次主席扩大会
议研究，形成《宝山区政协主席会议关

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建议案》。建

议案在分析宝山区以创业带动就业工

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

７条建议：（１）优化政策支持；（２）扩大
宣传力度；（３）强化政府职能；（４）拓展
创业思路；（５）建立扶持基金；（６）设立
“创业支援中心”；（７）创业成功还需坚
韧意志。

■举办２００９年政协论坛　７月 ２３日，
区政协与市政协经济委员会联合，在金

富门酒店会议厅举行“邮轮经济与宝

山”论坛。论坛围绕邮轮经济与宝山互

动发展、邮轮停靠后怎么办以及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邮轮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建言立论。上海

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区浦江办、宝山海

关等１９家单位的领导、专家和政协委
员作口头发言或书面交流。上海市旅

游局以及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出席论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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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并讲话。论坛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

整理归纳报送区委、区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参考。在论坛的基础上，区政协还代

表宝山在上海市政协举办的航运经济

恳谈会上作交流发言，并通过市政协渠

道将有关意见和建议报送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

７月２３日，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宝山区政协联合举办政协论坛 区政协办／提供

９月２８日，宝山区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大会
摄影／蔡　康

■开展“我与世博同行”主题系列活动　
从５月起，区政协在各专门委员会、全体
政协委员中开展“我与世博同行”主题系

列活动。召开“我与世博同行”主题活动

动员大会，观看“迎世博”宣传片，邀请区

政府有关领导介绍宝山区“迎世博”筹备

工作情况，全面部署“三个一”（带一个好

头、找一个问题、献一条妙计）主题活动。

组织委员参观上海世博会展示中心；结合

特邀监督员工作，视察建配龙广场周边环

境、庙行北斗星广场非机动车停放点等宝

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整治工作重点；
对淞浦路水产码头环境卫生情况进行调

研，形成《宝山区政协关于整治淞浦路水

产码头环境卫生状况的建言》，报送区政

府参考。结合年终工作视察，组织委员对

“迎世博”环境综合整治和重大工程建设

进行专题视察。组织委员为宝山“迎世

博”６００天行动的顺利推进和上海世博会
的成功举办献计献策。

■举办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６０
周年系列活动　８月～９月，区政协举办
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系
列活动。８月２５日，举办委员“双庆”体
育比赛；９月１１日至１５日，会同区委统战

部和浙江省兰溪市政协、兰溪市委统战部

联合举办“山水和韵颂祖国———宝山·

兰溪书画联展”；９月２２日，会同区委统
战部联合举办“祖国·政协·风采———

相聚在６０金秋”宝山各界人士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暨迎
中秋联谊会；９月２８日，协助区委召开宝
山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和
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大会。１１月２４日，
协助区委召开区政协工作会议。

■开展年终工作视察　１１月２５日 ～２６
日，区政协开展 ２００９年度年终工作视
察。视察分优化产业结构、新农村建设、

环境综合整治、重大工程建设４个专题，
政协委员和有关方面人士近２００人次参

加。政协委员在视察中共提出１１条意
见和建议，报送区委、区政府及其他有关

部门参考。 （张燕君）

提案办理
■概况　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以来，政
协委员共提交提案２３８件（政协全会期
间２３３件），经审查立案２００件（全会期
间立案１９５件），其中委员个人提案１３９
件，委员联名提案２７件，各民主党派、工
商联、人民团体和政协专门委员会提案

１９件。确定１９件提案为年度重要提案
并进行跟踪和督办，得到有效处理和落

实。至年底，经３６个区属单位办理，２００
件提案全部办复。内容主要涉及经济建

设、城乡建设和管理、科教文卫体事业发

展以及社会保障和平安建设，分别占提

案总数的１３％、５２５％、２３％和１１５％。
其中，所提意见建议被采纳和解决的

１２６件，占 ６３％；正在研究和解决的 ６５
件，占３２５％；留作参考的８件，占４％；
难以解决的有１件，占０５％。委员对办
理态度的满意和基本满意率 １００％；对
办理结果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有１９３
件，占９６５％；对办理结果表示理解的有
７件，占 ３５％。区政协评出 ２００９年度
优秀提案１２件。

■经济建设提案　共 ２６件，占提案总
数的 １３％。主要建议有：采取有效措
施，帮扶民企渡过难关；促进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高楼

宇项目产出；推进宝山区第三产业发

展；提升宝山区仓储加工业竞争力；稳

定发展宝山区房地产业；加强创意产业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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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２日，区政协举办纪念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庆祝活动 摄影／顾莉莉

园区功能建设等。区发展改革委和区

经委等单位采纳提案建议，加快推进宝

山区中小企业成长工程项目建设，拓展

中小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大中

小企业品牌培育工作，发挥政府扶持资

金的杠杆作用，强化为民营企业服务、

促进优化发展等措施，帮扶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

■城乡建设和管理提案　共１０５件，占
提案总数的５２５％。主要建议有：优化
公交线路，推进绿色公交；加强候车亭建

设与管理；加大整治黑车和摩的力度；打

造宝杨路交通景观街；完善农村公交站

点建设；缓解淞宝地区停车难；加强乡镇

道路维护；改造大场镇南大路；建造双城

路停车场；加大绿化管理力度；推进?藻

浜整治；加大老公房改造力度；加强节能

减排；控制扬尘污染；推进水环境治理；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区建设交通委等

单位采纳提案建议，加快公交枢纽站和

候车亭建设，增建停车场，完善公交网

络，增加公交运营车辆，加强交通执法管

理和疏导，改善交通组织和管理，方便市

民出行。

■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提案　共４６件，
占提案总数的２３％。主要建议有：加强
中小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加大对学生防

震救灾意识教育；强化对农民工子女学

校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开放学校场地

设施；增设０—７岁智障儿童教育场所；
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改进巡回医

疗车服务；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改建大场医院；宣传和普及急救知识和

技能；改善社区文化生活环境等。区教

育局等单位采纳提案建议，采取加强校

长和教师队伍培养，创建德育品牌，量化

考核学生体育教育全过程等措施，提高

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区食品药品监管

分局等单位采纳提案建议，采取加强对

食用农产品、食品生产加工源的监管，加

强食品安全预警体系建设等措施，提高

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和水平，确保食品

安全。

■社会保障和平安建设提案　共２３件，
占提案总数的１１５％。主要建议有：建
立小区警务室；加大治安综合整治力度；

从源头上减少外来人口青少年犯罪；加

强社区保安内部管理；加强企事业单位

网络安全建设；及时化解劳动争议；完善

企业经营困难时期员工的工资待遇政

策；建立街镇扩大廉租房受益面工作机

构；解决侨界独居老人后顾之忧等。区

公安分局等单位采纳提案建议，采取加

大培训力度，提高社区保安队伍综合素

质，加装楼宇对讲系统等措施，加强社区

人防和技防水平。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等单位采纳提案建议，采取街镇调解

人员专业化、专职化建设，建立联合调解

室，成立行业调解委员会和向社会购买

调解服务等措施，促进劳动争议及时解

决。 （张燕君）

专委会工作
■提案委员会　经审查的 ２００件提案
全部办复（含政协全会后收到５件），遴

选并报区政协主席会议审定重点提案

１９件。组织委员参加区公安分局、建设
交通委等单位召开的情况通报会、提案

办理沟通会和区政府办公室召开的提

案办理推进会等，会同区人大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开展对区建设交通委、公

安分局、教育局、工商分局、住房保障房

屋管理局、规划土地局等单位提案办理

工作的视察，协助和推动提案的办理，

跟踪了解提案办理情况。与人口资源

环境建设委员会联合，就淞浦路水产码

头环境卫生情况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

告。就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推
进情况与杨行镇进行对口协商。在区

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环境

综合整治”专题视察；与人口资源环境

建设委员会联合，组织特邀监督员视察

建配龙广场周边环境、庙行北斗星广场

非机动车停放点等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
天行动整治工作重点。组织委员赴贵

州省学习考察。承办区政协年度优秀

提案评选工作，评出优秀提案１２件。

■第一经济委员会　就宝山区发展生
产性服务业专题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

告。围绕邮轮停靠后怎么办问题开展

调研，形成《提升海关监管服务效能，推

进邮轮经济发展》和《抓住邮轮经济发

展契机，进一步提升宝山商贸服务业》２
篇调研报告，在 ２００９年政协论坛上作
交流发言。与第二经济委员会、科技委

员会联合，就财税金融政策主题与区税

务分局、上海银行宝山分行进行对口协

商；与科技委员会联合，就危机与发展

主题与区发展改革委进行对口协商；与

科技委员会联合，就推进区域工业经济

发展主题与区经委进行对口协商。在

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优

化产业结构”专题视察；组织委员视察

吴淞国际邮轮码头、炮台湾湿地森林公

园、上海银行宝山分行和城市工业园区

部分企业。组织委员赴江苏省常熟市

就绿色低碳经济专题进行学习考察。

■第二经济委员会　就培育我的钢铁
网发展现代钢铁服务业专题开展调研，

形成调研报告。围绕邮轮停靠后怎么

办问题开展调研，形成《谈谈邮轮经济

发展中的金融服务的几个问题》和《发

展邮轮经济，加强税征服务》２篇调研
报告，在 ２００９年政协论坛上作书面交
流。与第一经济委员会、科技委员会联

合，就财税金融政策主题与区税务分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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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上海银行宝山分行进行对口协商；

就加强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建设管理主

题与区工商联、温州商会进行对口协

商。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

织“重大工程建设”专题视察；组织委员

视察宝山工业园区部分企业。

■科学技术委员会　就推行网上行政
审批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宝山区

青少年科技教育现状专题开展调研，分

别形成调研报告。组织开展对上年调

研课题的跟踪与推进，形成《关于本区

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加强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调查》和《我区高

新技术企业在危机中发展与壮大》２篇
调研报告。围绕邮轮停靠后怎么办问

题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关于做好

国际邮轮船员生活服务的几点建议》，

在２００９年政协论坛上作书面交流。与
第一经济委员会、第二经济委员会联

合，就财税金融政策主题与区税务分

局、上海银行宝山分行进行对口协商；

与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就危机与发展

主题与区发展改革委进行对口协商；与

第一经济委员会联合，就推进区域工业

经济发展主题与区经委进行对口协商。

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

“优化产业结构”专题视察；组织委员视

察吴淞国际邮轮码头、炮台湾湿地森林

公园、顾村公园、青少年科技实验基地

和成果展等。结合科普教育活动，开展

“世博进社区”活动。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与文化
卫生体育委员会、区政策研究室、华东

师范大学联合，就整合特色旅游资源

打造“宝”字号旅游品牌专题开展调

研，形成的调研报告成为主席会议建

议案。围绕邮轮停靠后怎么办问题开

展调研，形成《关于完善邮轮港区及对

外交通保障体系的研究》、《关于建立

邮轮港区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思

考》、《吴淞国际邮轮港环境保障工作

的思考》、《关于做好邮轮经济发展中

气象服务的调研》和《加强吴淞国际邮

轮港区环境保护势在必行》５篇调研
报告，在２００９年政协论坛上作交流发
言。与提案委员会联合，就淞浦路水

产码头环境卫生情况开展调研，形成

调研报告。就气象探测与环境保护专

题与区气象局进行对口协商。在区政

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重大工

程建设”专题视察；与提案委员会联

合，组织委员视察建配龙广场周边环

境、庙行北斗星广场非机动车停放点

等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整治工作重
点。牵头制定《区政协在全体委员中

开展“我与世博同行”主题活动的实施

方案》。组织委员参观上海展览中心

《飞天壮歌———中国首次太空漫步航

天展》和上海世博展示厅。

■法制委员会　就基层人民调解工作
和营造“迎世博”良好治安氛围专题开

展调研，分别形成调研报告。围绕邮轮

停靠后怎么办问题开展调研，形成调研

报告《邮轮经济发展中的治安问题预测

与对策》，在２００９年政协论坛上作书面
交流。就为“平安世博”营造良好社会

环境专题与区公安分局进行对口协商；

就法制宣传进社区专题与区司法局进

行对口协商。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

中，参与组织“环境综合整治”专题视

察；组织委员视察庙行、杨行、友谊等地

区社区矛盾预防和化解工作情况。组

织委员就“平安世博”主题参观上海公

安高等专科学校设施和教育训练情况；

组织委员赴四川成都、都江堰等地考察

灾后重建情况。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与区委党校联合，
就以创业带动就业专题开展调研，形成

调研报告并上升为主席会议建议案报

区政府。围绕邮轮停靠后怎么办问题

开展调研，形成《如何为邮轮经济发展

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和《开启上海国

际服务经济的新引擎———吴淞国际邮

轮港建设的相关理论综述》２篇调研报
告，在２００９年政协论坛上作书面交流。
就宝山区民政工作主题与区民政局进

行对口协商；就推进新农村建设主题与

罗泾镇进行对口协商，视察上港集团罗

泾分公司、陈行村农业创业园和合建村

陶家宅村宅改造情况。在区政协年终

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新农村建设”专

题视察。

■教育委员会　就宝山区学前教育工
作情况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围绕

邮轮停靠后怎么办问题开展调研，形成

调研报告《关于做好邮轮经济发展中服

务人员培养的几点思考》，在２００９年政
协论坛上作书面交流。就宝山区教育

工作情况与区教育局进行对口协商，视

察共富实验学校办学情况；就行知中学

７０周年校庆筹办情况与行知中学进行
对口协商，视察行知中学办学情况。在

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优

化产业结构”专题视察。组织委员赴黄

浦区，与黄浦区政协教育卫生委员会座

谈交流，考察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办学

情况。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与人口资源
环境建设委员会、区政策研究室、华东

师范大学联合，就整合特色旅游资源

打造“宝”字号旅游品牌专题开展调

研，形成的调研报告成为主席会议建

议案。围绕邮轮停靠后怎么办问题开

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邮轮经济发展

与宝山旅游市场开发》，在 ２００９年政
协论坛上作交流发言。就建设多功能

体育中心场馆主题与区体育局进行对

口协商；就优质卫生资源组团，提高宝

山区医疗水平主题与区卫生局进行对

口协商。在区政协年终工作视察中，

参与组织“新农村建设”专题视察；开

展宝山旅游新特色踩点活动，组织委

员视察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罗店卫

斯嘉生态园、好沣水果园和顾村公园。

与农工宝山区委联合，组织开展赴杨

行镇泗塘村为民义务医疗咨询服务活

动。组织承办区政协和浙江省兰溪市

政协 联 合 举 办 的 “山 水 和 韵 颂 祖

国———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６０
周年宝山·兰溪书画联展”。组织委

员赴甘肃、青海等地就文化旅游资源

的开发与保护专题进行学习考察。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就清真
食品供应与世博服务专题开展调研，形

成调研报告。围绕邮轮停靠后怎么办

问题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宝山邮

轮经济与宗教文化活动》，在２００９年政
协论坛上作书面交流。就宝山区少数

民族基本情况与区少数民族联合会进

行对口协商；就清真食品供应情况与区

商务委进行对口协商。在区政协年终

工作视察中，参与组织“环境综合整治”

专题视察；组织委员视察宝山部分清真

网点。组织委员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就朝鲜族生活现状及文化专题进行学

习考察。邀请卢湾区政协港澳台侨与

民族宗教委员会来宝山交流工作。

（张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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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区政协主席会议一览表

时　间 次　别 主 要 内 容

２月１３日 六届二十二次 审议通过《２００９年度区政协工作要点》、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期间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５月２１日 六届二十三次 听取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情况

７月２９日 六届二十四次 审议通过区政协年度重点课题调研建议案

８月２６日 六届二十五次 听取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

１２月３０日 六届二十六次 研究六届五次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

２００９年度区政协优秀提案一览表

编　号 提案号 案　由 提案者

１ ６Ｄ００２ 缓解淞宝地区停车难的建议 提案委

２ ６Ｄ００８ 进一步加强宝山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陈晓峰

３ ６Ｄ０２５ 大场医院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民盟区委

４ ６Ｄ０４２ 完善郊区和农村公交站点建设的建议 周汉康

５ ６Ｄ０４９ 回收办公废纸和使用再生纸的建议 陆伟群

６ ６Ｄ０６７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楼宇项目产出 民革区委

７ ６Ｄ０８４ 改造大场镇南大路 杨怀琴　金国平

８ ６Ｄ０８６ 加强绿化管理力度 黄钢祥

９ ６Ｄ１１０ 打造宝杨路交通景观街 奚惠忠

１０ ６Ｄ１４３ 开展垃圾分类小知识的宣传活动 张晓梅

１１ ６Ｄ１０４ 开放学校场地设施的建议 徐惠民

１２ ６Ｄ１６４ 建造双城路停车场的建议 蒋勤芳　李　俊

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一览表

发言者 代表界别、专委会 题　　目

李　强 民革区委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楼宇项目收益

倪华跃 民盟区委 关于提升我区内河现代服务能力的思考与建议

吴春平 民建区委 积极谋划宝字号“世博之旅”

奚雪明
民进区委

提案委员会
做好做强集体合作农场，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

周远航
农工区委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缓解农村“看病难”的有益尝试与思考———关于区支农“巡回医疗车”开展医疗服务的一些看法

林　琳 九三区委 抓住机遇推进?藻浜水环境整治的建议

王晓健
区工商联

第二经济委员会
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着力解决瓶颈问题

郭朝晖 区知联会 对打造宝山“名片”的一些思考

朱建华 科学技术委员会 大力扶持我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建议

尹有良 法制委员会 健全控违机制，巩固拆违成果，进一步美化宝山城乡环境迎接世博会

王　锋 团区委

社会事务委员会
关于完善“农民工第二代”犯罪防控体系的几点建议

（张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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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与群众团体
■编辑　覃　哲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

革区委”）有支部７个，另有崇明直属小
组１个；党员 ２０２人，其中处级干部 ３
人、市人大代表１人、区政协常委２人、
区人大常委１人；发展党员７人，死亡１
人，外地转入１人，转出１人。年内冯鞍
钢辞去区委副主委职务，增补李强为五

届区委副主委，增补钱建峰、施美芳为五

届区委委员，任命夏东、张静为五届区委

副秘书长。在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提

交委员个人提案１６件、集体提案《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提高楼宇项目产出》１
件。７月，与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
基层支部委员以上干部学习班。与区委

统战部联合为党员画家卢山举办“世博

情，卢山艺术回顾展”大型画展。高温季

节走访区交警支队，慰问５个岗亭的交
警。与区台侨办签订对口联系协议书，

并联合组织党员、李金居委居民参观台

资企业，召开每年两次的对台工作座谈

会及台情报告会。敬老节组织６０岁以
上的党员进行体检、医疗咨询。１０月，
与民革市委联合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纪念活动。组织基层党员参加
区委统战部举办的“滨江统战情”系列

活动，党员马鄂云获演讲比赛“优胜

奖”，党员蒋静获诗歌朗诵比赛一等奖。

民革区委二、三支部被民革市委评为“特

色支部”，党员李坤被民革市委评为“先

进个人”，五支部、宝钢支部被评为区

“先进支部”，一、四、六支部被评为区

“特色支部”，３０名党员获区“先进个人”
称号。 （夏　东）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宝山区委

员会（以下简称“民盟区委”）有支部１４

个，盟员２５４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
盟员有２４６人，占９６９％；退休盟员１１４
人，占 ４４８％；发展盟员 １３人，转入 ８
人，转出２人。盟内有区人大代表３人
（其中市人大代表１人），区政协委员２１
人（其中常委３人）。届中调整张蕾为民
盟区委秘书长。区“两会”期间，民盟区

委提交集体提案 １件、人大书面意见 ６
件、委员个人提案１５件。在区政协六届
四次会议上，倪华跃代表民盟区委作《关

于提升我区内河现代服务能力的思考与

建议》的大会发言。在市第十三届人大

二次会议中，民盟区委副主委、市人大代

表蔡永平提交关于《迎世博，树形象，建

议进一步完善大型公共场所的公共服务

实施》、《建议在全市推广安装家庭煤气

泄漏报警器》的人大书面意见。盟员中

有８人被聘为各类特约监督员，其中蔡
永平被市人民检察院聘为特约检查员。

年内，民盟区委被民盟市委授予“盟务先

进集体”称号。盟员张景海的《一种超

高强度、高韧性马氏体时效钢及制造方

法》获第十八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铜奖，吴

敏芳获第三届“地球小博士”全国地理

科技大赛“百名先进个人奖”，张萍获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中国
家教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先进个人，杨小

琴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张开鸿获市

“园丁奖”称号，张蕾获《上海盟讯》“优

秀通讯员”称号，华雯、刘凡清被评为区

“第六批专业人才技术拔尖人才”。

　　１月２１日，民盟区委在行知中学举
行“迎世博新春论坛暨先进表彰会”，民

盟区委主委李原致新春贺词，民盟市委

秘书长方荣到会并讲话。４月 ２日，民
盟区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

会”精神并部署民盟区委重点工作。４
月１５日，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前
往区文广局看望慰问民盟市委选派在区

文广局挂职副局长、民盟盟员陈琳琳。４
月３０日～５月１日，民盟市委统一战线

与多党合作理论研究组“纪念新中国成

立６０周年统战经典文献解读”开题会在
宝山召开。７月１６日，上海市人大副主
任、民盟市委主委郑惠强到宝山就《建立

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研究》课

题进行调研，区人大主任沈秋余，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参加座谈，副区

长、民盟区委主委李原结合宝山城乡统

筹社会保障的情况作专题汇报。７月１７
日～１８日，民盟区委与区社会主义学院
赴浙江平湖联合举办“民盟区委参政议

政工作暨暑期干部培训班”，民盟市委专

职副主委冯德康应邀作“如何写好社情

民意”的专题讲座。７月 ２３日，在市政
协经济委员会、区政协联合举办的以“邮

轮经济与宝山”为主题的论坛上，民盟区

委副主委、区政协常委钟国定作“关于完

善邮轮港区及对外交通体系的研究”的

发言。８月１０日，在中共区委统战部与
区社会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宝山区民

主党派新成员培训班”上，民盟区委方兆

海应邀作“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参政党成

员”的报告。９月 １８日，民盟市委举行
“纪念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６０
周年”大会，民盟区委方兆海作《解放思

想，开拓统战工作新境界》的主题发言。

１１月５日，中共区委统战部、区社会主义
学院、宝山电视台联合举办“滨江统战

情”统战知识电视大赛决赛，民盟区委代

表队获第三名。１１月２０日，民盟崇明县
委青年工作委员会成员来宝山，与民盟

宝山区委青年工作委员会成员进行交流

座谈。１２月１０日 ～１１日，中国民主同
盟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

北京举行，民盟区委主委李原参加会议。

１２月２８日，民盟区委召开区委（扩大）
会议，民盟区委主委李原对２００９年的区
委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并对２０１０年工作
提出要求和希望。

　　年内，民盟区委与共建单位杨行镇
开展社区共建活动。３月 ７日，民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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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组织医疗、法律专家在杨行镇杨泰中

心广场为社区居民进行医疗、法律义务

咨询。５月１３日，民盟区委方兆海在杨
行镇镇政府报告厅为镇居委书记、主任

及社区骨干作《能力和素质的提高》的

专题讲座。５月２５日，民盟区委组织青
年盟员与杨行镇宣传科共同开展迎世博

“公共秩序日”活动。８月１２日，中共区
委统战部举行“宝山区民主党派社区共

建联席会议”，民盟区委副主委蔡永平作

交流发言。１０月２９日，民盟区委与杨行
镇开展敬老节活动，民盟区委医卫支部

主任杨广林为杨行镇社区２００多名老年
同志作健康咨询讲座。 （张　蕾）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宝山区

委员会（以下简称“民建区委”）有支部８
个，在册会员１９０人，挂靠会员１５人，其
中具有中高级职称１１４人，占６０％；发展
会员９名，转入会员 ２名，逝世会员 １
名。在区政协六届四次全会上，提出《加

强我区水环境治理的建议》、《促进民营

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建议》以及《推进

我区第三产业发展的建议》３件集体提
案、个人提案１４件，其中，委员吴春平代
表民建区委作题为《积极谋划宝字号

“世博之旅”》的大会发言，被列为区政

协“整合特色旅游资源、打造宝字号旅游

品牌”重要调研课题。区委开展年初慰

问、年中送凉等活动，多次向民建市委

“互帮基金”申请，用于对困难会员的

寒、暑二期的慰问。端午节前夕，民建会

员企业龙廷旅行社经理顾险峰联合吴淞

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走访吴淞街道敬老院

慰问孤老。年内民建区委吴淞支部被民

建市委评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度”综合先
进支部。会员魏国琴创办的上海新旭发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２００９年度
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会员

章婷在中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风雨同

舟六十载”主题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中均

获三等奖。

　　１月，由宝山民建会员企业———钢
之杰钢结构建筑有限公司援建的都江堰

市向峨乡产业园综合楼捐赠仪式在都江

堰市举行。４月１７日，接待由黄山市民
建主委汪潇溪率领的市委班子成员和部

分会员企业家来宝山交流活动。６月，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

张榕明率队赴民建中央重点扶贫县———

贵州毕节地区黔西县考察扶贫工作，民

建宝山区委会员、宝山区新净蔬菜园艺

场葛文参加扶贫考察，并与黔西地区达

成招收１００位农民种植户，帮助建设特
种蔬菜供应基地。７月，区委班子成员
出席区政协２００９年重点课题《整合宝山
旅游资源，形成宝字号特色旅游品牌》调

研活动，副主委龙婷就罗店古镇建设提

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８月，推选柯
璇娟、张彤２名会员参加民建市委与市
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民建市委第三

十五期中青年骨干会员（基层支部主

任）培训班；推荐章婷、朱婕、谭士清３名
会员参加民建市委第三十六期中青班学

习；组织１０名新入会会员参加由中共区
委统战部、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

区民主党派新成员培训班。９月 ４日，
主委陈向峰带领企工委成员１５人参加
由民建中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辽宁

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２００９’中国（辽
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与会成员

参加主题演讲、专家演讲、专题论坛、领

导与企业家对话和行业沙龙等活动。９
月，民建宝山区委与民建市委金融工委

举行两委合作共建的签约仪式暨“爱祖

国，喜迎建国六十周年；知民建，共构市

区两委互动”为主题的联合组织活动，市

委副主委徐钧健，民建金融工委主委宋

钰勤，宝山区委主委陈向峰以及两委会

员３０余人参加活动。１１月１９日，邀请
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金融工委主任

兼民建黄浦区委主委、上海黄金交易所

副总经理宋钰勤作《后金融危机时代新

的投资渠道探索》统战系统学习报告会，

民建区委所属基层支部会员４０余人出
席。１１月２０日，由民建区委机关综合支
部、宝山支部和吴淞支部联合举办的形

势报告会在吴淞街道医院七楼会议室召

开，邀请民盟盟员方兆海作“区情、市情、

国情”时事报告，出席会员有 ３０余人。
１１月，组织企工委成员对全区交通运输
仓储业进行调研，形成《２００９上半年宝
山区交通运输仓储业发展情况简析》递

交区政府有关部门。１２月８日，在区民
主党派与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口联系

签约仪式上，民建区委与区经济工作委

员会结对签字。１２月１４日 ～１６日，民
建区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卢畋赴京参加民

建中央画院成立大会，并被聘为民建中

央画院画师；国画作品《罗店水乡》在民

建中央画展上展出，刊入《民建中央画院

画师》画册。 （民建区委）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宝山

区委员会（以下简称“民进宝山区委”）

有支部１４个、会员２４６人，其中具有中
高级职称１１８人，占４８％；退休会员１０２
人，占４１５％；区属单位会员２１０人，占
８５４％；发展会员１２人。全年召开“议
政日”会议２次，共收到会员“金点子”
近８０条，其中向民进市委报送１８条，向
区政协报送１２条；向区人大、区政协提
交书面意见和提案３２件，其中集体提案
２件、人大书面意见 ３件。会员张晓梅
撰写的《开展垃圾分类小知识的宣传活

动》提案被区政协评为２００９年度优秀提
案。年内，民进宝山区委被民进市委评

为“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反映社情民

意先进集体”，在会章会史知识总决赛中

获三等奖。会员奚雪明被民进市委评为

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倪晓茹被民进市委

评为“反映社情民意先进个人”。会员

石方瑜在区统战系统举行的演讲比赛中

获二等奖。

　　年内，区委制定《民进宝山区委学习
贯彻科学发展观实施方案》，并按《方

案》要求，组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在《团结

报》上发表稿件４篇；在民进上海市委报
刊上发表稿件３６篇；向区委统战部报送
信息９０条；编辑出版《宝山民进》３期。
实施“三联系”制度，正副主委共联系支

部１６人次，区委委员联系会员２５人次，
支部领导联系入会积极分子 １８人次。
组织各类活动，其中组织在职女会员参

加有关皮肤保健讲座；开展会章会史知

识竞赛；组织区委扩大会成员赴江苏淮

安、连云港参观学习；举办庆祝建国 ６０
周年“诗歌朗诵会”。开展与吴淞街道

共建活动，组织２次爱心助学，向４位帮
困结对学生捐赠４０００元爱心款和学习
用品；组织会内医疗、法律、教育等专家

多次开展设摊或上门咨询服务，为社区

居民和统战人士排忧解难；组织会内文

艺界人士赴街道参加“庆祝国庆６０周年
联欢会”；组织青年会员参与“我微笑，

我捡起”迎世博清洁家园活动。

（奚雪明）

■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末，有支部１１个，党员２６８人，其
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党员１００人。年内发
展党员８人，外地转入党员３人。全年
收到提案３５件（其中集体提案２件、个
人提案 ３３件）、市人大书面意见 １件。
在区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上，周远航代表

农工党区委作题为《缓解农村“看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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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益尝试与思考———关于区支农“巡

回医疗车”开展医疗服务的建议》的大

会发言。马菁雯撰写的集体提案《关于

加快推进宝山区残疾人事业的建议》获

２００８年度区政协优秀提案称号。农工
党区委副主委、市人大代表徐黎黎在市

人大十三届二次会议上提交题为《科学

加快与扩大医保联网结算社区卫生服务

站的建议》的书面意见。年内共报送农

工党市委参政议政部社情民意信息 ３０
篇，其中主委陆豪撰写的《关于预防甲流

感加强公共卫生设施的一点建议》被市

政协采纳，并受到《解放日报》记者专

访。４月，与区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
“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强参政党自身

建设”党员骨干学习班。与区卫生局再

次进行对口共建签约。由农工党市委推

荐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主任、

主任医师陈良和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

长、副主任医师罗文杰到区卫生局挂职

副局长１年。
　　年内开展社区共建，与共建单位友
谊路街道党工委开展“六个一”活动：即

举办一次落实科学发展观联组学习交流

会；开展一次健康知识大型医疗咨询服

务活动。５月３１日，与农工党市委联合
举办“第二届中国环境与健康宣传

周”———大气环境与健康宣传咨询活动。

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市委主委蔡威等

领导莅临活动现场。华东医院、交大医

学院、市六医院、市环境宣教中心、市环

保局、苏州河综治有限公司、区环保局、

区绿化局等单位的３０余名专家为社区
近１０００名群众提供咨询服务。开展一
次迎世博环境整治活动，组织宝钢、宝中

心、教育等支部的１０余名党员参加友谊
路街道在宝钢四村小区开展的“迎世博，

清洁家园”环境整治活动。举行一次

“迎世博、庆国庆”大型文艺汇演。１０月
５日，在区文化广场联合举办“庆祝建国
六十周年暨迎世博倒计时２００天”———
１０·５窗口服务日集中行动专场文艺演
出，７０余名离退休党员受邀观看演出。
举办一次健康知识讲座。宝中心支部主

任陈无庄在友谊市民中心举办“高血压

与冠心病”的讲座，现场发放预防高血

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宣传手册 １００余
份。举办一次“迎世博”才艺展示活动。

在友谊社区市民中心展览厅集中展出近

１００件由农工党员创作的摄影、字画、盆
景等作品。与区政协文卫体委员会联合

到杨行镇泗塘村开展下乡医疗咨询服务

活动，共为６５岁以上村民提供２００余人

次的诊疗服务，免费提供医技服务 １７５
人次，发放免费药品和健康宣传资料。

在临江公园开展“我爱宝山”树木认养

活动，在市一宝山分院举办健康知识专

题讲座。挂职区卫生局副局长、上海市

皮肤病性病医院副院长王学民教授主讲

“皮肤保健与春夏季皮肤病防治”。区

委参加友谊路街道举办的“学雷锋”健

康医疗咨询服务活动；教育支部、华山医

院支部、宝钢支部参加共建单位举办的

“学雷锋”活动。宝山中心医院支部开

展敬老节慰问活动，为敬老院的老人赠

送毛巾和药品，并为老人们进行健康体

检。教育支部与宝山八村党总支举行社

区共建签约仪式，党员徐金方老师为小

区党员、居委委员和居民作“迎世博，学

英语”专题讲座。

　　年初，农工党区委举行迎新春团拜
会暨电影招待会，支部所在单位党委、共

建单位有关领导、党员近 １８０人出席。
在教师节，组织教师党员３０余人参观上
海博物馆及市政协举办的“光影回眸６０
年———纪念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摄影
展”。组织广大党员参加农工党市委及

中共宝山区委统战部举办的庆祝建国六

十周年系列活动并获多个奖项。在区委

统战部举行的“风雨同舟六十载”统战

人士主题演讲会上，秘书长陆伟群演讲

的《祖国，我为您骄傲》获三等奖。教育

支部党员张积杰的书法作品《楚简：西江

月·沪杭道上所见》入选“山水和韵颂

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上海

宝山、浙江兰溪书画联展”。在区委统战

部举行的“滨江统战情”系列活动之“同

舟共济　共创未来———颂歌献祖国”统
战人士诗歌朗诵会上，农工区委代表队

表演的“祖国啊，我为您自豪”获诗歌朗

诵比赛二等奖，并参加农工党市委举办

的庆祝建国６０周年诗歌朗诵会。党员
沈利华的作品《五彩滩》在市政协举办

的“庆祝人民政协成立６０周年委员摄影
展”上获优秀作品奖。在农工党市委举

办的“纪念建国６０周年”征文活动中，曹
惠娟撰写的《我与祖国三十年》、陆伟群

撰写的《祖国，我为您骄傲———一位民主

党派成员的心声》获二等奖，颜勤忠撰写

的《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周刚撰写的

《我与祖国同成长》获三等奖。在中共

区委统战部举办的统战知识电视大赛

中，党员顾正红、葛伟慧、吴晨代表农工

党区委参赛并获三等奖。农工党区委获

农工党中央组织工作先进集体、农工党

市委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优秀组织

奖。农工党区委及农工党教育支部、宝

山中心医院支部获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度农
工党市委组织工作先进集体，陆豪、庄祥

弟、田小艳、陆伟群获优秀组织工作者称

号。农工党区委获区２００８年度宣传工
作二等奖，主委陆豪的《牢记“五一”口

号加强多党合作》获区统战优秀论文二

等奖，庄祥弟的《坚持多党合作，携手共

创伟业》、陆伟群的《提高素质　增强能
力》获优秀论文三等奖。主委陆豪获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农工党市委参政议政工
作先进个人。中铝上铜铜管厂副厂长、

宝钢支部党员黎晓桃获“上海市三八红

旗手”称号。主委陆豪、仁和医院支部副

主任关颖获区卫生系统首届“有突出贡

献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奖”。教育支部委

员张红梅获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三八红
旗手”称号。业大支部党员吴清峰获

“２００８年度宝山区新长征突击手”称号。
（陆伟群）

■九三学社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　至年
末，九三学社上海市宝山区委员会（以下

简称“社区委”）有支社 ８个，社员 ２８７
人，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社员２７７人，
占９６５％，离退休社员１３６人；发展社员
１５人，调入社员２人，调出社员２人，去
世社员３人。前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曹
燕华成为社区委的新社员。同济大学出

版社综合事业部主任、社员辜翔作为入

选市党外干部挂职锻炼基地的第二批成

员，挂职区文明办副主任。在区政协六

届四次会议上，社区委提交《大力推进整

治?藻浜的建议》、《建议加强宝山临终

关怀工作》、《进一步控制扬尘污染的建

议》的３件集体提案，其中《抓住机遇推
进?藻浜水环境整治的建议》作为大会

发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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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件、书面
意见３件，委员黄钢祥的《加强绿化管理
力度》和金国平的《改造大场镇南大路》

被评为 ２００９年度优秀提案，黄钢祥的
《为顾村公园改改名的建议》被评为“我

为世博献一计”优秀建议。在市政协会

议上，社区委主委徐静琳代表九三学社

上海市委作《拉动旅游消费　促进经济
增长》的大会发言。社区委课题《关于

加快郊区河道水环境整治的建议》获社

市委课题提案工作二等奖，４月１０日的
《联合时报》对社区委课题进行了报道，

其标题为“苏州河在变清　?藻浜要还
帐———九三学社宝山区委呼吁：抓住机

遇截污疏浚调整产业结构”。社区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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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社市委信息２１件，被录用１６件，其中
徐静琳的《反腐的关键是建设制度体

系》被社中央和市政协采纳；沈勇民的

《通过商会帮助民营中小企业渡过金融

危机难关》被社中央采纳，并刊登在《联

合时报》；社区委的《对建设长江路隧道

的建议》被市政协采纳。

　　４月２３日，社区委联合区社会主义
学院举办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培训班，

社区委支社委员以上干部和后备干部

５０余人参加；１１月９日，联合淞南镇党
委和上海大学理学院党委开展科学发展

观中心组联组学习，社区委正副主委和

负责共建的社员参加中心组联组学习；

１１月 ２３日，与九三学社上海大学委员
会召开第五次共建联席会议，就中共十

七届四中全会等内容进行学习交流。开

展庆祝建国６０周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和“六个为什么”等征文活动，其中

《岁月蹉跎乃从容》和《光辉的历程》２篇
征文被《团结报》刊用；《民主党派区委

与社区结对共建大有可为》被收录在上

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出版的《参政党基层

建设研究文集》。３月 １２日，区委统战
部召开区统战理论研究暨统战宣传工作

总结表彰会，社区委获统战理论研究和

宣传工作优秀组织奖和统战宣传工作

奖，３篇文章获统战优秀论文奖。１２月
２３日，社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暨先进
表彰会，社区委荣获“６０周年征文”优秀
组织奖，沈勇民被评为优秀通讯员。９
月２日，社区委召开６４周年社庆暨先进
表彰会，１２名社员被授予“感动九三”特
别奖，２８名社员被评为先进社员，第三、
六、八支社和学习宣传专委会、社区共建

专委会以及参政议政专委会被评为社区

委先进集体。组织社员积极参与区委统

战部的“滨江统战情”系列活动。在演

讲比赛中，社员陈志洪获二等奖；在诗歌

朗诵比赛中，社员哲剑虹、罗致旭获纪念

奖；在统战知识电视大赛决赛中，社员韩

冰、陈志洪和王培华代表社区委获第

一名。

　　年内，开展对社员的“夏送凉、冬送
暖”等慰问活动，慰问社员 ３０余人次。
社市委副主委李定国代表社市委慰问社

区委副主委王普祥，并转送社中央主席

韩启德的慰问信和王选关怀基金。９月
１３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中
央主席韩启德在上海市副市长、社市委

主委赵雯，中共宝山区区委书记吕民元

等陪同下视察社员曹燕华创办的乒乓培

训学校。５月１４日，社区委专委会组织

老年和妇女社员参观昆山千灯古镇和大

唐生态园。开展各项实事项目，在淞南

镇组织开展学雷锋和重阳节的医疗、法

律咨询活动和统战知识宣传。结合迎世

博３００天，联合社市委和区政协科技委
在淞南镇举办“科普讲坛”淞南巡讲活

动，“科普讲坛”报告团作题为“世博园

区园林建设”报告。区疾控中心的社员

黄红儿在淞南十村居委为居民们作“高

血压的危害与预防”医疗讲座，并开展

“万人糖尿病筛选和干预研究”免费项

目活动，为淞南镇３０００余名糖尿病患者
进行为期２个月的免费体检和义诊，《联
合时报》、《宝山报》和宝山电视台等对

此进行了报道。为社区３名困难学生进
行跟踪帮困和送资助金。

　　年内，曹燕华入选《中国恒好光耀
６０年———恒源祥最具影响力的新中国
体育人物评选》候选人，被命名为宝山区

第六批拔尖人才；徐静琳当选上海市法

学会港澳台法律研究会副会长，主持全

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课题《澳门

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研究》；涂卫国的“辐

射管加热装置”和“倾动式钢包除尘罩

机构”获第十八届全国发明铜奖；张天民

的“宝钢股份宝钢分公司———炼钢 ４＃
ＲＨ２＃ＬＦ精炼装置工程设计项目”获
２００９年全国冶金行业优秀工程设计一
等奖；宝山电视台纪实频道以“莫道黄昏

近，杏林红依旧”为题报道黄红儿服务社

区的先进事迹。 （沈勇民）

■宝山区工商业联合会　至年末，区工
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区工商联”）有

基层商会１７家，其中镇商会９家、街道
商会３家、园区商会１家、行业商会２家
（钢结构商会、物流商会）、异地商会２家
（温州商会、萧山商会）。年内新发展企

业会员１４０户，累计共２０８８户。８月１８
日，萧山商会成立，上海金刚冶金材料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楼燕当选为会长。

年内，区工商联主要工作：（１）开展
主题活动。７月１１日，举办以“寻找新
的增长点———金融危机下钢铁贸易企业

的生存之道”为主题的论坛，市、区有关

领导及全国各地钢铁商会、专家学者、从

事钢铁贸易的企业家等６００余人出席论
坛。开展“四大”（大走访、大调研、大服

务、大联合）主题活动，阶段性密集式走

访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了解企业

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政策扶持、个

案服务、系列培训、科技支持、平台搭建

等形式为企业提供服务，共为１５０余家

企业融资贷款近４亿元，邀请市有关专
家集中为１２家民营科技企业上门提供
政策辅导、实务操作等科技服务。（２）
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多项服务。加大对外

招商引资力度，共引进企业２０余家、资
金２亿余元。动员２９家民营企业申办
成立小额贷款公司３家。出资聘请上海
沪港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常年法律顾问

团，为会员企业免费审查有关法律文书，

以优惠价格提供诉讼、调解、仲裁等法律

服务，年内服务会员企业５０余家。与上
海仲裁委员会宝山仲裁中心合作，通过

发放宣传资料、走访宣讲、个案服务、实

务培训等形式，为区内２０００余家民营企
业提供以民商事经济合同纠纷为主要内

容的仲裁服务。组织由区统战、工商、税

务、劳动保障等１５个部门组成的综合评
价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从思想政治素质、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企业发展与经营管

理状况、个人修养、公众形象等方面，对

非公经济人士中的市、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工商联执常委等共１２５名非公经
济代表人士进行综合评议考察，建立非

公代表人士综合评价数据库。（３）为促
进就业服务。动员企业参加２００９年民
营企业招聘周、“帮企业，促就业，保稳

定”大型公益招聘会、宝山区“春风送

岗”农民工专场招聘会、“２００９年上海工
会百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农民工招
聘宝山专场等多个招聘会。据不完全统

计，共有会员企业 ５７户提供就业岗位
６５６个。配合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推进２０余家经营较为成熟、具有社
会责任感的企业成立创业见习基地，为

创业者提供实践和指导。（４）开展扶贫
帮困。引导民营企业家、温州商会分别

与大场粮油公司困难职工、罗泾民众村

的贫困户进行扶贫帮困结对。（５）组织
学习培训。联合有关部门、行业商会，邀

请有关领导和专家，投入１０余万元举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民

营企业危机管理、企业员工普法教育等

为主要内容的最新政策解读及实务操作

培训１０次，会员企业组织人员１０００余
人次参加培训。（６）开展调查研究。会
同区委统战部联合调研，形成的《搭建平

台，集聚力量，促进区域发展———从五届

“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看工商联

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材料，获市委统战

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区工商联获市工商联关于２００８年度上
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工作一等奖；《当好民

营企业宣传员、协调员、服务员》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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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央统战部向全国转发推广。

（盛红珠）

８月２９日，区总工会举办的“阳光就业行动”大学生职介专场现场 摄影／顾莉莉

工会
■概况　至年末，区总工会辖有大口、直
属工会４３个，比上年增加２个；基层工
会 １９０９个，增加 ２００个。涵盖单位
１００１８个、职工 ３５６４６３人，其中女职工
１２３１９０人、农民工 １２１３５７人。有会员
３３１０２２人（其中女会员１０３５２４人、农民
工 １０１１８９人），比上年增加 ２５００３人。
年内主要工作：（１）健全民主管理制度。
制定下发《２００９年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
工作要点》、《宝山区企事业单位民主管

理工作台帐》、《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等

文件，引导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印

发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台帐，强化基层企

业工会的“２＋Ｘ”模式，国有、集体企业
职代会建制率达 １００％，非公经济组织
和区域性行业性工会组织职代会建制率

达到８０％以上。顾村镇总工会、区国资
委工会获上海市推动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称号；上海祥明仪表

机箱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被评为上海市
职工最满意企（事）业单位；上海东晨市

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陈霖等３人被
评为上海市职工信赖的经营（管理）者。

（２）开展劳模工作。举办大型“庆五一
劳模先进座谈会”，区四套班子主要领导

到会慰问劳模先进。健全劳模动态管理

机制、日常联系机制、和“劳模之家”延

伸活动机制，编制《楷模 －宝山劳模集
锦》画册，完善劳模信息库，开通劳模服

务热线，建成罗店、顾村、庙行、高境等４
个基层劳模之家工作站，全年走访劳模

２６３人次，发放劳模慰问金 ５４万余元。
开展争创“用户满意服务明星”活动和

“世博企业行”宣传活动，为近８万人次
的农民工开展“迎世博上海农民工基本

素质教育培训”，３２家基层班组被评为
上海市文明班组。区总工会获上海市迎

世博宣传教育贡献奖和“爱祖国、迎世

博、谋发展”上海市民经典诗文诵读大赛

二等奖。联合区人保、安监等部门开展

职业技能竞赛和“安康杯”竞赛活动，全

区共有４个班组（集体）获市工人先锋
号、９３个班组（集体）获区工人先锋号。
（３）推进维权工作。开展工资协商工
作，覆盖职工６４６００人，集体合同覆盖率
８７％。工会兼职仲裁员参与劳动仲裁办
案１５２１件，参与调解 ５７７件，参与办案
率４５７％。（４）加大工会组建力度。推
进小型非公企业工会联合会建设，建立

非公企业工会联合会 ２０家，配备社会
化、专职化工会干部１５人。指导基层工
会换届选举，全年审批基层工会换届选

举１２家，制作发放工会法人资格证书８５
份。完成区私企协会下属１７家企业联
合会注销及８家非公企业工会组织关系
的转隶属工作。开展工会干部教育培

训，累计共培训工会干部２５００多人次。
（５）开展宣教工作。组织开展“迎世博，
上海农民工基本素质培训”、“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倡议仪式”等活动，并与市总
工会宣教部联合培训、组建“上海迎世博

上海农民工基本素质教育培训和大学生

世博宣讲团”，向农民工宣传世博知识、

传播世博理念，播放“上海市农民工基本

素质教育电视宣传片”１００余场。

■开展“十送”实事工程　年内关注民
生，开展“十送”实事工程。一送岗位：

举办“百企千岗进社区，真情援助你我

他”工会大型职介专场，提供岗位 ４１１７
个，达成录用意向２７３２人；举办“阳光就
业行动”大学生职介专场，提供岗位

１５９９个，达成录用意向３８８人，举办大学
生见习招聘会，录用２１名大学生参加宝
山工会系统见习。二送培训：为２０３名
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三送服务：

区、街镇两级职工援助服务网络建设初

见成效，逐步推进庙行、吴淞等街镇职工

援助服务分中心“一门式”标准化建设

逐步推进，为职工开展就业指导、法律咨

询、法律援助、互助保障等一条龙服务。

四送保障：为２０００名困难企业职工提供

团体意外保障，为９９７名困难企业女职
工提供团体女职工特种重病保障，全区

互助保障办理参保在职（退休）职工约

１６万人次。五送健康：为建筑工地（企
业）赠送２００只药箱，联系医院下基层为
１４８０名女职工开展免费妇科体检，联合
区食药监局开展职工食堂卫生监督检查

活动。六送文化：举办“宝山工会庆祝新

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歌咏大会”活动，开展
“百场电影进工地”活动，放映电影１０６
场，观看职工７３５８０人次；开展“创争”活
动，建成首批标准化职工书屋５８家，面
积４６９１平方米，藏书近８３４万册，区环
境监察支队、长江口公司获市学习型企

事业先进单位称号。七送法律：举办职

工学法讲座，开展法律宣传，受益职工近

５０００人次，为基层一线工会干部和职工
发放《职工法律知识手册》４０００册，聘请
律师驻会为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八送温暖：在元旦、春节帮困、金秋助学

和临时帮困等方面共发放帮困金６１０８
万元。九送清凉：全区各级工会共投入

资金５２３３万元，为近１５万名职工送上
防暑降温用品。十送连心卡：向全区２４
万余名职工送上“工会是职工温暖的家，

有事请往家里打电话”的工会与职工

“连心卡”。

■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　与区安监
局、区卫生局联合组织参加全国职工安

全健康知识竞赛，通过编制电子宣传材

料、举办“安全月”活动等载体进一步丰

富“安康杯”竞赛的内涵，全区共有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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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２日，区总工会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歌咏比赛 摄影／顾莉莉

个企业近３万名职工参赛。将竞赛活动
向非公有制企业覆盖、向中小型企业覆

盖，共有１４４个非公有制企业参赛，比上
年增加８６６７％；参赛班组９３６个，参赛
职工２１７０９人，其中“两新”组织１４１家，
占参赛企业数的９７９１％。“安康杯”竞
赛活动中，获市优胜单位６个、市优秀班
组７个、市先进个人４人、市优秀组织单
位３个，区总工会连续两届获市优秀组
织单位称号。

■开展“共度难关，为企业献计献策”活
动　开展“共度难关，为企业献计献策”
活动，共收到各类建议２１４９条，产生经
济效益５２０余万元。向上海市节能减
排优秀合理化建议评选活动推荐项目４
项，分获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
奖１项；推荐上海市职工发明家和技术
能手１５人，其中获得上海十大职工发
明家称号 １人、获得技术能手称号 ２
人；向第二十二届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

赛推荐项目４６项，其中获金奖３项、银
奖９项、铜奖 ８项，区总工会获得优秀
组织奖。

■“争先创优”活动表彰　３月１９日，区
总工会在金富门酒店举行“争先创优”

活动总结表彰会议，１４个街镇（园区）与
区总工会签订全年工作目标责任书。会

上，共表彰规范化建设先进单位１１个、
工会组建工作先进奖１０个、工会组建工
作优秀奖６个、工会工作特色奖１４项，
工会先进工作者６３人、先进工会之友２３
人。 （胡立伟）

共青团
■概况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中有１４
至２８岁青年 ８８万人，占户籍人口的
１０％。共有共青团员 ３９万人，其中年
内发展新团员２８００人；有团委４８个、团
总支 ９２个、区属团工委 ８个、团支部
１２１９个。有少先队大队 １０４个、中队
１４３４个，大队辅导员１０５人、中队辅导员
１９１３人。年内举办基层团干部信息化
工作培训班、学校系统团干部培训班、社

区和农村团（总）支部书记培训班以及

机关、事业单位团（总）支书记培训班，

培训６６４人次；推荐优秀团干部、青年参
加团中央、团市委等培训２５人次。推进
“两新”组织团建工作，完成全年新建

１０４家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的建团目
标；召开“两新”组织团建推进会，举办

“喜迎世博，唱响青春”———宝山区“两

新”青年歌手大赛、“两新”组织团（总）

支部书记培训班、“共青园”图标评选活

动等。开展示范群体建设，淞南镇团委、

吴淞中学团委获“上海市五四特色团

委”称号，公安宝山分局刑侦支队团支部

获“上海市五四特色团支部”称号；罗泾

镇陈行村团建工作被评为上海市“优秀

村级团建工作项目”，顾村镇王宅村、大

场镇东方红村团建工作成为２００９年上
海共青团“优秀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

作”专题调研项目。友谊路街道宝钢六

村团支部、月浦镇第二居民区团支部获

上海市特色居民区团组织；顾村镇青年

成长沙龙获“上海市特色青年中心”称

号；友谊青年“博·乐”文化俱乐部获

“上海市青年中心特色社团”称号。区

少工委被授予“中国少年平安行动优秀

组织奖”称号；宝山实验小学春苗中队被

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团区委理论

研究成果《“农民工第二代”犯罪防控体

系研究：以宝山为例》获２００９年度上海
共青团优秀调研成果二等奖。

■开展青春世博行动　（１）世博志愿者
工作。完成首批 １９００４名候选人参加
“中国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面试
选拔，产生４２０名世博会园区志愿者候
选人以及２９５２名城市服务站志愿者候
选人；在区域范围内完成６个世博城市
服务站外建站点和３４个内设站点选址
工作；筹备世博志愿者培训工作，确定上

海行知学院作为区世博会志愿者培训基

地；举行“奔向世博—冲刺 １００”———宝
山区迎世博倒计时１００天行动暨世博志
愿者誓师大会。（２）开展各类文明志愿
服务。全区各学校组建红领巾志愿服务

队５６０余支，开展以“小手牵大手，文明
迎世博”为主题的文明劝导、清洁家园活

动；组建宝山学子志愿者服务总队，定期

开展“左行右立，文明乘梯”宣传行动；

组织大学生参加“环保世博”节能减碳

创新行动。在社区中组织青年参与“宝

山青年在行动”环境清洁、文明停车行

动、“小志在行动”文明行车活动。在窗

口单位组织青年开展“微笑窗口”优质

服务示范活动。开展“融入世博，奉献滨

江”宝山区青少年啄木鸟行动，收到各界

青少年反映不文明现象的数码摄影作

品、漫画、ＤＶ作品４００余件。（３）推广世
博知识。组建５０人的“宝山区青春世博
宣讲团”，开展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

进机关、进学校“五进”活动，举办宣讲

活动１００余场，参与人数 ４０００余名；开
展“世博心语”传递活动，参与上海市中

学生十大“世博行动标志”征集活动。

（４）弘扬志愿精神。组建与援摩洛哥医
疗队员家属、援滇干部家属结对青年志

愿服务队；试点开展宝山区团支部与离

休干部党支部结对工作；组织青年志愿

者参加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活动。

在迎世博“倒计时４００天”期间，团区委
获上海市迎世博志愿服务贡献奖和区健

康城市志愿者优秀团队称号。

■召开“五·四”表彰大会　５月５日，
举办宝山区纪念“五·四”运动９０周年
表彰大会暨“双争、双促”青年主题论

坛，表彰一批获得市、区两级荣誉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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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年内，宝山区共

有１２人被评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４
支队伍被评为新长征突击队，宝山区评

出新长征突击手１００名、新长征突击队
３０支。

５月５日，宝山区召开纪念五四运动９０周年表彰大会 摄影／顾莉莉

■推进团中央统筹城乡团建试点工作
　７月，团区委与福建宁德团市委共同
开展的跨区域流动团员管理项目被列为

团中央基层基础团建工作统筹城乡试

点。团区委通过走访调研，制定《统筹城

乡团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与宁德团市

委签订《跨地域流动团员管理合作协议

书》，签署《关于统筹城乡团建试点工作

的合作备忘录》，建设标准化团室，开展

培训、歌唱比赛、提供就业创业咨询等活

动和服务，提高流动团员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推进试点工作。年内，罗店中学被

团中央列为农村普通中学团建试点项

目，着力推进宿舍团建工作。

■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９月１４日，组织
开展“关注民生———我为宝山发展献才

智”青联委员参政日活动；５月，举行“争
当克难先锋、争当创新主力，促进经济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青年主题论坛；举办

３场“春暖浦江”上海青年就业创业大讲
堂宝山专场活动，帮助青年树立正确择

业取向、宣传青年创业典型，有５００余人
次参加。建设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共签约“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２５个，
涉及物业管理、食品加工、商业商务、信

息技术等各种行业。年内推荐青少年就

业４２５５人次，成功实现就业 ５６０人；推
荐技能培训１２１２人，推荐各类学历培训
５３９人。

■举办主题实践活动　围绕庆祝新中国
６０周年，举行“向祖国致敬———宝山区
青少年纪念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升旗仪
式”，与区双拥办、文明办联合开展双拥

知识竞赛，组织团员青年参观６０周年大
型图片展。围绕少先队建队６０周年，举
办“童心向往 ２０１０”———宝山区少先队
庆“六一”表彰大会暨小小世博游园会。

围绕青少年文体活动，举办 “相约

５１７”———宝山、上飞青年联谊活动、宝山
区“新鸳鸯杯”美津浓青少年羽毛球公

开赛。

■实施青少年事务管理　至年末，全区
有社区闲散青少年 ７１４３人，其中男性
４４３４名、女性２７０９名。年内推出“游戏

疗法”，共组织１万余名青少年参与特色
疗法活动；探索联校社会工作，开展“阳

光点亮校园”、“阳光展翅”等项目。启

动“阳光天使，关爱成长”活动，为６０００
余名来沪务工人员子女开展服务，该项

目获市社区办颁发的品牌化项目三等

奖。探索“关爱青春，同沐阳光”青春期

教育项目，组织互动式培训４２场、关爱
青春大使培训３次，有２０００余人参加。
开展诉前考察工作，与区检察院建立未

成年人社会观护体系，对８名来沪青少
年开展观护工作；开展教育考察个案１１
个，其中结案７个。区工作站获“上海市
优秀工作站”、“上海市新长征突击队”

称号。

■开展少先队工作　１２月１６日，举行
“与祖国共奋进，和宝山同发展，争做现

代化滨江新区小主人”少先队宝山区第

七次代表大会，回顾总结过去３年宝山
区少先队工作，提出今后３年全区少年
儿童发展目标和要求，来自全区各中小

学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年儿童

工作者 ４００余人参加。大会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学年度宝山区“十佳少先队员”、
“十佳少先队辅导员”和宝山区第二届

“星星火炬”奖章获得者颁奖，并举办少

代会代表提案现场解答以及“美丽滨江

城，你我共建设”社会实践体验活动。年

内开展“学礼仪、迎世博、树新风”宝山

区少先队自编“世博欢乐手操”展评活

动；红领巾与共和国”之“我们都从少先

队中走来”大型人物寻访活动，全区共有

６０余所学校先后寻访典型人物 ５２名；
围绕世博主题，举行“倒计时５００天”世

博宣传进社区活动、“倒计时４００天”主
题集会活动、“倒计时３００天”雏鹰假日
小队暑期迎世博活动启动仪式以及“倒

计时２００天”集会暨少先队检阅式活动；
开展 “学习贺信精神，争当四好少

年”———红领巾学习心得交流会；举行

“共话少先队６０年”知识竞赛。年内，全
区获“上海市十佳好苗苗”１名、“上海市
优秀少先队长和优秀少先队员”１４名、
“上海市当代小先生和好苗苗”１８名、全
国优秀中队１支、市“红旗大队”４支、市
“快乐中队”４支、市“活力小队”７支。

（马　越）

妇联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街、镇妇联组织
１２个，村妇代会 １０７个，居妇代会 ２８７
个，工业园区妇委会２个。年内，全区各
级妇女组织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开展特色工作。针对居村妇代主任换届

上岗需求，举办新一轮基层妇女干部岗

位培训班，有３７９名基层妇女干部参加；
与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联合举办区第

三期优秀女青年干部培训班，有６５名来
自各条战线的女青年干部参加；与区委

组织部、区社会工作党委等联合举办“两

新”组织“党建带群建、群建促党建”专

题研讨班；举办“为春华秋实六十载干

杯———牵手风雨路、相伴中华行”钻石婚

庆典。市“平安家庭”创建活动领导小

组通过观看专题片、查阅工作台帐、实地

走访维权点等形式，对宝山区“平安家

庭”创建工作进行检查考评，考评结果为

优秀。罗店镇张士村被全国妇联命名为

全国“巾帼示范村”，区建筑业受理服务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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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受理服务科、上海通用金属结构工

程有限公司总经办被评为全国巾帼文明

岗，泗东小学被评为全国示范家长学校，

“邻里一家亲，家庭志愿者在行动”项目

被评为上海市迎世博贡献奖（环境整治

贡献奖）。

区妇联开展关爱困难妇女送温暖活动 区妇联／提供

■完成居（村）妇代会换届　４月，与区
民政局联合下发宝妇９号文《关于做好
本区居（村）妇代会与居（村）委会同步

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整理、下发居

（村）妇代会换届选举的工作资料，举办

“做好换届工作、扩大妇联影响力”的专

题培训，为换届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

础。８月１４日，市妇联张丽丽主席视察
罗店镇天平村的妇代会换届工作，并给

予充分肯定。６月～９月，全区３３８个居
（村）妇代会完成换届工作，村主任、居

委主任（含副职）担任妇代主任的有７７
人，占２２７％；村书记、居支部书记（含
副职）担任妇代主任的有 １４８人，占
４３８％，比上届提高 １１７％；居（村）妇
代主任进入“两委”班子的比例为

９７３％。新一届居（村）妇代主任中，大
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１７３人，占５１２％，
比上届提高１６６％，基层妇女干部队伍
呈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趋势。

■开展“三八”妇女节系列纪念活动　３
月８日前后，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３月，组织“感受新生活、精彩每一天”处
级女干部联谊活动。举办庆“三八”女企

业家联谊沙龙，共商面对金融危机共度

难关的良策。３月 ６日，举行宝山区纪
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９９周年表彰

大会和“三八”红旗手、红旗集体先进事

迹展演，表彰２４０名全国、市、区“三八”
红旗手和３４个全国、市、区“三八”红旗
集体，通过说唱、小品、戏曲等形式，展示

各行各业三八红旗手、红旗集体的感人

故事，各界妇女代表６００余人参加。

■开展“迎世博、邻里一家亲”主题活动
　年内围绕“百万家庭行礼仪，文明和谐
迎世博”———“邻里一家亲”主题活动，

设计、制作印有“邻里携手一家亲、热情

文明迎世博”字样的宣传护手霜，共发放

１万支。向全区家庭发出“送一个微笑、
道一声问候、给一个帮助”的倡议，建立

“敞开一扇门、播下一片情、共享一份

乐”的新型邻里关系，举办“邻里结伴同

游、共享自然之乐”、“邻里一家亲、我们

都是上海人”、“邻里同台赛，厨艺大比

拼”、“浓浓邻里情、同乐闹元宵”等一系

列活动４９４次，参与居民约６５万人次。
１１月２４日，召开２００９年“邻里一家亲”
活动现场推进会，评选优秀示范点

１７个。

■开展迎世博系列活动　融入迎世博
“三五”行动计划，开展各种特色活动。

举行“洁净的城市，可爱的家”———宝山

区“家庭志愿者在行动”、“微笑的城市，

满意的你———宝山区巾帼文明岗在行

动”活动，引导宝山市民人人动手，清洁

环境。与宝山电视台联手举办《市民话

宝山》迎世博专题访谈节目，号召家庭以

实际行动参与世博，争做文明宝山人。

举办２场“百万家庭行礼仪，文明和谐迎
世博”家庭礼仪专题讲座，社区居民３８０

余名参加。举办２００９年上海家庭迎世
博全家福图片社区巡展———酷一夏上海

家庭志愿者社区服务行活动。

■推进政府实事项目实施　年内完成各
项政府实事项目。与区有关部门共同开

展困难妇女、退休妇女免费妇科病、乳腺

病筛查项目，确定８家有妇科检查资质
的医院为实事项目免费筛查点，落实１６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配合检查单位，

全区 完 成 筛 查 ３１００９人，完 成 率
１０３４％。通过检查分析，患病率为
３７８％，其中恶性肿瘤 １７例，均手术治
疗。开展农村妇女“千村万户”信息化

宣传普及工作，完成２８万人次宣传普
及任务。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组建学法用
法讲师团，开设“以案说法”系列讲座１２
场，受益妇女１３００余人次。举办妇女维
权大型咨询活动 ３６场，发放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０余份，接待咨询７５００余人次。编
制《宝山区妇女儿童宣传教育服务手

册》，下发基层１２万册。组织广大妇女
及家庭参与全国妇联举办的“平安·健

康家庭大行动”，近３００人次获奖。与司
法所、公安派出所联手协作，及时调处信

访案件，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年内各

级妇联组织共计接待来信、来访、来电

２７３１件。

■开展帮困和助学活动　关注社会困难
群体，制定《关于做好宝山区妇联系统综

合帮扶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宝山区妇

联关爱特殊对象未成年子女行动工作计

划》，定期走访困难家庭，及时准确掌握

困难家庭情况，实现帮困审核一口上下，

使帮扶工作落到实处。全年为４６４名患
病卧床的老“三八”红旗手、准孤儿、患

妇科重症贫困妇女等送去帮扶金和慰问

款５４３３万元。依托区慈善基金会开展
助学活动，与区慈善基金会、区科委联手

举办慈善义工爱心辅导班，为３０余名贫
困生免费补习英语；为４９０名困难学生
和残疾儿童发放助学金１２２３２万元。

■和谐家庭建设　年内推进和谐家庭建
设。招募心理咨询志愿者，成立区妇女儿

童心理援助中心。举办完善社区家庭文

明建设指导中心运作专题培训班，向社会

统一招募家庭志愿者１６４９名。开展科学
育儿进社区活动，举办社区散居儿童领养

人“大妈妈讲堂”，组织近２万户散居儿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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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家庭参与“迎世博六一嘉年华”系列活

动。举办家庭教育宣传周系列活动，开办

“名师讲坛”、“心理健康和家教艺术”等

讲座，４００余名家长参加。举行新上海人
育儿方法大讨论，１００余名新上海人家
长、老师及有关专家参与。召开宝山区

“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推进会暨反家庭暴

力工作联席会议，坚决遏制家庭暴力，在

全区创建“零家暴小区”。

３月５日，宝山区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９９周年表彰大会暨先进事迹展演
摄影／顾莉莉

■参与新农村建设　５月１９日 ～２３日，
配合市新农村新女性千人培训计划，在

全市第一家举办为期一周的庭院建设女

主人培训班，来自创建美好家园示范村

的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５２人参加培训。
６月１５日～１９日，举办为期一周的宝山
区外来女性创业就业培训班，６０名外来
妇女参加学习。在罗泾、顾村、杨行３个
镇３５个村推广向日葵种植项目，面积
１１３公顷。９月２３日，召开庆祝新中国
６０周年暨“双学双比”活动２０周年宝山
区历届全国、市、区“双学双比”女能手

代表座谈会。

■开展“巾帼建功”竞赛活动 　年内向
全区８０家争创“巾帼文明岗”的窗口单
位发出“迎世博６００天宝山区巾帼文明
岗创建行动”倡议书。举办２期巾帼文
明岗负责人培训班，全区争创市、区巾帼

文明岗的单位负责人、街镇妇联主席、女

工干部等近１３０人参加。开展上海市巾
帼文明岗创建对口互评活动，与虹口区

妇联、杨浦区妇联、市经济信息委、市人

力资源保障局等联合组成市评议检查小

组，对宝山区教育、卫生、社区服务中心

等４３家窗口行业及单位进行检查、评
议。通过考评，全区申报单位全部被评

为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区妇幼保健所妇保科被评为全国三八
红旗集体　妇保科的医生们把病人当做
亲人，把优质服务作为责任，以高尚的医

德、精湛的技术嬴得群众的信任。很多

病人专程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就诊，每年

收到口头和书面表扬２０余次，手术医生
曾４次获“千例手术无事故”表彰。妇保
科承担市政府实事工程中１６０００人次的
妇科普查和全区妇科普查质控任务，她

们以高度责任心，做好每一项检查，共筛

查出恶性肿瘤１０例。妇保科还承担全
区医疗机构专业业务指导工作，在对基

层业务督导中，她们严把质量关。近年

来，区妇幼保健水平不断提高，孕产妇系

统管理率、孕产期保健知识普及率、母乳

喂养率均达到较高水平，户籍人口连续

１２年未发生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率
达发达国家标准，外来人口围产儿死亡

率保持低水平。

■尹阿妹当选新中国６０年上海百位优
秀女性　尹阿妹，１９３８年生，是新中国
第一代女拖拉机手，连环画《女拖拉机手

尹阿妹》中的主人公。１９５６年３月８日，
尹阿妹从上海第一期拖拉机手训练班结

业，到北郊区八一拖拉机站工作，成为上

海市第一个女拖拉机手。１９５８年，被推
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代表中国青年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后

在宝山县杨行公社担任女拖拉机手，创

下日耕１３１亩的纪录，并钻研节约成本
的三棱套耕法。６月 ～９月，在市妇联、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

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主办

的“新中国 ６０年上海百位杰出贡献女
性”推选活动中，尹阿妹顺利当选。

（杜　红）

其他团体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区工委会
　至年末，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宝山
区工委会（以下简称“区工委会”）共有

同学９人，最小８２岁，最大９４岁。同学
钱振中于３月病故，享年８５岁。
　　年内，区工委会共走访慰问同学近
１２０人次，发放慰问品、慰问金合计２万
余元（含市、区慈善基金会），对身体状

况差、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同学实行重

点走访和特别照顾，力求做到节假日人

人走访，关心到家，日常走访每月一次。

国庆６０周年期间，走访慰问９名同学。
敬老日、重阳节前夕，组织部分老同学参

加由民革区委组织的体检活动。

　　年内组织各类活动。４月２９日，组
织同学及亲属、后代近 ３０人召开学习
“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３０周
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座谈会。５月
２２～２４日，组织黄埔后代及亲属赴浙江
临安、天目山考察。６月１２日，是黄埔军
校建校８５周年纪念日，组织黄埔同学及
后代在宝山临江公园姚子青营抗日牺牲

纪念碑前举行祭悼仪式。８月１３日，是
淞沪抗战７２周年纪念日，市工委会和区
工委会部分同学及亲属、后代在淞沪抗

战纪念馆举行追思抗日英雄参观教育活

动。当天，部分同学及后代在淞沪抗战

纪念馆前参加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局、

区委统战部举行的“迎世博盛会，撞和平

之钟”纪念仪式。１０月２７日，组织黄埔
二代沈雍容、李佩兰、曾民主３人参加由
区委统战部举办的“滨江统战情”系列

活动之一的宝山区统战知识电视大赛。

在重阳节，组织同学及其亲属、后代 ３０
余人举行“今秋话重阳”座谈会。

（王丽华）

■上海市宝山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至年
末，全区有归侨１１１人，侨眷、港眷、澳眷
１７万余人，外籍华人眷属１６万余人。
华侨、外籍华人主要分布在印尼、美国、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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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国香港等６１个国家和地区。全
区有基层侨联会 １０个（年内新成立 １
个，为淞南镇侨联分会），联络员２８０余
人，重点服务对象９８人（其中多数为老
归侨）。

２月２０日，海归人士“走向学校”系列讲演活动开讲仪式举行 摄影／顾莉莉

　　年内工作重点和特色。１月１９日，
区侨联召开四届十次全委会议，通报区

侨联２００８年工作及２００９年工作要点。
２月２６日，淞南镇举行第一次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听取和审议淞南镇侨务工作

报告、选举产生淞南镇归国华侨联合会

第一届委员会、并举行宝山区淞南镇归

国华侨联合会、宝山区淞南镇侨友之家

揭牌仪式。３月２６～２７日，市侨联干部
培训班在宝山举行，市侨联党组书记李

威萍、副主席沈伟娟、顾问杨玉环作重

要讲话。５月２５日，区侨联、区台侨办、
淞南镇联合举办“滨江统战情”宝山区

台侨界迎世博知识竞赛，共有来自全区

各街镇的１０支队伍参赛。７月６日，区
侨联、区侨办、高境镇联合举办“风雨同

舟六十年”宝山区侨界诗歌朗诵会。７
月２９日，上海市宝山华商会举行成立
大会，选举产生宝山区华商会第一届理

事会成员，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吴蓓琪当选为会长。９月
２３日，举行“辉煌六十年”侨台界联欢
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德勋，市侨

联副主席沈伟娟出席并作重要讲话。

１０月２３日，举行第五次归侨侨眷代表
大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侨联第四届委

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五届委员

会、通过宝山区第五次归侨侨眷代表大

会决议，曹晋和当选为新一届区侨联主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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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
余人，送上慰问款、慰问品累计 ６万余
元人民币，为 ２０名困难老归侨落实慈
善医疗卡２０张（５００元／张），春节期间
区慈善基金会给２０名生活困难的归侨
侨眷送上慰问金每人 ４００元。组织全
区２９名老归侨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宝山分院体检。开展“迎新春、迎中秋、

庆国庆、敬老节”联谊活动、“老归侨回

家吃年夜饭”、老归侨一日游活动、报告

会等系列活动，组织侨界人士赴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参观。全年组织各类报

告会、学习交流会１８次，８００余人次参
加，撰写论文体会共 ２０篇。举办宝山
区侨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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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劳动与

税务政策法规讲座，帮助侨界企业了解

最新信息和政策。召开“侨之家”建设

推进会，积极推进基层侨联分会“侨之

家”的建设。高境镇、庙行镇、顾村镇被

市侨联授予第三批“特色侨之家”称号。

开展侨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工作，区“两会”期间，侨界代表、委员共

向大会提交议、提案 ２７件。加强信访
工作，共接待来信、来电、来访共计 ８０
余人次。开展海外联谊，拓展新华人华

侨工作领域，先后走访 １０多名侨界知
名企业家，接待优秀华人青年邓金钢。

年内，区侨联获“上海市侨联信息工作

先进单位”称号，俞华斌获“上海市侨联

先进通讯员”称号；以《中国侨联简

报》、《侨联动态》、《上海侨讯》、《宝山

统战》等为载体，同时编辑《宝山侨

讯》，全年发布信息１２０余篇。
（俞华斌）

■宝山区青年联合会　至年末，宝山区
青年联合会有会员 ２６０名。年内举办
“争当克难先锋、争当创新主力，促进经

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主题论坛，召开

“保发展、促和谐”青年企业家座谈会，

建设“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１月７
日，召开“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面对面”座谈会，形成４条书面意见呈
交区两会。围绕共促和谐，开展青春温

暖行动，１月２９日，举办“冬日阳光暖童
心，携手关爱伴成长”活动，募集捐款约

１５万元，资助青少年２００余名。５月３１
日～６月９日，组织赴西藏看望慰问“一
助一”结对的贫困农牧民子女 １０２人。
组织开展“看房、品房”、金融理财、佛学

文化、“亚健康保健养身”系列沙龙活

动、动漫亲子沙龙活动；开展乒乓球联

谊活动和羽毛球公开赛、“欢乐大家庭”

青联委员亲子电影观摩活动；举办“迎

中秋，庆国庆”青联与您在一起———区

青联品酒沙龙及烧烤活动、“青联迎新

ＰＡＲＴＹ”活动；组织区青联委员参观上
海城市规划展览馆内的“世博园区规划

专区”等。年内，区青联代表团赴台湾

进行交流考察。

■宝山区学生联合会　至年末，宝山区
学生联合会有会员单位 １１家（学生 ３
万名左右）。年内成立宝山学子志愿者

服务队，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脑瘫儿

童关爱服务、“左行右立”、安全行车等

文明宣传和“我微笑，我捡起”环境清洁

等活动，其中“左行右立”文明宣传行动

入选“上海市中学生世博十大公益行

动”。开展“民族精神代代传”、“１８岁
成人仪式”、“离休干部党支部与优秀学

生团支部结对”、民族精神教育、生命教

育、“学子讲坛”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迎世博宝山区十大“校园之星”评

选活动、中学生读经典征文评比活动；

承办上海市中学生读书征文演讲大赛，

组织高中优秀青少年参加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参与第五届上海市中学生社

团文化节，吴淞中学市场经济理论学习

与实践社团、罗店中学双学社获“上海

市优秀理论社团”称号，行知中学 Ｒｏ
ｂｏｔｅａｍ机器人社、罗店中学双学社获
“上海市中学生明星社团”称号。

（马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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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企业与冶金延伸业
■编辑　经瑞坤

宝钢码头 区旅游局／提供

宝钢股份公司
■概况　至年末，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宝钢股份）职工总人数４２３１８人，
比上年减少１４７１人。２００９年，宝钢股份
积极应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市

场和用户为导向，实施管理变革，开展最

佳实践者活动，苦练内功，自主创新，创造

了领先全国钢铁行业、在全球钢铁业处于

最优水平的经营业绩。全年实现销售收

入１４８５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６％；实现利
润总额７２９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０５％；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７７６亿元，比上年减少
１０９４亿元。完成铁产量２１４７万吨，比上
年增加５％；钢产量２３８５６２万吨，增加
３％；商品坯材产量 ２２８６５２万吨，下降
３％；累计销售商品钢材２２４２９万吨，下
降１７％。年完成专利申报数９３９项，其
中，发明专利 ３８４项，获授权 ６５９项。８
月，宝钢出口印度热轧产品反倾销案以原

告撤诉而告终。

■副产煤气利用与减排技术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１月９日，宝钢分公司“钢
铁企业副产煤气利用与减排综合技术”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为冶金行业

首个获此殊荣的节能减排项目。宝钢投

产后，不断摸索成套副产煤气回收与综

合利用技术，形成完善的副产煤气综合

利用体系。借助信息化平台，宝钢自主

设计、开发和集成国内首套能源中心实

时监控系统及能源管理数据仓库，建立

煤气系统的分散控制、集中管理、优化决

策的现代信息化管控模式；开发转炉煤

气回收极限值分析方法，建成完整的转

炉煤气柜双柜并网运行系统，解决了转

炉煤气间歇回收与连续使用的矛盾；建

成世界上第一台燃用低热值纯高炉煤气

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机组，攻克

稳定燃烧１００％低热值煤气等影响机组
稳定运行的诸多技术难关；研发形成煤

气设施安全保障运行的系列技术。研发

副产煤气回收利用相关技术共获得国家

专利２１项、企业技术秘密６５项。

■宝钢高强耐候板通过专家评审　１
月，宝钢为广州新电视塔度身打造的厚

板新品———高强耐候板通过专家评审。

该产品属国际首创，且焊接性优良，凸显

创新性、实用性，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广州特殊的气候环境，使制作天

线桅杆的钢铁材料不仅要具有高强度、

低屈强比，还必须兼顾耐蚀性和焊接性，

且总高度６１０米的电视塔需要在高空焊
接、安装６０米长的天线桅杆，产品研发
难度大。项目业主曾寻遍国内外钢铁制

造商，都无法满足制造需求。宝钢股份

牵头组织厚板产销研团队，发挥协同效

应，通过提前介入、跟踪，积极向项目业

主推介宝钢产品、技术应用业绩和综合

竞争优势，并把握用户需求、发挥技术优

势，主动指导用户选材，使这一厚板新品

的试制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

■ ３个产品被评为市自主创新品牌　年

初，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委、市科委、市

国资委、市工商局、市知识产权局组织评

选公布的“上海市２００８年装备制造业与
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品牌名单”中，宝

钢汽车板、高强度超大规格方矩形管、

ＢＲＬ锰锌软磁铁氧体料粉等３项产品名
列榜单。其中，宝钢生产的汽车板，强度

高、耐腐蚀性强，且成功运用了钢水精炼

工艺等先进技术，符合汽车制造业“减

重、节能、安全”的发展趋势。高强度超

大规格方矩形管，采用冷弯直接成方技

术，产品强度最高可达６３０兆帕，具有替
代拼焊方矩形管和热处理方矩形管的功

能，可用于制作大型钢结构。ＢＲＬ锰锌
软磁铁氧体料粉，采用“干法”专利技

术，具有低功耗、高储能等特殊性能。

■一批科研成果和产品获奖　２月，宝钢
研究院研发的《抗 ＣＯ２、Ｈ２Ｓ腐蚀用３Ｃｒ
系列油套管研制》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发

明奖一等奖。抗ＣＯ２、Ｈ２Ｓ腐蚀用３Ｃｒ系
列油套管产品抗 ＣＯ２腐蚀性能与常规
Ｎ８０、Ｐ１１０等产品相比提高３倍以上，抗
Ｈ２Ｓ腐蚀性能完全满足 ＮＡＣＥ标准的高

３９



抗硫管要求。该项目获５项专利授权，其
中发明专利３项，并形成１０余项技术秘
密，系列产品广泛用于国内外油气田，累

计创造效益近４亿元。《ＤＩ罐用极薄钢
板及钢罐产品开发》、《高速冷轧带钢多

功能在线检测系统》２个项目获市科技进
步奖，并在近３年实现新增利税５６亿元。

■完成供应“世博钢”任务　３月，宝钢
完成向上海世博场馆建设全部供料任

务，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向宝钢赠送

奖牌。作为上海世博会工程唯一钢材供

应商，２００８年３月，宝钢首批１５００余吨
无缝钢管运达世博会工程现场，至年底，

完成向上海世博场馆建设供料合同，共

提供各类钢材８７万吨，品种覆盖中厚
板、热轧板、热镀锌板、彩涂板、无缝钢

管、高频焊接 Ｈ型钢、方管、热轧 Ｈ型
钢、直缝焊管等，满足了世博工程建设高

峰期的钢材需求。根据工程具体施工情

况，上海世博局又向宝钢零星追加订单，

至２００９年２月底，全部落实到位。

■中标国家援助肯尼亚项目　３月，宝
钢中标国家援助非洲肯尼亚一项目，承

担总面积达２６万平方米的彩涂瓦楞板
制作和加工任务。为拓展海外市场，宝

钢股份密切跟踪国家援外项目中涉及钢

材物资等方面的信息。宝钢此次承接的

国家援助肯尼亚项目彩涂瓦楞板加工任

务，供货时间紧、质量要求高，宝钢分公

司用最短时间完成彩涂钢板的投料、生

产等制造任务；宝钢金属轻房公司严格

按照要求，将彩涂钢板加工成瓦楞板。

■企业信息化工作获 ６项大奖　３月，
２００８年度中国企业信息化５００强调查评
选揭晓，宝钢股份获“２００８年度信息化
企业大奖”、“重大企业信息化建设成就

奖”、“最佳ＩＴ总体架构奖”、“最佳供应
链管理应用奖”、“最佳电子商务应用

奖”、“最佳决策支持应用奖”６项大奖。
宝钢股份历经以生产为中心、以财务管

理为中心、面向用户以提升竞争力为中

心、提升软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等阶段，

每一次管理提升，都离不开信息系统的

支撑。宝钢股份围绕发展主线，实现从

“精品战略”到“精品 ＋规模”战略，从
“新建为主”到“兼并重组与新建相结

合”扩张方式的转变，与之配套的信息化

建设随之大步前进，促进企业发展目标

的实现。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国资委评价宝
钢信息化水平为 Ａ级，指数为９２２８，在

冶金企业中名列第一。

■尹璐团队获世界钢铁网上轧钢大赛冠
军　３月，国际钢铁协会总干事克里斯
特马斯主持颁奖仪式，向获世界钢铁网

上轧钢大赛第１名的宝钢股份特殊钢分
公司尹璐团队颁奖。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初，在
国际钢协举办的第四届网上轧钢大赛

上，尹璐、葛华、陈岑３人与来自２６个国
家和地区的４７８个团队在互联网上同步
角逐，最后以５９８７万美元的最低生产
总成本拔得头筹。

■孔利明获“当代发明家”称号　４月２１
日，第四届“发明创业奖”颁奖典礼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宝钢技能专家孔利明获

“发明创业奖”特等奖，并被授予“当代

发明家”称号。孔利明长期以来立足岗

位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取得专利１００件，
其中发明专利１３件，是上海市职务发明
第一人，为宝钢累计创造经济效益４５００
余万元。孔利明发挥“领军人”作用，指

导宝钢基层员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孔

利明式创新小组发展到３５８个，参与人
数３６００余人，创效达数亿元。孔利明先
后被授予“冶金系统技术能手”、“上海

市十大工人发明家”、“宝钢十大工人发

明家”等称号。

■出口印度ＢＳＳＦ渣处理装置试车成功
　４月２８日，宝钢以总承包方式首次出
口的 ＢＳＳＦ转炉渣处理装置（即短流程
渣处理技术），在印度卡那塔卡州 ＪＳＷ
钢厂一次热负荷试车成功。该装置是宝

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专利

成果，由宝钢研究院和工程技术公司联

合研发设计。该装置的成功出口，为宝

钢承接海外成套工程项目积累了经验。

■打赢印度反倾销案　８月，宝钢出口
印度热轧产品反倾销案以原告撤诉而告

终。２００８年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
就宝钢油井管、不锈钢板材、彩涂板、热

轧板等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宝钢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力。为争取相对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

宝钢积极应对，进行抗辩。在具体案件

应诉过程中，宝钢相关部门依托先进的

管理系统、规范透明的法人治理结构、高

效的团队协作能力等优势，高质量、准时

地完成调查机构的问卷，并全程陪同进

行现场核查工作，随时解答调查人员的

提问。宝钢通过协调海外公司与国外下

游用户就反倾销的影响进行良好沟通，

促成用户从自身角度对反倾销调查提出

观点。本次反倾销案，宝钢在极短的时

限内组织提交了相应的抗辩材料，并与

律师多次模拟听证程序。在听证会上，

宝钢代表作了精彩的抗辩与陈述，宝钢

的海外用户也表达了不希望限制进口的

有利旁证，最终案件以撤诉告终。

■成功试制最高等级取向硅钢产品　８
月，宝钢一批牌号为 Ｂ２３Ｒ０８０的激光刻
痕取向硅钢，发往国内一家变压器制造

商，用于制造高效能变压器，这标志着宝

钢在国内率先掌握取向硅钢顶尖制造技

术，制造出取向硅钢顶级牌号中的最高

等级产品，成为世界上少数能生产此级

别产品的企业之一。宝钢在取向硅钢研

制和生产上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高、发

展迅速，在自主集成的取向硅钢机组尚

未投产前，明确以高端路线抢占市场制

高点，并以业界主流的激光刻痕技术作

为突破的关键手段，着力研发生产顶级

取向硅钢产品。２００８年７月，宝钢第一
卷采用先进工艺生产的高等级取向硅钢

成品下线，为试制更高等级的激光刻痕

产品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宝钢加

快高端产品试制力度，围绕底层不良、断

带率高等重大难点展开攻关。通过对激

光刻痕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宝钢试制出

包括Ｂ２３Ｒ０８０在内的５个顶级牌号取向
硅钢，实现了牌号的全覆盖，填补了国内

空白，产品被国内６家大中型变压器制
造商批量订购。

■宝钢板打造第四代核电站核心部件　
９月，一批７００余吨的宝钢高温气冷堆堆
内构件用钢发往用户，主要用于制造国

内建造的世界首座第四代核电站的最核

心部件。核电站高温气冷堆是国际上公

认的新型核反应堆和第四代核电技术之

一，同前几代相比，用此项技术建造的核

电机组安全性和发电效率更高，因而备

受瞩目。在机组建设过程中，其堆内构

件是核反应堆的最核心部件之一，需要

采用１２Ｃｒ２Ｍｏ１Ｒ钢板制作，对钢板的高
温下拉伸性能、冲击功等指标均有着很

高要求，生产难度极大。此前建设的实

验机组，所用钢板全部从国外进口。

２００８年６月开始，宝钢组成团队，同业主
和部件加工方展开广泛交流。最终，宝

钢凭借科学的钢种成分和详尽、严谨的

制造方案，打消业主顾虑选择宝钢产品。

宝钢厚板厂把握用户需求，在短时间内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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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试制突破，并化解生产压力，为顺利

供货创造了条件。

■试制出Ｘ８０抗大应变焊管　９月，经
过反复试验和不断优化，一种可在较大

应变条件下安全工作的国产Ｘ８０钢级抗
大变形直缝焊接钢管，在宝钢 ＵＯＥ焊管
生产单元成功下线，从而使宝钢成为国

内首家具备抗大应变焊管批量生产能力

的钢铁企业。试制的这批Ｘ８０抗大应变
焊管的屈强比比普通直缝焊管降低

６％，均匀延伸率达 ７％以上，性能与国
外同类产品相当。年初，西气东输二线

管道工程急需该类产品，宝钢获悉后，立

即组成产销研团队，启动研发和试制工

作。在历时半年的攻关过程中，团队主

要针对该产品低屈强比、均匀延伸率好

等特性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设计相应的

冶金成分、厚板及制管工艺等，获“针状

铁素体＋马氏体”两相显微组织，为成功
试制Ｘ８０抗大应变焊管打下了基础。

■宝钢造１４０吨框架车投用　年内，填
补国内空白的宝钢１４０吨下置式双向行
驶框架车下线并投用，经测试，各项性能

指标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从

２００７年底起，宝钢分公司运输部联合宝
检公司、宝信软件组成研发团队，攻克众

多技术难点，完成首台框架车总装并实现

整车启动一次成功。经空载、满载性能试

验和功能测试，该车的各项性能均达到同

类进口车指标，部分操作和保护功能优于

进口车，且整车备件国产化率达到

９１５％，投资成本大大低于进口车。

■首批高强度因瓦合金线材交付用户
　２００９年，采用特殊钢分公司高强度因
瓦合金为关键材料生产的铝包殷钢芯超

耐热铝合金导线，通过中联电组织的技

术鉴定。该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打破了国外企业对该产品的

垄断。铝包殷钢芯超耐热铝合金导线具

有在不增加高压走廊的条件下成倍提高

输电量的特点，可以节约土地资源，是一

种资源节约型的绿色产品，过去全部依

赖进口。特钢高强度因瓦合金项目组通

过４年研发，克服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
从实验研究到批量性试制验证的产品研

发全过程，产品技术指标达到日本同类

产品水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申报发明

专利３项，其中已获授权１项，并获第六
届中国国际发明展金奖。年内，首批４２
吨高强度因瓦合金线材交付用户。

■成功轧制灯管用高强度结构钢　２００９
年，不锈钢分公司热轧厂在热轧产品品

种和规格的拓展中，加大新品开发力度，

成功试制出Ａ５７２ＧＲ５５灯管用热轧高强
度结构钢。该钢种具有强度高、生产过

程难控制等特点。为此，热轧厂成立热

轧产品拓展工作团队，并针对产品性能

特点，从板坯尺寸、模型梳理、表面缺陷

控制，以及热轧各个单元工艺精度等环

节严格控制，确保产品一次试制成功。

首批轧制出的灯管用热轧高强度结构钢

各项指标良好，合格率达１００％。

■首条自主集成连退机组投产　１２月
１５日，宝钢首条自主集成建设的连退机
组———２０３０新增连退机组投产，比计划
工期提前一个半月，创下国内外冷轧连

退机组建设最短纪录。该机组设计年产

量８６万吨，产品定位于高档汽车板，投
产后各项性能指标全部达规定要求。

２０３０新增连退机组自主集成建设的成
功，意味着宝钢具备了全套连退装备技

术的应用能力。 （程陆平）

罗泾工程
■罗泾工程环保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４
月，罗泾工程环保项目通过国家环境保

护部验收。宝钢严格按照环境保护建设

项目与主体工程设计、建设、投运“三同

时”的原则，投资１３亿元，为浦钢搬迁
罗泾一步工程（罗泾工程共分二步建

设，一步工程是第一步）工程建设了完

善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生态和绿

化等环境保护处理系统，保证浦钢搬迁

一步工程各项环保工作的及时到位。

系统排水全部集中处置，废水大部分得

到循环利用；固体废弃物全部得到综合

利用，危险废弃物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

单位进行合理处置；ＣＯＲＥＸ炉南出铁
场除尘系统，采用先进的布袋除尘系

统，其烟、粉尘由处置前的每标准立方

米１０９９毫克下降到处置后的２８１毫
克。依照综合管理体系的要求，罗泾工

程设置了专门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建

立完善的环保规章制度，环保设备和生

产作业环境由专人负责检测维护。国

家环境保护部对浦钢搬迁一步工程环

境保护项目检测、验收结果显示：该工

程所有废气、废水、噪声、污染物排放总

量均符合上海市相关标准要求；周围被

调查居民中，９９％对工程环境保护工作
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工程符合竣工要

求，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浦钢搬迁罗泾工程获多个奖项　浦钢
搬迁罗泾工程建设以标准统一、经济合

理、先进可靠为宗旨，修订《工厂设计统

一技术》规定，制订《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纲要》。在工程实体建设中，注重工程质

量管理保证体系建设，推进各项质量管控

工作，保证施工过程全跟踪、质量监控全

覆盖。年内，ＣＯＲＥＸ炉体焊接工程、炼钢
转炉炉壳焊接工程获“全国优秀焊接工

程奖”。ＣＯＲＥＸ炼铁本体钢结构制作与
安装工程获上海钢结构协会“金钢奖”；

连铸主厂房钢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获中

国建筑钢结构金奖；３０万立方米煤气柜
获“冶金工业优质工程奖”。同时，还有

多项单位工程获市“绿色安装工程奖”和

市“用户满意工程奖”等。在冶金工业质

量监督总站、上海质量协会组织的质量大

检查中，罗泾工程多次受到表扬。

■ＣＯＲＥＸ－Ｃ３０００项目获“鲁班奖”
　１１月，２００９年中国建筑工程质量最高
奖“鲁班奖”评比揭晓，浦钢搬迁罗泾一

步工程ＣＯＲＥＸ－Ｃ３０００项目为上海地区
唯一获此殊荣的大型工业项目。ＣＯＲＥＸ
－Ｃ３０００项目是世界最大、中国首个非
高炉炼铁工程。罗泾项目各单位协同配

合，在建设初期就制订《质量创优规

划》，不仅建立质量控制三级网络，还实

施质量自检、互检和专检制度，单位工程

合格率达 １００％、管道焊接焊缝无损探
伤一次合格率大于 ９５％。评审专家认
为，宝钢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熔融还原

炼铁工艺技术，并在罗泾一步工程成功

应用，对国内实施环境友好战略、发展循

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高冶金工

业水平等均具有积极影响。该项目经过

一年半的生产实践，证明工程施工质量

优良、设计合理、工艺设备先进、生产运

行正常，符合“鲁班奖”的评比要求。

■罗泾二步工程 ＣＣＰＰ装置受电　１１
月，华东电网上千万伏电压，安全输送到

罗泾二步工程 ＣＣＰＰ装置中。ＣＣＰＰ装
置受电成功，标志着罗泾二步工程建设

再次加速。ＣＣＰＰ发电装置作为二步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进度直接关

系到整个工程的进度。二步工程 ＣＣＰＰ
发电装置建设全面启动后，罗泾项目加

强工程建设管理，狠抓设计工作。尤其

是土建工程开始后，罗泾工程加强与外

方的沟通、联络，并按照建设总进度，加

强与设计、设备、施工、监理之间的协调，

不仅确保电气楼的土建施工进度，还在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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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月时间内完成 １０千伏高压柜、
４００伏计算机低压柜以及相关设备系统
的安装、调试任务。

■罗泾厚板厂实现月达产 １２万吨　８
月，罗泾厚板厂累计生产各类厚板产品

１２０１万吨。其中，造船用钢占到 ７０％
以上，出口产品逾１万吨，合同完成率达
１００％，资源利用率达９３２３％。罗泾厚
板厂以“打造世界一流的厚板厂”为目

标，全面推进“四达”主题活动，促进生

产能力不断提升、品种拓展不断加快、资

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厚板制造成本不断

下降。该厂为实现月产厚板１２万吨目
标，持续推进对标找差、精益运营管理等

工作。在设备管理方面，厚板厂加强全

员设备管理，仅７月就实施了２６４个设
备精度攻关项目，并通过组建攻关团队

的方式，成功解决高压水不稳定、板坯切

割精度差等一系列重大难题；在质量管

理方面，该厂推进“标准 ＋α”质量管理，
实施全员质量培训，实行上下道工序互

检，完善１０个关键质量控制措施，推动
钢板弯曲等一系列质量改善项目，使厚

板关键质量指标有了明显改善；在生产

组织和工艺技术管理方面，厚板厂针对

产品规格薄、规程品种多、轧制难度大、

交货要求严、质量要求高等特点，优化厚

板加热、轧制工艺，加强现场过程控制，

促进了月产量的提高。

■生产超薄规格“双抗”管线钢　１１月，
罗泾厚板厂成功生产出１０３毫米、１１１
毫米两种规格的超薄、抗氢致裂纹、抗硫

化氢“双抗”管线钢，用于制造青岛黄岛

至潍坊重质液体化工原料输送管道工程

中的直缝焊管，在宝钢尚属首次。黄岛

至潍坊重质液体化工原料输送管道工程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报告批复

后，宝钢立即展开项目跟踪，并与甲方进

行多次商务和技术交流，最终取得６０００
吨超薄规格、“双抗”管线钢的制造合

同。罗泾厚板厂承担这一产品生产任务

后，不断优化工艺与制造流程设计，并针

对该管线钢的特性，对钢材内在成分进

行反复计算。在生产过程中，罗泾厚板

厂借助宝钢股份一体化平台，围绕技术

提高、能力提升等开展技术攻关，同时加

强炼钢制造过程管理，重点优化精炼技

术。在轧制过程中，罗泾厚板厂采用多

项新工艺，技术人员现场蹲点，操作人员

精心操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有效解决

了超薄规格、“双抗”管线钢在生产过程

中易开裂、变形、起翘等难题。经检测，

首批１０００吨超薄规格、“双抗”管线钢产
品的性能合格率达到９６３％。

■成功冶炼出低温高合金容器钢　１０
月，罗泾炼钢厂一次冶炼成功１５０吨用
于制造液化天然气储罐的低温高合金容

器钢。经检测，磷、氮成分控制达到世界

一流水平，其他关键质量、技术指标均满

足设计要求。低温高合金容器钢抗低温

能力可达负１９８摄氏度，被用来制造液
化天然气储罐。该钢种合金含量比一般

合金钢高出２００％以上，冶炼难度极大。
为此，罗泾炼钢厂和宝钢研究院成立协

同攻关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设置了

３０多个科研子项目，逐一进行攻关。技
术和操作人员密切配合，紧密跟踪铁水

成分、温度，多次进行模拟试验，积累经

验，保证该厂成功冶炼出了宝钢第一炉

低温高合金容器钢。

■ＴＭＣＰ船板通过６家船级社认证试验
　５月，罗泾厚板厂自主开发的热机械
控制工艺船板（ＴＭＣＰ船板）通过挪威船
级社、ＣＣＳ船级社等６家权威机构认证
试验。ＴＭＣＰ船板因含碳量低、焊接性
能良好，备受用户青睐。罗泾厚板厂借

助宝钢股份一体化平台，成功开发出

ＴＭＣＰ船板，并立即向英国、挪威、德国
等国的世界著名船级社申请认证。

■ＣＣＰＰ机组年发电破８亿千瓦时　３
月，罗泾工程拥有的世界第一套 ＣＣＰＰ
发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一年，累计发电

８２亿千瓦时，共利用 ＣＯＲＥＸ煤气８５
亿标准立方米，向动力管网供应蒸汽

７５００吨。罗泾工程建设时，为合理利用
ＣＯＲＥＸ炉煤气、解决生产用电难题，配
套建设了世界第一套 ＣＣＰＰ发电机组。
针对ＣＯＲＥＸ炉煤气发电供气系统不稳
定、瞬间冲击力大等影响发电效率的困

难，管理人员以推进精益运营理念为重

点，优化生产组织运行模式，统筹安排设

备检修和停复役时间等，使 ＣＣＰＰ机组
作业率达９３％以上，与其他燃气发电机
组相比，创行业领先水平。

■掌握 ＣＯＲＥＸ炉渣再生利用技术　４
月，罗泾工程《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

ＣＯＲＥＸ冶炼废渣粉》研究成果结题，为
ＣＯＲＥＸ炉冶炼产生的废渣找到了再生之
道———新型混凝土掺合料。ＣＯＲＥＸ炼铁
工艺是最环保的冶炼方法，但每年还会产

生大量废弃物，其中炉渣是量最大的一种

固体废弃物。宝钢采用的 ＣＯＲＥＸ－
Ｃ３０００年产铁水１５０万吨，同时每年产生
５０余万吨炉渣。经过３年的科研攻关，
宝钢利用 ＣＯＲＥＸ废渣自主研发成功了
ＣＯＲＥＸ冶炼废渣粉，经权威部门检测，该
废渣粉是一种新型环保型材料，符合国家

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要

求，完全符合建材行业的准入标准。用这

种废渣粉能等量或超量替代混凝土中的

部分水泥作混凝土掺合料，且具有后期强

度高、耐酸碱、耐海水侵蚀、耐磨及耐冻性

好、抗温缩裂缝等优点，可以广泛用于海

防、大型基础建设、高层建筑、机场、道路

等项目工程。这种新型混凝土掺合料通

过了上海市新产品鉴定，并已申请国家专

利。同时，宝钢新建一条年产能５０万吨
的磨细生产线，基本可消化ＣＯＲＥＸ一期
工程产生的废渣。

■推进产品认证工作　罗泾工程投产一
年不但成功生产出Ｘ系列管线钢、ＴＭＣＰ
船板、调质钢等双高产品，超额完成《产

品开发三年规划》第一阶段任务，同时获

ＣＣＳ、ＤＮＶ、ＢＶ、ＬＲ等９家船级社及欧盟
ＣＥ－ＣＰＤ产品认证证书。罗泾工程把
产品认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推进，专

门建立产品认证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制订工作目标和推进计划。重点产品船

板的认证涉及世界９家船级社，由于各
家标准不一、要求不同、语言不一致，且

涉及品种、规格较多，认证难度很大，罗

泾工程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 Ａ到
ＥＨ１３６级各个强度级别的船用钢板认证
工作。锅炉压力容器用钢也通过了国检

中心现场评审，并获国家特种设备材料

类生产许可证。在欧盟市场中，“ＣＥ”是
一种强制性安全认证标志，表明产品符

合欧盟《技术协调与标准化新方法》指

令的基本要求，按照有关规定，产品若想

进入欧盟市场，必须加贴“ＣＥ”标志。罗
泾工程先后组织制造部、厚板厂、炼钢

厂、设备部等部门集中进行攻关，最终通

过英国劳氏质量认证的现场审核及总部

的专项审查。

■ＣＯＲＥＸ喷煤单风口喷吹试验成功　
２月，罗泾工程 ＣＯＲＥＸ喷煤单风口喷吹
试验取得成功，为ＣＯＲＥＸ喷煤项目投产
奠定良好基础。ＣＯＲＥＸ喷煤工艺是
ＣＯＲＥＸ炼铁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方向，是
解决ＣＯＲＥＸ粉煤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
科研人员对试验方案进行充分讨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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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详细的试验计划，通过单风口喷煤试

验，进一步验证喷煤物流顺畅性，喷煤风

口、煤枪设备的可靠性和装配合理性，保

证了喷煤工程的实施。

■罗泾码头首次靠泊超大型矿砂船　７
月，实载１０５０００吨矿砂的“宝育”轮顺利
靠泊上海港罗泾矿石码头，这是罗泾矿

石码头开港以来靠泊吨位最大的超大型

矿砂船舶。“宝育”轮总长３２０米，船舶
型宽 ５４米，最大载重 ２２８５２７吨，吃水
１０５米。为确保该矿砂船安全靠泊罗
泾矿石码头，宝山海事处提前对该轮的

靠泊安全监管措施进行周密部署。该船

进入宝山辖区之前，宝山海事处指挥分

中心通过ＡＩＳ系统提前对“宝育”轮进行
跟踪，并提前安排２艘海事巡逻艇进行
护航。“宝育”轮抵达罗泾矿石码头附

近水域后，在巡逻艇护航下，４０分钟内，
“宝育”轮安全稳妥靠泊罗泾矿石码头２
号泊位。 （程陆平）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概况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２日，经宝钢集
团批准，组建宝钢发展有限公司，２００８
年１月正式运行，总部设在宝杨路 ８８９
号，注册资本２６８４亿元。公司设职能
部门３２个（含事业部层级），下设工厂物
业、工厂作业、资源再生三大事业部，２３
个一级业务单元。其中，工厂物业事业

部下属有酒店管理公司、源康物业公司、

职业健康公司、餐饮管理公司、工业环保

部、维修工程部、通勤部、绿化管理部、人

力中心等９家一级业务单元；工厂作业
事业部下属有工贸公司、新事业公司、工

厂物流公司、包装管理部、冷轧管理部、

热轧管理部、钢管管理部、工厂维护部、

中厚板作业管理部等 ９家一级业务单
元；资源再生事业部下属有宝钢天通、材

料公司等２家一级业务单元；非事业部
单位有湛江公司、中允公司、置业公司

等。拥有３３个独立法人单位，６个委托
法人单位，经营范围包括冶金企业废弃物

和副产品综合利用，钢铁产品包装，餐饮、

物业、通勤、绿化、卫生服务、生产协力管

理，建筑工程承揽，物流及钢材贸易，房地

产开发，磁性材料及矿渣微粉制造、销售，

模具钢加工、配送，钢材深加工，汽车修

理，以及旅游等。２００９年，实现销售收入
９２６８亿元，利润总额２４４亿元；在册职
工１２８９３人，其中在岗８７４２人。全年实
施培训项目 ７６８个，完成年计划的
１０６２％；培训３４３８６人次，完成年计划的

１０２９％；培训作业长３３４人，作业长岗位
资格证持证率提升至９２４％。完成《再
生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商业计划》。征

集合理化建议４６３７２项，采纳率８３６２％，
实施率６４９６％。自主管理活动共注册
登记２４５４项，结题２１９５项。

■完成浦钢公司业务整合　年内按照集
团公司“宝钢生产服务业坚持区域化管

理的原则，上海地区生产服务业的业务整

合应按计划进行”的工作要求，初步完成

浦钢公司的业务整合工作，成立中厚板作

业管理部，完成资产、相关人员和业务的

切换，员工劳动合同改签率达９３９％。

■开展子公司清理　年内，宝钢发展下辖
子公司共５１家，至年末清理子公司共１５
家，全年清理、化解后所剩子公司存在股

东协调、房产土地、职工安置、意向购买人

不确定和历史遗留问题等。实施东宝空

调减资退出、建筑维修、国奥吸收合并、新

昕板材、宝江燃气股权转让、吴江宝金资

产评估、处理国益公司与华昌厂房产土地

等工作，庆安置业、朱家尖等７个项目通
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编制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发展规划　８
月，公司启动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５年发展规划
编制工作。在启动部分业务规划（如综

合利用、工厂物流等）工作以及上一轮规

划形成的基础上，规划编制工作总体进展

顺利并按计划在３个月内完成初稿编制
工作。此次规划，一方面发展战略得以继

承和深化，另一方面业务规划得以聚焦重

点、细化延伸、更具操作，同时规划举措、

职能保障和边界条件等更加明确到位。

■投入研发经费２０３４万元　全年公司投
入研发经费２０３４万元，占制造业销售收
入１０２５００万元的 １９８％，占营业收入
９２６亿元的０２１９６％。实施科研项目数
７７项、结题数６６项；申请专利７３件，其中
综合利用专利５２件、发明专利６件、实用
新型专利 ６７件；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１２件。

■推进降本增效　持续推进工程项目前
期费用的审核控制（尤其是方案阶段的

预算控制），全年降本增效共计２５７９７２
万元。通过工程项目实施阶段变更控制

成本１０７７万元；通过重点项目跟踪、现
场走访、数据收集汇总等工作，协同推进

物流公司控制成本１５０２７２万元。

■开展内部审计　年内，公司开展经济责
任审计、经营成果审计、财务收支审计、国

有产权变动净资产审计复核等各类审计工

作，审计涉及公司本部及所属全资（含分支

机构）、控股９０家单位。年项目审计计划
数２０项，实际完成数２６项，审计项目完成
率１３０％。其中，完成经济责任审计１４项，
经营成果审计１项，财务收支审计２项，国
有产权变动净资产审计复核９项。审计涉
及资产总额４８３３３０万元，查出各类问题
２３３项，涉及问题金额１６０１１５万元。其中，
投资管理方面５７９６２万元，占３６％；内部控
制方面４１６２５万元，占２６％；资产管理方面
２６２０７万元，占１６％；其他方面，３４３２０万元，
占２２％。提出审计意见、建议２３３条。

■构建客户服务工作绩效评价体系　以
“客户为中心”及“工序服从”为原则，构

建客户服务工作绩效评价体系，制订《客

户服务绩效评价考核实施细则》，对为客

户提供服务的绩效进行评价。制订《生

活后勤满意度评价操作实施方案》，每半

年度开展客户满意度测评暨生活后勤服

务专项评价活动，并及时将评价结果向

客户及一级业务单元反馈和信息的

沟通。

■加强安全环保管理　完善综合安全管
理体系，组织各层级签订安全目标责任

书２８４９份，组织公司员工签订安全生产
（交通安全）承诺书２５０８２份；组织安全、
环保各类培训８７３７人次。开展“５２５”、
“安全生产月”、“１１９”等系列活动，参加
上海市安全协会主办的“关爱生命、安全

发展”征文活动（征文７９篇），其中获奖
论文５篇。突出重点，进一步遏制安全
隐患，全年组织各类检查１７６３次，其中
综合检查３７次，专项检查２４次，各层级
共检查作业场所２５９７个，查出安全隐患
３０５７条，发出整改单５３２张，隐患整改完
成率１００％。全年累计实施违章经济考
核４４１６人次，考核 ５２１３万元，责任追
究１０５人次，追究 １０２６万元。全年环
境保护投入 １２５７７３万元，完成环境整
治项目８项。加强对环境污染源的定期
检测工作，全年检测计划实施率１００％，
污染因子达标率９８８６％。 （张　凯）

冶金延伸业
■完成世博三大建筑钢构制造任务　５
月上旬，上海世博会演艺中心实现钢结

构封顶，标志着宝钢完成世博中心、中国

馆、演艺中心三大永久性建筑钢结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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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制造任务。世博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１４２万平方米，钢结构制作、安装量多
达１３万余吨；有着“东方之冠”美誉的
中国馆钢结构制作量达１万余吨，且设
计独具匠心，特别是 １６根大型斜撑柱
子，给钢结构加工、制作带来极大困难；

建筑外形如同“飞蝶”的演艺中心，是上

海世博工程中最具代表性的钢结构建

筑，除用钢量大外，制造难度极大。为加

工、制作好这些建筑的钢结构，宝钢金属

冠达尔钢结构公司在加强详细设计转化

的同时，通过计算机三维设计和坐标法

定位实施等，保证钢结构的加工质量。

■钢板剪力墙技术通过国家评估　年
内，以宝钢研究院开发的钢板剪力墙技

术，通过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

科技成果评估。钢板剪力墙技术是宝钢

研究院在住宅新型节点技术研发成功

后，与有关单位在高刚度、抗震型结构钢

领域共同研发的专业抗震新技术。采用

该技术制造的“带缝钢板剪力墙”布置

灵活、刚度可调，且抗震性能优良，科技

含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国内首次运用

该技术制造的“带缝钢板剪力墙”，在宝

钢承建的都江堰市钢结构小区“幸福家

园·逸苑”一期工程中使用。

■完成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钢丝供货　
年内，宝钢完成世界最大跨度的三塔两

跨悬索桥———江苏泰州长江公路大桥镀

锌钢丝供货业务。大桥全长约６２公里，
其中主桥长约 ７公里，采用主跨 ２１０８０
米的三塔悬索桥设计方案，为世界桥梁

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大桥工程指挥部对

主跨缆索的材料供应提出严格要求，必

须具备单跨千米以上的缆索供应经验。

宝钢以优良的性价比和良好的品牌效

应，在材料招投标中一举战胜实力强劲

的国外竞争对手，拿下全部镀锌钢丝供

货合同。在供货环节中，二钢公司利用

宝钢分公司提供的高强度盘条，进行镀

锌钢丝加工，保证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宝钢厚板首次制作天线桅杆　宝钢与
沪宁钢机公司签订总量为２４５８吨的高
强度耐候厚板采购合同，用于制作世界

第一高塔广州市新电视塔的天线桅杆。

用高等级厚板制作天线桅杆，在国内尚

属首次。该电视塔总高度为６１０米，分
主塔和天线桅杆两部分，其中，天线桅杆

总长度约６０米，是整个工程最高端、最
核心的部分。按设计标准，天线桅杆采

用的钢板对强度、韧性、可焊性以及抗层

状撕裂等综合性能要求极高，并必须具

有很强的耐候性，此类钢板过去只有国

外企业能够生产。宝钢成立厚板产销研

团队立足自主创新，发挥协同优势，在借

鉴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仔细分析和优化

成分设计，力求钢板综合性能达到最佳。

■最厚建筑结构板在国内首次应用　年
初，宝钢与深圳京基金融中心大厦项目

业主签订供货协议，提供厚度 ８至 １２０
毫米的高强度建筑结构用板。深圳京基

金融中心大厦位于罗湖金融中心区，大

厦高度４３９米、９８层，总投资５０亿元，建
成后将成为深圳第一高楼。整个大厦采

用钢结构方式建设，其所需高强度建筑

结构用板总量约８万余吨，其中，１２０毫
米厚度特厚建筑结构板在国内属首次应

用。该产品规格不仅超过现有的国家标

准，且每块板最大单重达到１６３吨，制
造难度颇大。针对用户对１２０毫米特厚
板的需求，宝钢优化制造方案和工艺，在

短期内取得试制突破。

■完成杜克公司钢构件制造任务　年
内，宝钢金属冠达尔公司完成美国杜克

能源公司电厂钢构件的加工制造任务，

标志着冠达尔开拓国际市场走出了关键

一步。杜克能源公司是世界电力行业的

知名企业，和美国电力、奥斯汀能源等共

同占据美国近４０个州的供电业务。冠
达尔公司自承接杜克能源公司电厂项目

后，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按

合同要求组织生产。由于合同中超大件

较多，加工难度极大，公司强化工艺、质

量控制，克服超大件在加工中易变形、尺

寸难以控制等难题，狠抓修磨、涂装管

理，使产品质量完全符合合同要求。

■完成上海国金大厦南塔钢结构制作任
务　宝钢金属冠达尔公司完成上海国金
大厦南塔钢结构制作。国金大厦总建筑

面积４０万平方米，为陆家嘴地区最大的
综合发展项目，大厦呈双塔型结构，南塔

高２５０米、北塔高２６０米，连接双塔的建
筑高８５米，其中，南塔钢结构需求量１４
万吨。国金大厦破土动工后，赢得钢结构

制作合同的冠达尔公司加强项目管理，为

国金大厦项目建立采购、加工、配送、现场

服务的“绿色通道”。为营造地标性景观

效果，设计者除为国金大厦设计了双塔结

构外，还注重显现多方位的斜面和削角，

形成高度和造型的不对称，使整个建筑凸

显雕刻艺术的美感。为满足这一特殊设

计理念，冠达尔公司在认真做好设计转

换、严格控制加工质量的基础上，加强与

业主、设计、监理单位的沟通，顺利完成南

塔钢结构的加工制作任务。

■中标临港物流卷帘门项目　３月，宝钢
金属宝产三和门业中标上海临港国际物

流园区卷帘门项目，合同总价近千万元。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配套工程，临港

国际物流园区的建设备受瞩目。公司针

对临港国际物流园区临海，海风较大的特

点，选择抗风力达１３级的彩钢板滑升门；
为提高产品的抗腐蚀性能，选择抗腐蚀性

能强大的板材作为主要材料；为方便大型

车辆进出物流仓库，采用最大跨度达１１
米的卷帘门，并采用光电技术，加强卷帘

门的安全系数。三和门业加强技术、业绩

及产品特性的宣传，与甲方工程技术人员

进行深入沟通，因而从众多强大的竞争对

手中脱颖而出，拿下这一合同。

■中标苏州润华环球大厦钢结构制作
　３月，宝钢金属下属冠达尔公司中标
润华环球大厦钢结构制作。该大厦属苏

州市标志性建筑，是一座集酒店式公寓、

商务写字楼、高档商业于一体的双子楼，

高达２８２米，需钢结构 ６０００余吨，年内
完成全部钢结构制作和安装任务。

■完成江苏第一高楼高强钢结构制作
　紫峰大厦是全球第七高楼和江苏省第
一高楼，总建筑面积５５万平方米，共８９
层、高４５０米。紫峰大厦的高强钢结构
不仅要求耐火、抗震、耐腐蚀，而且其抗

弯曲、抗冲击等性能必须随产品厚度同

步递增。为提高安全性能，设计方还在

紫峰大厦１０层、２０层和３０层之间的主
梁、主柱中，增加三道衍架。这一独特设

计，不仅要求钢结构梁、柱和衍架紧密链

接，而且内存预应力必须均衡。宝钢金

属上海冠达尔钢结构有限公司以良好的

产品质量和市场业绩赢得钢结构制作合

同。为保证钢结构质量，冠达尔加强与

业主、设计、施工等单位的协调，并在上

海对每个衍架进行预组装，然后打上安

装记号，一一拆卸后运抵南京施工现场。

■完成卡塔尔海水淡化装置钢结构制作
　年内，宝钢金属冠达尔公司连续签订
２份总量达５０００余吨的卡塔尔海水淡化
装置钢结构加工合同，并全部按合同要

求完成加工制作。 （程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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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与口岸管理
■编辑　关　健

港务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上海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是由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和记港口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双方各占５０％股权。公
司经营张华浜、军工路、宝山３个国际集
装箱专用码头，拥有１０个万吨以上集装
箱泊位，占地总面积８３万平方米，集装
箱泊位线总长２２８１米，码头前沿最大水
深－１２５米。配备的主要装卸机械有
１９台集装箱岸边装卸桥、５６台场地轮胎
吊和８５台集装箱卡车。至年末，公司有
员工１５８５人（其中含承包工６０７人），技
师 和 高 级 工 占 １２４％，中 级 工

占１６５％。
　　２００９年，公司以“调整管理思路、提
高服务理念、强化资源管理、狠抓实效落

实”为工作主线，克服外部经济衰退影

响，通过开拓市场、提高服务、增收节支、

加强管理等措施，确保全年生产经营的

稳步开展。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２９９
万标准箱，为年度计划２８５万标准箱的
１０５％，超额、超进度完成各项经济指标。
随着外贸航线调整，内贸业务比重大幅

提升，公司充分利用各码头的优势和资

源，不断完善和提高生产组织能力。全

年桥吊平均台时产量 ２４７自然箱／小
时，桥吊效率基本保持较好水平；干线船

舶准班率维持在９９％，现有船舶基本实
现一潮水开船。在外集卡服务上，积极

履行３０分钟作业承诺，使外集卡服务超
时频率保持在低位。根据上港集团“客

户服务年”工作的整体部署，公司服务工

作向“做大做强服务品牌，做全做细服务

项目，做真做实服务手段”转变，通过转

变意识、改善环境、调整布局，全面提升

公司服务水平。加强员工队伍的培养和

建设，提升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着力打造

一支高素质、多领域、梯队型的人才队

伍。全年组织培训项目４６个，举办各类

培训班２３６期，累计培训员工 ４９８２７人
次。 （骆伟民　陆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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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个，占地 ２２６４９４平方米，码
头岸线总长５４０米。全年完成货物吞吐
量４５８７万吨，比上年减少 ６３１万吨。
公司的运作模式由生产导向型向营销导

向型转变，强化市场营销的资源分配职

能和计划兑现率追踪职能，凸显营销核

心地位；健全和完善信息、市场走访、激

励等３个机制，保障营销工作迅速发展。
　　开展２００９年“客户服务年”活动，颁
布下发 ７项管理制度和 ６项规范性文
件，公开监督电话；组织“千人签订服务

承诺”活动，制作“客户服务年”ＭＴＶ专
题片，编排“客户服务你我他”情景短

剧；聘请６名客户代表担任监督员，开展
客户服务专项整治活动；实施门卫执勤

致礼、外籍船舶靠离泊致礼和“码头代

表”等一批礼仪服务项目；在服务窗口设

立电子触摸屏、导向指示牌，公布服务承

诺、服务流程、服务指南、费收标准和投

诉电话。积极开展“内部服务承诺制”，

为ＶＩＰ客户提供设施齐全、周到贴心的
办公和休息场所，实现计划、费收等职能

机构合署办公。健全和完善预算管理体

系，形成三级预算管理模式，明确分工和

职责，做到管理和实施权限清晰、体系完

整。严格预算编制流程，执行逐级申报

审批程序。完成“浮筒（锚地）重大件设

备装卸技术研究”和“折叠式车辆坡道

装置技术研究”２项技术项目开发，实施
“磁性专用包角工具”、“水泥管桩专用

钩”、“集装袋专用反齿”等技术项目研

发。制定特殊装卸工艺及安全操作措施

５３项，保障装卸效率和安全性。推广节
能型设备设施的应用，改造灯塔，减少无

作业场地照明；改进太阳能加热设备使

用方式，浴室用电明显下降；扩大公共区

域感应节能灯具使用。进一步规范生产

组织模式，提高直取、直装比重，减少生

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针对人机混合作

业，制作指挥手专业培训多媒体教材，促

进装卸机械作业区域安全职责落实。提

升信息管理水平，投入运行“物资管理系

统”，推广 ＯＡ网运用，逐步普及多媒体
办公。基本形成生产营运管控系统、技

术部门管理系统、行政党群 ＯＡ系统的
信息化工作格局。举办中青年管理人员

培训班，开展现场管理人员培训班，全年

共组织各类培训３６７３人次。成功举办
庆祝公司成立 ５０周年系列活动，编写
《辉煌５０年》，排演文艺汇演，举行形式
多样的庆祝活动。 （陈必银）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山分公司　上港集团宝山分公司拥有
泊位７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３个，码
头岸线总长 ７８０米；至年末，在册职工
５２３人。全年完成吞吐量５７２２万吨，比
上年增长１７０９％，为公司年度调整预算
的 １０５２％；其中，外贸吞吐量完成
１５３２万吨，为年度调整预算的９５８％。
完成营业收入 １６１２０３万元，为年度调
整预算的 ９６５％；实现利润 ２６３３５万
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９０８％。全年能
源消耗总费用１１０３６万元，为集团考核
指标的 ８３９％，降幅为 １６１％；全年吞
吐量综合单耗为４０６１吨标煤／万吨，为
集 团 考 核 指 标 的 ７５２％，降 幅

为２４８％。
　　年内，分公司贯彻落实上港集团“抓
市场、保增长，强基础、促发展”的工作方

针和“探索形成散杂货市场营运机制”

的工作要求，以“客户服务年”活动为抓

手，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动力，面对

世界金融危机和港际竞争加剧的影响，

积极抓住拉动内需的机遇，树立“外贸不

足内贸拓展，多揽一箱、多做一吨也是贡

献”的市场进取意识，“危”中寻“机”，扩

９９



大货源信息的跟踪，加强与重点班轮船

公司和ＶＩＰ客户的合作，在确保内贸钢
材这一基础货源的同时，积极拓展新的

航线和货源，促进合作共赢业务关系的

健康发展，把经济危机对企业的不利影

响降到最低程度。围绕年度安全预控目

标，以落实安全责任制为核心，以遏制违

章为重点，加大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强

化生产过程的动态监控，明确从管理到

操作各层次的安全职责。完善公司安全

生产应急预案，提升对处置突发事件的

实战应对能力。加强安全培训，全年共

组织各类安全培训２９期、１１７３人次，并
建立安全培训档案。推行特种设备联合

监管机制，实施特种设备检测鉴定 ７６
台，有效保证设备安全；加强设备的安全

运行管理，抓好对设备设施的日常检查，

落实大型机械防台风、设备防冻的各项

措施。加强承发包项目的安全管理，抓

好用电安全和防火工作，确保工程项目

安全。加强港口安保、治安综合治理以

及交通、消防安全管理，２００９年公司被
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

“平安单位”称号。加强内部协作和配

合，优化生产组织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以管控系统运行为契机，实现业务流程

再造，提升服务形象，有效控制生产运行

成本，现场生产组织更趋科学合理，装卸

质量、效率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水平得到

进一步提升。针对重大件设备较多特

点，依靠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加强现

场工艺指导，注重工艺改进优化，合理配

置工索具，保证大件设备装卸的安全。

全年共收到各类合理化建议５５７条，采
纳建议 １３１条，实施建议 １４条，其中 ３
条建议分获集团一、二、三等奖。完成

“四号变电所节能综合改造”等５项科技
项目，其中“四号变电所节能综合改

造”、“大口径钢管移动滑钩”分别获集

团２００９年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
加强对机械设备的巡检、状态监测和管

用养修，全年装卸机械完好率 ９６３％，
利用率１９６％，故障停机率３６％，为现
场装卸生产提供有力保障。推进经营管

理工作，精简内部管理机构，理顺经营管

理体制，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提高管理效

率。制订《２００９年度成本费用控制实施
办法》，实现各部门非生产性费用支出在

原计划额度上压缩 １０％的考核目标。
出台《加强应收账款效能监察的实施意

见》，明确应收账款和业务收费管理的职

责和要求，建立企业内控管理的长效机

制。出台《揽货激励实施办法（试行）》、

《月度经济考核实施办法（试行）》、《承

包工安全质量月度奖励实施办法（试

行）》等３项激励考核制度。进一步梳理
完善诚信服务管理制度，建立客户诚信

档案。通过建立个性化服务手册、设立

优质服务示范岗和投诉电话，推行客户

首问责任制，完善客户服务体系；建立客

户服务长效机制，精心打造自身服务品

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年内收到客户赠

送表扬信６封、锦旗７面。公司获由上
海市“知荣辱、讲文明、迎世博、讲诚信”

系列活动组委会、上海港口行业协会授

予的“诚信企业”称号。 （王　革）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泾分公司　罗泾分公司地处宝山区罗
泾地区，是２００５年根据《上海市总体规
划》，为构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而建造

的，是２００７年国家支撑计划———现代港
口物流服务示范工程、上海市十大建设

工程项目之一，承担以外贸进出口件杂

货装卸为主，以国际集装箱和仓储物流

为辅的现代化、多功能的专业码头。分

公司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日试生产，２００８年
２月 １日正式投产，设计年吞吐能力
１２００万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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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４２２万
平方米堆场、１８万平方米 ２座仓库连
成一体。

　　２００９年，分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７８６７９万吨，为公司年度调整计划 ７００
万吨的 １１２４％，同比减少 ２０４％。其
中，完成外贸吞吐量 ２８９０７万吨，同比
减少２８２％；完成内贸吞吐量４９７７３万
吨，同比增长 ２４２％，内贸吞吐量创公
司开港以来最高水平。完成营业收入

２７１５８１４万元，为公司年度调整计划
２８０３８１３万元的 ９６８６％，同比减少
１３３９％。其中，完成主营收入２４４５８５３
万元，同比减少 １４９％；完成其他业务
收入２６９９６万元，同比增长３２％。完
成船舶作业１６３８艘次，其中完成内贸船
舶作业４９４艘次，创公司内贸船舶作业
艘次历史最高纪录。

　　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公司牢固树
立货源是“公司生存和发展之源”的市

场理念，围绕做好增产增收这篇文章，加

大对外揽货力度，增强公司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应变能力和竞争力。公司领导

带队先后走访北京、天津、兰州、武汉、秦

皇岛、唐山等重要客户，积极寻找长江沿

线和外港货源基地，捕捉大量的计划外

货源。年内先后引进金属矿石、整船原

木等装卸业务，争取到出口阿根廷、巴

西、非洲成套设备等项目。全年完成纸

浆装卸６３９７万吨，同比增长６９４１％；
完成木材装卸 １３１６万吨，同比增长
７８６７％；完成有色金属装卸 １６６５万
吨，同比增长３０５２８％。针对罗泾港区
因自然因素形成船舶到港不均等特点，

公司不断提升生产组织水平，从货物进

栈集并到装卸船舶各个环节制订一系列

调控措施，做到生产组织忙而不乱、稳中

有序，提高装卸计划兑现率和泊位利用

率。各系统、各部门协同配合，发挥中控

室装卸生产龙头作用，抓好生产衔接，提

高工班产量，加快船舶周转，实施机械司

机现场交接班制度，最大限度缩短船舶

在港时间。年内船舶平均在港停泊时间

１３９天，同比减少１９２％。９月份，创下
公司开港以来３项新纪录：９月１日安全
优质完成２件单件重量为１３００吨化学
锅炉反应塔接卸任务；９月 ７日一昼夜
完成货物吞吐量７９４万吨；全月完成货
物吞吐量１０５６万吨，开创上海港历史
上码头单件作业最重设备新纪录和罗泾

分公司开港以来昼夜及全月完成货物吞

吐量新纪录。针对安全生产不稳定局

面，公司痛定思痛，吸取教训，采取多种

措施，加大安全生产管理力度，确保公司

“大安全”的持续稳定。加强对现场安

全生产检查和督促，及时发现和纠正违

章违纪行为。发生事故不论大小，均在

交接班会上通报，以吸取教训，防止重复

性事故发生。加大奖惩力度，营造人人

重视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加强重点货

物、重点船舶和重点作业的现场监护，实

施以中控室值班主任牵头，安监员、承包

队、机械队和门机队等现场管理人员昼

夜联检制度，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开展“公

司大安全”检查，有效促进安全质量全面

稳定。参加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推

进生产现场“安全网格化管理”模式，结

合“迎世博”和季节性有重点地做好安

保、防暑、防寒、防台、防火、交通等安全

工作，不断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措

施。加大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力度，组织

各类安全培训３０期计３５８４人次。利用
“罗泾安全通讯”等媒体对港内外各类

事故进行通报，对新进装卸人员安全帽、

指挥手加贴醒目标识等，为生产经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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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安全保障。

　　年内围绕集团“客户服务年”活动
要求，做到“三个结合”，把开展“客户服

务年”活动与自身生存发展结合起来，与

市场开拓结合起来，与塑造良好的企业

形象结合起来，积极营造良好的企业对

外优质服务氛围，提高“客户服务年”活

动质量。建立健全客户服务体系，制定

《客户服务工作计划》、《服务手册》等１０
个管理性文件，实施月度客户例会和日

常考核等规章制度，拓展和优化“客户服

务年”工作。在确保落实集团７项服务
承诺基础上，公司又细化７项服务承诺，
加强服务窗口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高

员工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公司加强成

本费用控制，抓好以节电、节油、节水等

为重点的节能降耗工作，严格控制各类

成本支出。根据集团有关费率调整通知

精神及时调整内贸货装卸费用，对到期

并新签装卸合同增加合理性收费；物资

采购坚持货比三家、阳光采购，审计、监

察、法律顾问共同参与，规范操作程序，

严格费用支出审批制度。全年对公司

３５８３７万元计３８８８项物资进行比价，共
减少费用２３９４７万元。规范企业内部
管理，加大应收款催讨力度，制定“罗泾

分公司应收帐款管理办法”，从制度建设

上规范和强化对应收帐款的催收工作，

遏制应收款的上升和超龄帐款增长。根

据职工反映装卸工时定额不合时宜的情

况，公司及时修改装卸工时定额，确保一

线职工的收入体现公平、公正，同时最大

程度提高工时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加

强内控制度建设，发挥管理的调控功能，

修改和完善公司《港口件杂货委托作业

合同》、《财务发票管理办法》等各类重

要行政文件２６个。根据现代港口发展
要求，逐步改变传统的人工生产管理模

式，推进生产系统计算机管理和控制，提

高科学化管理水平。完成集装箱信息转

换成ＢＴＯＰＳ系统兼容的规范化报文程
序，自行编制件杂货系统专用数据查询

系统，开发预进栈货物信息查询平台，完

成计算机更新服务器的搭建，为尽早实

现现代化、智能化件杂化码头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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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厚板

分公司物料配送服务。作为上海港罗泾

港区二期工程的一部分，该码头于２００８
年７月１４日通过国家竣工验收，共建有
泊位１１个，其中２０万吨级泊位２个，水
水中转小泊位９个，陆域面积６６万平方
米，堆场面积５５２万平方米。２００９年，
公司累计完成吞吐量２７６０万吨，完成营
业收入４５５００余万元，实现净利润４１１０
余万元。安全生产无任何上报事故，为

２００９年度集团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年内强化服务理念，设立码头代表，
制定《公共码头服务手册》，向客户公开

服务承诺，不断提升企业服务能力与水

平；注重科技创新，全年完成科技创新项

目３０项，有２项取得国家专利授权，２项
获中国港口协会科技进步奖，并被集团

推荐为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职工科技创新
示范培训基地”；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工

作，加强节能宣传，采用技术攻关，实施

指标分解，单机核算，责任考核等手段，

严格控制能源消耗，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单耗为０２５５吨标准煤／万元；强化环保
意识，承担社会责任，各项环评指标均达

国家标准。重视员工培训工作，提供“菜

单式”培训，全年开展技能、业务等方面

的各类培训１８８１人次，开展安全专题培
训６１９人次（其中劳务工培训 ３１０人
次）。 （薛国荣）

口岸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宝山）海
关　至年末，全关共有干部职工２２３人，
平均年龄 ３８９４岁；内设科级机构 １４
个，业务涵盖通关、查验、物流监控、加工

贸易、稽查、统计、监审等，业务门类比较

齐全。全年共监管进出口货物９４１９万
批、３０１５万吨、６０７亿美元，监管进出口
集装箱１３３５１万箱，统计进出口报关单
４４８０万份，查验 ５４０万批、７９８万标
准集装箱。推进区域通关改革工作，共

验放“属地申报，口岸验放”货物 １０９０６
批，货值 １９８４亿美元；坚持“应转尽
转”，进一步简化转关手续，共受理转关

运输业务 １０４万批。全年税收净入库
１８５４亿元，通过归类、审价、稽查、统计
监督等各种渠道补税入库 ３３５亿元。
连续六年获上海海关集体嘉奖，２００５年
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并

被海关总署列为全国海关基层建设 １１
个示范点之一；２００６年被评为上海海关
准军事化建设和基层建设达标先进单

位；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８年连续被评为市文明

单位；通关一科、通关二科分别获“全国

青年文明号”、“上海市青年文明号”的

光荣称号。２００９年，通关一科获“世博
服务品牌奖”。

　　辖区内区域具有点多、线长、面广、
分布较散的特点，关区内有３个国际集
装箱码头及上港罗泾港区矿石码头和件

杂码头，共监管２个港外库场、５个自管
码头、６个进口分拨点、９个查验点、９个
保税仓库，总计３１个海关监管场所；共
有包括宝钢在内的１０４０家海关注册备
案企业，其中，从事加工贸易生产企业有

９３家，主要从事钢铁、化工涂料、硅片、
皮革、集装箱制造等行业。年内落实各

项措施，主动服务企业。适应宝山区主

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需

要，主动跟进，靠前服务，认真落实海关

服务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和政策。在为

区内重点企业提供量身定制服务方案的

同时，开通“中小企业咨询专窗”，深入

企业宣传海关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

长的各项措施，并现场答疑解惑。先后

召开４次企业座谈会，举办近３０期海关
政策宣讲，参与人数达４００余人次。构
建内销等“快速通道”，简化流程，为企

业办理内销、减免税、转型和搬迁等手续

提供便利，全年共计减免税款 ４６６４３７
万元。改革监管模式，支持企业发展。

启动进口分类通关改革，通过企业分类，

为资信良好的企业提供更大便利措施。

改革施行以来，企业进口通关时间大幅

缩短，滞港费用明显降低，物流成本下降

３％。深化加工贸易和保税物流监管改
革，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对１３家企
业实施或试点实施电子帐册联网监管。

规范空箱出口运抵报告管理，有效连接

海关物流监管链，为客户和码头企业的

生产运作提供支持。创新执法手段，维

护口岸秩序。针对反倾销政策变化频率

高、涉及产品种类多、税差幅度大的特

点，成立“反倾销税专项行动”分析小

组，累计查获４起涉嫌逃避反倾销措施
进口电解电容器纸和耐磨纸案件，案值

共计２０００余万元，涉及反倾销税３００余
万元。积极运用统计数据查询分析系

统，创新统计分析工作方法，为各项业务

提供数据和信息服务，发挥数据审核效

能，提升分析水平和监测预警能力。注

重部门协调，拓展通关、统计、稽查等部

门合作领域，总结行业性漏税风险，找准

稽查对象，强化后续监管合力。全年共

向缉私部门移交案件线索１６７起，其中
行政立案１４８起，案值４７７３４５万元，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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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１７２８４万元；刑事立案 ４起，案值
２３３０万元，涉税 ２８０万元，立案率达
９１％。坚持“以廉把关，以廉建关”的治
关理念，以监审科设立为契机，推动应用

廉政风险预警处置系统、内控管理平台

等科技手段，加强执法监督，健全廉政形

势分析制度，对重点人员、重点岗位进行

查找分析，及时掌握关员思想动态，分析

廉政隐患，采取措施堵塞漏洞，把问题消

灭在萌芽状态。通过开展“关歌嘹亮颂

祖国”歌咏比赛、举行颁发中国海关荣誉

纪念章仪式、编印建关３０周年宣传册和
纪念邮册，参观关史荣誉室等系列活动，

激发干部职工爱关爱岗热情。坚持“青

年智囊团、法律事务小组、政工联络员”

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创造机会促进青

年岗位成才。启动以迎世博为核心的新

一轮精神文明创建，改进提高海关执法

服务水平，塑造良好海关新形象服务世

博，实现“微笑服务、特色服务、品牌服

务”。 （余　亮）

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开展外来检疫性杂草调查 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　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位于长江
口、黄浦江交汇处，勤务岸线南起公平

路，北至崇明岛，西起浏河口，东至长江

口。辖区共有中国迄今规模最大、最现

代化的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宝钢集

团原料和成品码头，集装箱集散地军工

路、张华浜、宝山３个大型现代化集装箱
转运码头等３２个对外开放码头，５个锚
地，４７个浮筒，海港执勤岸线长达１４４２

公里。

　　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确立
和市政府“大通关”政策的实施，宝山地

区的年进出口货运量大幅度增长，吴淞

边检站的任务日趋繁重，全年共检查出

入境（港）船舶１４２３０艘次，出入境（港）
人员２６２２０６人次。成功破获“４１１”团
伙偷渡案，抓获偷渡人员３名，得到公安
部六局的通报表扬；成功破获“６１２”境
内外勾结有组织团伙偷渡案，抓获涉案

外籍“蛇头”２名，国内“蛇头”３名，偷渡
人员９名；查获网上追逃人员１名，查处
各类违法违规案件２０７起，有力维护了
口岸的安全和稳定。边检站根据上级提

出的“让每一名服务对象在任何时间任

何岗位都能得到同样优质高效的服务，

做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模范”的总要求，多

次召开各类会议，传达、学习、吃透上级

会议精神，努力把建立服务定式作为当

前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的重点，形成

了站党委班子集体研究、站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和“服务办”具体抓、其

他领导配合抓的工作机制。站“服务

办”相继制定、出台了《吴淞站建立服务

定式工作方案》、《吴淞站勤务岗位服务

定式示范岗运作管理办法》、《吴淞站推

进服务定式工作实施办法》以及相关配

套性文件，明确服务定式工作的目标任

务、组织领导、实施步骤、相关标准等内

容，使服务定式工作有章可依、有据可

查，创造性地开展三星、四星、五星服务

定式示范岗活动，并通过组、队、站层面

评选、配对执勤、观摩学习、座谈汇报等

形式，积极发挥星级示范岗的示范引领

作用。年内推出１６名五星示范岗、２８名
四星示范岗和４２名三星示范岗，并在此
基础上，分两批推出了 １０名模范检查
员，基本涵盖现场执勤服务工作的各个

岗位，并细化到工作流程的每一个始末，

使广大民警学有榜样、比有坐标，在全站

范围内营造“比、学、赶、超”的工作氛

围，切实提高工作和服务水平。边检站

广泛开展以助学帮困、树公安边检形象

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爱心编织警民情”

活动，积极为出入境船员和登轮单位做

好事、为帮困对象送去温暖，各单位与９
户特困家庭结成扶贫帮困对子，全年捐

款１万余元。与宝山区杨东民办子弟学
校开展“播洒阳光，播种希望”公益品牌

实践活动，先后举办纪念“５１２”爱心助
学仪式、“真情永驻·爱心奉献”助学帮

困仪式等多项活动。 （崔　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　至年末，有干部职工１１５人，设３个
办事处和７个科室。全年受理出入境货
物报检３６２８２４批次，比上年减少４５３９６
批次，减少１１１２％；完成货物检验检疫
１２９６０７批次，涉及金额１０５２９３１万美元，
实施检验检疫的总箱量达２６５８７２标箱；
签发出入境货物通关单９６１２３份、证书
及凭单６０６００份。检疫出入境国际航行
船舶２６１２艘次、人员 ４８０７５人次，签发
国际航行船舶卫生证书等４９７份，监督
国际航行船舶卫生、食品４７２次。截获
各类疫情 １７０２６批次，比上年增加
５７７９％，其中危险性有害生物咖啡果小
蠹、双钩异翅长蠹、巴西豆象、四纹豆象

等３８批次，媒介生物 ２４３１批次。封存
来自高致病性禽流感、疯牛病、口蹄疫等

疫区船舶上的肉类２４８批次、９９４６公斤。
检出进口商品不合格３８７批次，其中涉
及安全、卫生、环保共１８７批次。检验检
疫进口废物原料４４０１批、９９１４万吨，货
值２９６６５０７万美元；发现 １０批环保不
合格，作退运处理。实施出境货物检验

检疫２６３０批，出境动植物产品及木包装
熏蒸监管 ２６８８６批；检验出口食品 ８０６
批，发现１批不合格产品；在输非监装过
程中发现货证不符１０批次，按相关规定
实施处理。完成吴淞口岸媒介生物和植

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红火蚁、舞毒蛾、实蝇

的监测工作，共捕获鼠类 ４２只、蚊类
１２８７只、蝇类１７７５８只，没有监测到红火
蚁及近似种。全年依法行政处罚违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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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案 １４件，处罚金额 ２３４８万元。年
内，吴淞局被命名为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度
上海市文明单位；张华浜办事处获“上海

市工会工人先锋号”；罗泾办事处与张华

浜办事处获上海口岸同创共建“文明口

岸”文明示范窗、文明示范岗称号；张奕

被评为上海市医疗卫生系统对口支援都

江堰市灾后重建先进个人。

１月２８日，宝山海事处领导陪同区长斯福民等区领导视察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建设水域
宝山海事处／提供

　　年内开展“质量安全年”活动，举办
２７次质量信息咨询活动，咨询人数１７６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１６５份；１３５人次参
加质量知识竞赛；举办４次质量管理培
训，培训１４２人次；组织督察６７人次进
行质量整治，检查企业３０家，帮扶企业
１５家。做好甲型Ｈ１Ｎ１流行性感冒的防
控工作，检疫３９２艘次来自疫情发生国
家和地区船舶、入境船员７７７６人次，处
置４起发热病人，抢救２起危重病人，接
受２５批、８２８人次医学观察人员，并从８
月份起转入常态化防控管理。完善实施

分拨货木质包装集中查验监管新模式，

共监管 １４５９３８批分拨货，检出疫情
１６６２４批次。以 ＩＳＯ９０００体系要求推动
业务标准化建设，修改内部文件５５次；
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完成出境集装箱适

载检验电子监管系统试点；推进入境货

物全申报和提货单电子签章，通过电子

签章放行的货物４２２２１７批次，有效放行
率为９９８９％。开展迎世博“一站式”服
务，完成６个科研项目、３个标准制修订
工作。 （张　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至
年末，上海吴淞海事处立足长江黄金水

道“第一哨”，积极融入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建设，切实做好“两口一线”（长江口、

吴淞口、长江口深水航线）的水上安全监

管。全年共办理进出口签证 ４７０６７艘
次，规费征收８２０６７万元；受理各类危
险品申报 １７７０次；实施行政处罚 ５８２
件，罚款金额１７３４３５万元；船舶安全检
查６１９艘次，防污染检查１４５件，集装箱
开箱检查４２次，查获瞒报危险品案件１２
起；开展应急搜救２３６次，提供信息服务
１０２４８６次。水上安全形势继续保持稳
定，四项指标（事故件数、死亡人数、沉船

艘数、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全面下降。

　　年内启动长江口深水航道施工管理
新模式，促进通航安全和通航效率协调

发展。借助“ＶＴＳ（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开放日”、安全共商会等平台，加强与航

运单位的联系和沟通。完成年初雾天监

管任务，先后疏导６２００余艘船舶安全锚

泊、开航。深化源头管理，通过投建ＲＤＦ
测向仪设备、完善“错峰”管理举措、网

格化巡航、加大事故船和故障船的安检

力度、加强施工船管理、开展专项整治等

手段，加强有效监管能力，提高预知预控

水平。牵头召开片区网格化管理会议，

建立片区联动机制，提升巡航有效性和

应急反应能力，全年救助遇险人数５９７７
人次，搜救有效率达９９９５％。坚持以人
为本，执法支队提出船舶安全检查复查

全年无休服务承诺，政务中心扩大办理

船舶短期定期签证范围。做好安全信息

广播和宣传，为超规范船舶提供安全保

障服务。７月，指挥分中心和政务中心
被部局评为“全国海事系统文明执法示

范窗口”；海事处获上海市文明单位称

号，实现五连冠。 （徐　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至
年末，宝山海事处有在职员工８９人，其
中具有硕士学历１２人，本科学历３７人，
专科学历２９人；具有高级职称３人，中
级职称２２人，初级职称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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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执法船艇５艘（海巡１００１、
海巡 １０６１、海巡 １０６２、海巡 １０６６、海巡
１０６８），海事专用标志执法车３辆，并配
置有 ＶＴＳ（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终端设
备、２９个可对管辖区域进行实时监控的
探头等。该处管辖区域自吴淞口外沿长

江至江苏浏河口，年货物吞吐量达到

１２０７３万吨。全年办理船舶进出港签证
４３７８４艘次，比上年增长１４１％；办理危
险货物申报１８７０起，实施船舶安全检查
５２４艘次，处罚违法船舶及人员 ２６３起
次，比上年减少 ５０４７％，处罚金额
１０５８万元；组织搜救１３起，共救助人员
１２１人次，救助成功率达到 ９７５２％；发
生海损事故５起，比上年下降２８５７％；
沉船３艘，比上年下降２５％；事故直接经
济损失人民币 ２８８３万元，同比下
降３２０９％。
　　２００９年，是上海海事局“三年行动
计划”的收官之年，要求在全国海事系统

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海事监管水平。

围绕这一目标，该处深化“水域网格

化”、“陆域单元化”的管理举措，与上海

崇明海事处、江苏太仓海事处签订共建

长江上海段文明航区协议，开展联合执

法，对违规捕捞鳗鱼苗、非法私渡船舶等

违法活动加以整治，规范水上通航秩序。

推出流动政务服务岗、水上工程建设绿

色通道等举措，便利港航企业生产建设。

提前介入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建设工

程，研究安全管理措施，组建现场安全管

理办公室，专门服务该工程的现场管理

班组—“海宝班组”，建立周、月双安全

例会，处、科级干部２４小时现场带班指
导安全管理。在工程建设中，成功拦截

９２６艘次误闯施工区域的船舶。组织国
内专家对工程投产后所处区域航路调整

的研究、航行规定制定的前期准备工作。

（吴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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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与建筑业
■编辑　陆　颖

工业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工业企业有６７９６
户，比上年增加０２％；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０３４亿元；实现销售产值１０２７亿元，比
上年增长０７％。规模以上工业的主导
作用明显，全区共有规模以上企业１１７７
户，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 １３４７１１人，
共完成销售产值８７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８％；工业产品产销率９９３％，比上年
增长１２％；全区工业税收收入５０亿元。

■保增长工作　在产业结构调整、重点
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小企业发

展、节能技改等方面共获得资金支持近

１１２４５万元。全年新开工项目１８个，总
投资额１６亿元。全区实现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４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４％。工
业园区实现工业固定资产投资４０亿元，
占全区工业总投资的８５１％。其中，宝
山工业园区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７
亿元，占全区工业投资的３６２％。华润
雪花啤酒、拉法基石膏、宝冶罗店基地等

超亿元的建设项目，提高了宝山区工业

产品结构档次和市场竞争力，为全区工

业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以滨江发展带、
轨道交通沿线区域和工业园区为重点，

加快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

年内，共关停、调整劣势企业７２户，其中
危化企业６户，盘活工业园区低效土地
２５６亩，降低耗能３５万吨标煤，腾出土
地面积１５００余亩，争取市结构调整专项
资金２５００余万元。制定南大路沿线国
有企业调整计划，积极争取市、区产业结

构调整政策，启动调整上海皮革化工厂、

上海医药物资供销公司、上海医药上海

市化学试剂供应站等危化企业。区经委

协助区规土局制定南大地区综合整治规

划，会同区环保局制定下一年重点关停

企业方案。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制定《宝山区
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方案》

和《宝山区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２＋４”
行动方案》，明确宝山区至２０１２年高新
技术产业化工作目标和任务。召开宝山

区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大会，从政

府层面推进全区高新技术产业工作。举

办宝山区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论坛、推

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培训专题会议、

推进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工作座谈会、信

息助企ＧＥＴ行动座谈会、２００９年创新发
展论坛、节能减排与清洁发展专题报告

会５个专题性会议，参加人数达４５０余
人次。加强与宝钢、中国商飞等国有大

企业合作，积极推进民用航空、新材料、

新能源、装备制造、电子电器、软件与信

息服务六大产业领域基地建设。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制定《宝山区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宝

山区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基地被批准为上

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产业基地。组织半

岛１９１９、动漫衍生产业园、国际工业设
计中心 ３家单位申报市创意产业集聚
区；组织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上海国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宝

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金算盘

软件有限公司４家企业申报总集成总承
包专项引导资金；推进上海凯迪集团、上

海新宝等企业总部研发楼宇建设。

■实施节能降耗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
合能耗为 ７５８万吨标煤，比上年减少
１５８万吨标煤，万元产值能耗为０１４８３
吨／万元。举办全国节能宣传周宝山活
动，组织区内企业参加上海市节博会产

品技术展览。实施财政补贴节能灯推广

工作，共完成４５万盏节能灯推广。实施
市级节能技改项目１５个，实施后节能量

可达９万吨标煤。推进宝山工业园区集
中供热工程，实现园区—石洞口—企业

供热联动。 （王　琳）

宝山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０９年，大力发展先进制造
业，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加快落地企业的

开工和投产，增强园区综合经济实力和

循环发展能力。全年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３３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８％；完成增加
值１２６亿元，增长３２％；完成财政收入
９０２２万元，增长 ２３％；完成经营性固定
资产投资１５亿元，增长１４％。实际到位
外资３５００万美元。

■加大项目储备力度　加强与上海电气
集团、上汽集团、宝钢集团、中钢集团等

战略合作，拟定共同建设电气产业园、上

汽产业园等合作协议，并有实质性的投

资项目启动。年内新签２０个项目，注册
资本１６亿元。有多个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投资园区，有２０个项目等待开工，涉及
总投资１９亿元，用地１００公顷。落实土
地指标１７３公顷，新开工５个项目。

■加快项目竣工投产　园区累计开工建
设近５０个项目，总投资 ８２亿元。２００８
年集中开工的１１个项目，有８个企业投
产或试生产。鼓励提高企业单位土地产

出率，对产值超１０亿元及每亩财政贡献
前５名的企业予以奖励。全年实现每亩
土地产值近１７０万元，比上年提高５０％。
加强标准厂房的项目招租，租用率６０％
以上。加快罗森宝工业楼宇招商，签订

５套份租售意向合同。

■加快动迁步伐　委托罗店镇、罗泾
镇、月浦镇完成近４００户农户动迁。至
年末，累计动迁近２５００户农户，占园区
内全部农户的 ４８％。累计开发土地
５９１８公顷（不包括宝山经济发展区用

５０１



地），其中工业用地３９２９公顷，市政用
地１９８８公顷。园区为４３００名失地农
民落实社会保障，占园区内原有劳动力

的３６％。

■完善市政配套　按循环经济建设要
求，年内开工建成排污出口工程和集中

供热工程，建设３条支路和１个开关站。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环境、道路整治、第四
轮三年环保行动计划，推进园区企业监

测井建设。加强企业节能降耗工作，实

现万元产值标煤 ０１３，比上年有所上
升，低于全区平均能耗。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大厦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提供

■华润雪花啤酒项目　华润雪花啤酒
（上海）有限公司项目是由华润雪花啤

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香港）投资组

建，项目总投资９４８０万美元，注册资本
７２００万美元，建设用地１９３公顷，年计
划生产４０万吨雪花牌啤酒，年销售收入
约１０亿元人民币，实现年税收约１２亿
元人民币，就业人员１５０名左右。项目
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开工建设，至２００９年底
厂房和办公楼基本建成，设备安装基本

完成，调试并准备试生产，为２０１０年正
式投产打下基础。

■拉法基石膏项目　拉法基石膏系统
（上海）有限公司由中国石膏板有限公

司投资设立，母公司设在法国，属于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该项目投资总额４５００万美
元，注册资本１５００万美元，位于大川沙
河以东、银石路以西、海欢路以南、海宇

路以北，建设用地面积１０公顷，建筑面
积６０１８５平方米。该公司主要利用上海
石洞口电厂的脱硫石膏和余热作为企业

的生产原材料和主要能源来源，年生产

石膏板６２００万平方米，预计达产后的年
产值为 ４５亿元人民币，年上缴税收
４１００万人民币。项目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开
工建设，至２００９年底厂房基本完成，设
备安装完成，准备试生产。

■科洛尼金属项目　科洛尼金属（上
海）有限公司由德国 ＣＲＯＮＩＭＥＴＨＯＬＤ
ＩＮＧＧｍｂＨ（甲方）与香港志明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乙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投

资总额２９８０万美元，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万
美元。该项目位于大川沙河以东、北?

川路以西、谢家浜以南、海欢路以北，建

设用地面积 ５４公顷，建筑面积 ３２５６９
平方米。公司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的加

工，预计达产后的年产值为１０亿元人民

币，年上缴税收２０００万人民币。项目于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开工建设，至２００９年底厂
房基本建成，完成道路场地基建及办公

区楼内装修。

■欧领特重型冷轧项目　欧领特（上
海）重型冷轧有限公司由世界５００强之
一的印度安赛乐米塔尔集团投资设立，

项目投资总额 ２０００万美元，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美元。该项目位于大川沙河以
东、北?川路以西、南毛家塘以南、金石

路以北，建设用地面积３３公顷，建筑面
积２０１２６平方米。公司主要从事钢板桩
及其他冷轧钢制品的生产、加工、维修，

一期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３９亿元人
民币，上缴税收１８００万人民币。项目于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开工建设，至２００９年底，厂
房、办公楼内装修、设备安装基本完成，

准备试生产。

■伯利休斯（上海）工程技术项目　伯
利休斯（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项目

位于宝山工业园区内，占地面积约２００００
平方米，由蒂森克虏伯（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投资设立，总投资和注册资本均为

１７００万美元。公司主要经营水泥和矿
业机械、设备和零部件的生产、设计、研

发和销售，项目达产后预计产值年约为

４亿元，税收约为２０００万元，预计安排就
业１８０人。项目于 ２００９年 ７月开工建
设，至２００９年底，完成主厂房钢结构吊
装、屋面挂瓦和辅助房框架结构，并开挖

设备基础。 （沈　云）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概况　２００９年，园区完成工业销售产
值８０７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９％；完成
增加值２６５１亿元，增长１６７％；完成区
级财政收入１９８亿元，增长１６３％；完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１８亿元，增长
７４６％；实到外资 １８９０万美元；完成生
产性固定资产投入８２５亿元。年内引
进相宜本草、普安重型柴油发动机等 ５
个项目，总投资额达１１５亿元人民币，
合同外资１４５３万美元，奠定园区新经济
增长点的优势。全年综合能耗万吨标准

煤的区级指标为６３万吨，实际消耗５７
万吨，万吨产值能耗下降率达１２５２％。
园区建成并开放了门户网站，着重在招

商引资、宣传推介、搭台合作、资源共享

等方面发挥网络信息化优势，打造高新

技术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聚集的新

名片。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年内完成园区
产业调整控详规划修编并获区政府批

准，园区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功能定

位确立。园区开发公司成功收购悦腾

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企业兼并、重组

在谈项目２个，标志园区产业结构调整
迈出实质性步伐。绿地现代服务业重

点项目９万平方米商品楼竣工，年底入
户。一期６万平方米商务楼开盘，二期
开工建设。全年征用土地 １８７公顷。
出让综合用地 １幅计 ９１３公顷，由金
地集团摘牌开发；出让工业地块 ２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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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１７公顷。

■园区综合管理　实施迎世博６００天行
动计划，改善园容园貌和农村环境。年

内拆除危棚简屋和违法搭建３０余处，拆
违４０００平方米。取缔违规违法经营店８
家。粉刷围墙立面 １６万平方米。新辟
公交８５路进园区，解决长期困扰企业职
工、村民的出行难。建成宝祁路１万伏
开关站，辟通园康路５００米道路。整治７
条村级河道并通过区级验收，绿化种植

２万平方米。道路清扫，绿化养护、农村
公厕管理等坚持突击整治与长效管理相

结合。对园区８０家企业试行“综治进企
业”活动，推进平安园区建设。

■落实社会保障　全年完成９个村民小
组的撤制申报和 ４个村民小组撤制工
作，农民纳入社会保障１７２人。对未满
１６周岁农业户籍人员实施一次性补贴，
调整提高农保人员养老金至３７０元／月，
农村合作医疗应保尽保率达１００％。为
４５０名农村妇女，１６２名７５岁以上老人
提供免费体检，为１１名老年人免费实施
白内障手术。推荐农村劳动力６０人上
岗，解决“零就业家庭”、“双困”人员１４
人就业。年内完成动迁９０余户，聚丰景
都动迁基地建设如期推进，１１６户村民
乔迁新居。 （卓迎春）

建筑业
■概况　２００９年，建筑业全年实现增加
值４６４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７９％。三
级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完成总产值５０９７４
亿元，增长２２１％。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１１７９万平方米，增长４％；房屋建筑竣工
面积４１６万平方米，下降１６３％。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 ３
月，上海宝冶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

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至２００９年末，公司
有职工４９２１人，其中在岗职工中具有高
级技术职称 ４００人、中级技术职称 ６７０
人；公司注册资金４７３６亿元，下有全资
子公司８个、控股子公司４个、参股子公
司８个。上海宝冶是中冶集团内首家拥
有施工总承包冶炼工程和房屋建筑工程

双特级资质的子公司，拥有中国钢结构

协会认证的钢结构制作特级资质，建筑

工程甲级设计资质，并拥有市政工程、机

电安装工程总承包一级、地基与基础工

程、钢结构工程、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

一级、公路工程施工、管道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建筑无损检测、房地产开发经营、

特种设备安装维修、建筑工程检测计量

等专业承包资质和能力。２００９年，公司
承建和参建的浦钢搬迁项目 ＣＯＲＥＸ炼
铁工程主体单元、南京会议展览中心工

程、太原机场改扩建航站楼工程３个项
目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中冶尚城１６
号楼获白玉兰奖。公司获全国建筑业先

进企业、全国优秀施工企业、全国首批建

筑ＡＡＡ级企业、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百佳
贡献单位、迎世博２００９九鼎杯上海市场
诚信经营先进单位、上海市建筑业诚信

企业等称号。在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建筑
（集团）企业经营实力排名中列第５位、
２００９年上海企业 １００强列第 ３８位（比
２００８年上升一位）。公司在国际金融危
机冲击、国内钢铁冶金项目投资锐减、大

宗材料价格市场波动较大等诸多不利因

素和形势影响下，抢抓市场机遇，改进内

部管理，形成技术上互为支持补充、资源

上协同营运、集约投入的 ＥＰＣ工程总承
包、钢结构和装备制造、检修协力、房地

产开发四大主业板块发展的经营构架，

生产经营保持平稳发展，实现主要经济

指标全面超前完成“二五”发展规划目

标。全年新签合同额１４６０５亿元，完成
中冶股份下达计划的１０５８３％；实现营
业收 入 １２３２４亿 元，完 成 计 划 的
１１４１１％；实现利润总额 ４６４亿元，完
成计划的１４３２１％；主业在岗职工人均
收入７３６万元，完成计划的１０４９９％。
年内，在有重大影响力、高技术含量的工

程项目市场竞争中，发挥优势，奋勇夺

标，连续中标并承建“上海世博会”、“深

圳大运会”、“广州亚运会”三大国际会

事多个场馆的基础设施建设，承接邯钢

二冷轧冶金工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二

重集团（镇江）重型装备项目、济南火车

站、虹桥交通枢纽、上海青草沙水源地原

水工程、科威特中央银行大厦等一批国

内外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处于受控状态，

各项工作进展良好。企业转型、产业结

构优化取得进展，产业链的横向拓展和

纵向延伸初见成效。深化“实体精品、过

程文明”的项目管理理念，加强项目管理

人员培训，提升项目管理水平，推进“劳

务分包”管理模式。公司在广西防城港

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信阳明港机场进场

道路改扩建、信阳市体育中心等工程建

设中采用ＢＴ的运作方式扩大市场经营
规模。公司房地产产业板块逐步进入销

售期，通过不断加大保障性住房开发力

度，初步形成上海、慈溪、扬州三大保障

性住房建设区域。 （郁群妹）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年内，五冶
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与原中冶成工建设有

限公司东南分公司合并，合并后公司名

称为“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简称

“上海五冶”。上海五冶是中国五冶集

团有限公司核心子公司，世界五百强企

业中冶股份成员单位。至年末，上海五

冶注册资本１６亿元，总资产２４亿元；
职工总人数３０７３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
管理人员１８６８人、教授级高工１９人、高
级职务２１１人、中级职务４４１人，初级职
务１００９人。公司拥有冶炼、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二级资质等在内的多项总承包和

专业承包资质，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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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面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
严重冲击及冶金市场的全面萎缩，公司

积极创新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开拓外部

新区域市场，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及

三大板块发展转危为机。全年实现总产

值５９２亿元，新签合同额７０亿元，实现
利润１２３亿元。技术创新领域，完成省
部级鉴定技术成果１２项，获授权专利４９
项、国家级工法２项，申报并获准中国企
业新纪录 ６项。年内，公司获国家、行
业、地方等工程质量奖十余项，其中公司

主承建的“首钢京唐钢铁联合责任公司

一期一步焦化工程”获“中国建设工程

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承建的宝钢

工程入选建国六十周年“新中国百项经

典暨精品工程”；获第六次“全国优秀施

工企业”称号和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建设工
程“白玉兰奖”。企业位列上海企业１００
强第６８名。 （刘伯生　刘晓龙）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是
中冶天工建设有限公司投资控股的大型

综合施工总承包企业，注册资本金１５亿
元，拥有总资产３１６亿元。公司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５１９６亿元，较上年增长
９２％；新签合同额５００５亿元，较上年降
低１３５３％；实现利润总额１３５亿元，较
上年增长１４４１％；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
１３６万元／人·年，较上年增长１７２４％。
至年末，公司在岗员工３７９５人，其中管理
人员１８１１人、工程技术人员８８９人，管理
和技术人员占在岗员工总数的７１１％，
比上年增长２８％。公司主要经营施工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房地产开发、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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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医院改造效果图 二十冶／提供

制作安装、工业设备检修技改、商品混凝

土加工销售等业务。２００９年，是公司应
对经济危机、全面启动转型的一年，实现

了“市场不缩、信誉不丢、收入不减”的年

度总目标。年内共有９５项工程在建，６６
项工程完成实物交接。具有行业影响力

的沙钢５８００立米高炉、１４５０毫米热轧、２
号５米宽厚板、３１８０吨炼钢连铸等四大
工程，以及湖北鄂钢４３米宽厚板工程、
江西新钢热风炉工程等项目相继竣工。

宝钢２０３０冷轧、武钢三冷轧等项目进入
试车阶段。公司近年来以《经营管理责

任书》为抓手，强化各级管理者的经营责

任，经营责任体系建设得到强化。年内充

实完善工程交竣工、项目结算、项目采购

结算、项目资金清欠、项目财务清算等５
个方面的责任书制度，包括原有的安全目

标管理责任书制度等，形成完整的责任考

核体系，强化“经营结果高于一切、管理

责任重于泰山”的理念。夯实财务基础

管理，完善债权债务、银行账户清理和外

经证管理、税务筹划等内容，从制度和手

段上强化资金集中结算、全面预算管理和

工程结算管理，提高各单位根据合同约定

及工程进度统筹平衡资金收支的能力，加

强合同执行过程的成本核算管控。建造

合同执行管理进一步强化，从制度上对

核算流程、信息传递及数据报告等方面

进行规范，增强合同成本与工程实际进

度的匹配性。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和质量

创优，全年完成专利编写７１项，专利申
报７０项，取得专利证书５１项，３项科技
成果获中冶集团科学技术三等奖，７项
科技研发成果通过中冶集团鉴定。参与

编制的２项国家标准取得阶段性成果，８
项工法被评为部级工法，其中“重轨手工

电弧焊施工工法”被评为国家二级工法。

宝钢长材坯料生产系统优化工程、宝钢

搬迁轧钢三标精整单元工程等４项工程
被评为国家冶金行业优质工程，宝钢搬

迁板坯连铸工程获中国安装工程优质

奖。公司参建的宝钢工程被评为新中国

建立６０周年百项经典工程。设备安装
分公司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钢结构

分公司、基础分公司被评为上海市平安

单位，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在集团和上

海市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中受到表彰。

（白　雪）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２
月，中国二十冶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中

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公司
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化危机

为机遇，转思路谋发展，继续保持平稳快

速上升的发展势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创企业历史最好水平。全年新签合同额

１７８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７％；完成企
业总产值 １５７６亿元，为年计划的
１３１４％，在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各子公司中排名第一位；完成营业收入

１３６２亿元，为年计划的 １１３５％，增长
８８％；实现利润３６２亿元，为年计划的
１６４５５％，增长１５１３９％；在岗职工劳动
生产率１６６６３万元／人·年，为年计划
的１３１３５％，增长 ２９２％。年内，公司
获国务院国资委、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

部联合颁发的“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称

号，获中国施工企业协会颁发的“全国优

秀施工企业”、“技术创新先进企业”以

及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颁发的“上

海市建筑业诚信企业”荣誉称号；位列上

海企业１００强第３７名，上海市建筑企业
经营实力第６名。
　　公司全年共竣工单位工程３８８项，
工程质量验收一次合格率１００％。其中，
参加评优的单位工程９９项，被评为优良
单位工程 ９８项，单位工程优良率达
９８９％。有２３项工程获各类质量奖，其
中宝钢工程、太钢新建１５０万吨不锈钢
工程、天津无缝钢管工程获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百项经典暨精品工程”称号；有
５项工程创出“中国企业新纪录”。公司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

全面进行隐患排查治理，完善安全设施，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上海开利空调等４
项工程被评为上海市安全质量标准化考

核优良工地。公司获“上海市建筑业能

源普查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全面推进

企业战略转型，积极发展适度相关多元

产业，着力开发建筑高端产品，不断增强

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赢利水平。１２月
１５日开工建设的珠海横琴岛基础设施
ＢＴ项目，总投资达 １２６亿元，项目包括
岛内所有交通主干道、次干道、管网项

目、海堤及环境工程，是继浦东和天津滨

海开发区之后，公司成功介入的“第三个

国家级开发区”建设，使公司运营模式发

生重大变化，由建筑产品单一的建造服

务商转变为投资开发商。承建的湖南常

德道路改扩建 ＢＴ项目，于５月２６日正
式开工，工程总投资１０８８亿元，是常德
市城建史上一次性投入最大、道路使用

功能最全的基础设施项目。公司以 ＢＴ
＋ＥＰＣ模式运作的天铁高线项目竣工投
产，以ＥＰＣ总承包方式承建的斯里兰卡
高速公路、中冶医院改扩建、天铁 １＃４＃
连铸延伸改造和北兴特钢炼钢优化技改

等项目顺利推进。公司全面构筑房地产

新主业板块，以设计高品位、开发高效

率、建设高质量赢得市场和社会认可，房

地产开发规模和效益迅速增长。控股和

参股房地产开发项目１１个，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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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万平方米，开工面积７２万平方米，销
售面积２０５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发成为
公司第二大主业及新的效益增长点。公

司在市场结构调整中，以绿色环保为重

点，以低碳节能为目标，面向市场全面建

立企业创新机制，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担当起大型国企的社会责任，与香港霍

英东集团、台湾山河集团强强联合，合资

成立新纪元绿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合

作开发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及节能

减排项目。抓紧建设公司承建的无锡锡

东、襄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环保项

目。通过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审核成立国家“重型大跨度钢结构研发

基地”，通过中冶集团“创新型企业”的

复评审核。全年科技投入超过营业收入

的２％，完成技术开发项目３９项；通过省
部级科技成果鉴定１６项，其中２项科技
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７项科技成
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作为上海市

专利示范企业，努力推进知识产权管理

工作，全年获得授权专利５３项，完成专
利申请６９项，其中发明专利２０项；主编
和参编国家或行业标准４项；组织编写
施工工法，１５项被评为省部级工法，３项
通过国家级工法升级换版。公司获“全

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先进单位”、“中冶股

份知识产权管理先进单位”、“上海市ＱＣ
活动优秀企业”等荣誉。

　　公司发挥ＭＣＣ的品牌优势，以非洲、

中东、东南亚地区为重点，实施“走出去”

战略，开拓海外建筑市场。在建的西澳

ＳＩＮＯ铁矿项目是中国在海外投资最大的
矿业项目；巴新瑞木镍钴项目是中国公司

目前在海外除石油以外建设运营的最大

资源项目，同时也是“巴新”最大的外资

项目；斯里兰卡高速公路项目是中国企业

目前在海外建设的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

也是斯里兰卡“国门第一路”。年内新签

阿尔及利亚集水管线工程、尼日利亚

９００ｍｍ冷轧机电安装工程、缅甸纸机工
程等多项海外合同。投资建设的年产钢

结构和非标设备１５万吨的天津斯帝尔钢
结构有限公司年内建成投产。

　　年内对经营管理模式进行重大调
整，从制度上解决企业内部多个利益中

心的问题，提高分公司在公司经营管理

体制中的地位，将项目部定位为公司授

权的施工管理主体，将公司总部对项目

的管控由“宏观管理”变为“直接监管”。

组织开展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

最长的经营管理大检查，通过专业检查

及时发现问题，防范经营风险，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增加各级管理人员的责任

意识和危机意识。重新定位资质管理工

作，注重资质申办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储

备性，对房建特级、冶炼特级重新申请进

行策划，完成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资质申报工作、完成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甲级设计资质的申报工作，完成化工

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升一级工作。

围绕中冶上市、内控制度完善、资金集中

管理、成本管理等工作，加强公司财务管

理，积极推行总会计师委派和财务负责

人任免制，强化财务监督职能；对银行账

户和“小金库”进行清理整顿，下达资金

集中度指标，加大资产管理力度和债权

债务清理力度。公司获中冶集团“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年度财务管理先进单位”、
“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度财务决算工作先进
单位”称号。成立物资管理部，加强对物

资材料采购的管理与控制。投入大量资

金改变原有管理沟通模式，实现 ＯＡ系
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 ＥＲＰ子系统上
线运行，使各项管理朝着高效率、低成

本、一体化集中管控的方向迈进。推进

企业文化建设。电装分公司、机装分公

司蝉联上海市文明单位荣誉。电装分公

司等５家单位被评为上海市平安单位。
公司获“建国６０周年中国企业文化十佳
单位”、“安全文化典范单位”荣誉称号，

获中国品牌文化建设贡献奖；“选择二十

冶就是选择放心”理念大纲获“建国６０
周年中国企业文化优秀理念”奖。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勇获“建国６０周年
中国企业文化十佳个人”、国务院国资委

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总经理张孟

星获“改革开放三十年企业文化建设先

进５０强”及“中国企业文化管理贡献人
物”荣誉称号。 （李国强）

由二十冶建造的常州莱蒙都会商业广场夜景 二十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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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口贸易·招商服务
■编辑　经瑞坤

吸收外资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批准外资项目６０
个，比上年下降３９％，其中新批项目４１
个，增资项目１９个；吸收合同外资１５９８６
万美元，下降 ５５％，其中新批合同外资
５７０１万美元，增资合同外资１０２８５万美
元；年度实到外资 ２０５５７万美元，增长
２２７％。年吸收合同外资 １０００万美元
以上的有 ４个镇，其中，大场镇为 １６７２

万美元、罗店镇为１２２０万美元、高境镇
为１７７０万美元、庙行镇为１５５７万美元。
至年末，全区累计批准外资项目 １２４５
个，投资总额７６２亿美元，协议（合同）
外资３９５亿美元。

■外资项目涉足行业呈新变化　年内外
商直接投资生产型项目２０个，合同利用
外资４４８７万美元，占引进外资总数的
２８％，涉及金属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外商投资非生产型项目比上年明显上

升，全年吸收非生产型项目４０个，合同
利用外资１１４９９万美元，占合同利用外
资总量的７２％，涉及批发业、零售业、交
通运输和仓储业、餐饮业、商务服务业。

其中，大场镇引进合同外资１１７５万美元
的上海溯天珠宝贸易有限公司、高境镇

引进合同外资 ８５０万美元的向富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项目优质。

２００９年宝山外商投资行业（或产业）分布情况一览表

行业（或产业）

项目数 投资总额（万美元） 合同外资（万美元） 实到外资（万美元）

个数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生产型项目 ２０ ３３．３ １０９１７ ３４ ４４８７ ２８ ８９６９ ４４

非生产型项目 ４０ ６６．７ ２１３２３ ６６ １１４９９ ７２ １１５８８ ５６

合　计 ６０ １００ ３２２４０ １００ １５９８６ １００ ２０５５７ １００

■服务业吸收外资比例较大　全区投资
服务业的外资项目共有３２个，占项目总
数６４％，涉及商业、租赁、咨询、设计等
多个方面，总投资１３９４７万美元，合同利
用外资４８７６万美元，是二产项目合同外
资的１２８倍。

■实到外资２１亿美元　全年有７４家
外商投资企业合计实到外资２０５５７万美
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７％。其中，实到外资

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有３家，实到外资
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下的有１１家，实
到外资 ３００万 ～５００万美元的有 ５家。
按实到外资排序前６名是：宝山工业园
区、罗泾镇、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大场镇、

杨行镇、月浦镇。

■外资企业增资 １０２亿美元　年内
促进产业升级，引导经营业绩好、产品

市场有潜力的外资企业增资扩产。全

年增资企业 １９家，增资合同外资
１０２８５万美元。其中，生产型项目增
资２９２５万美元，非生产型项目增资
７３６０万美元；增资额 ３００万美元以上
的企业有 ６家；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企
业有２家，分别是上海溯天珠宝贸易
有限公司１１７５万美元、上海禾阳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４７７５万美元。

（刘文青）

宝山区历年批准外资情况一览表

年份
批准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协议（合同）外资
（万美元）

年份
批准项目数
（个）

投资总额
（万美元）

协议（合同）外资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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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６２５ ５６８４７３ ２６７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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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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各街镇、园区吸收外资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　　位
项目数（个）

新批 增资 中转外 小计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实到外资

（万美元）

１ 宝山工业园区 ３ １ — ４ ２４４．５ ６１６５

２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６ １ — ７ １４５３．０ １８９１

３ 杨行镇 １ — — １ ２５．０ １１９６

４ 月浦镇 ６ １ １ ８ ８０６．５ １１０９

５ 罗店镇 ３ １ — ４ １２２０．０ ６４２

６ 高境镇 ２ ２ — ４ １７７０．０ １０７６

７ 庙行镇 ２ ２ — ４ １８５６．６ ７３５

８ 大场镇 ４ ３ — ７ １６７２．０ １３１８

９ 淞南镇 １ ２ — ３ ３５０．０ １６６

１０ 顾村镇 ３ １ — ４ ８７．０ ８５６

１１ 罗泾镇 １ １ — ２ １１４．６ ４９０５

１２ 友谊路街道 １ １ ２ １２０．０ ４７０

１３ 张庙街道 ６ — １ ７ ６９６．５ ２０

１４ 吴淞街道 — — — ０ ０．０ ７

１５ 航运开发区 １ １ — ２ ８．０ —

其他（中外运、并购） １ １ — ２ ５５６２．５ 　 —

合计 ４１ １８ ２ ６１ １５９８６．２ ２０５５６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实到外资３００万美元以上企业一览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实到外资（万美元） 序号 企业名称 实到外资（万美元）

１ 上海禾阳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４７４８

２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８６

３ 上海林肯电气有限公司 １０５０

４ 潜利工业有限公司 ９８５

５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９６６

６ 伯利休斯（上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９４３

７ 索肯（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８９５

８ 上海溯天珠宝贸易有限公司 ８６０

９ 上海富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７７５

１０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７３９

１１ 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 ６２０

１２ 南亮压力容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６００

１３ 南极光钢铁（上海）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４ 欧领特（上海）重型冷轧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５ 上海安信牡丹江置地有限公司 ４７０

１６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４４４

１７ 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４０８

１８ 上海新易百货有限公司 ３９４

１９ 罗浩斯（上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８０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新批合同外资３００万美元以上外资项目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
方式

所属
投资总额
（万美元）

注册资本
（万美元）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国别
地区

产业 行业

１ 上海集发物流有限公司 合资 其他 ５０００ ３１５０ ７８７．５ 中国香港 三产 物流业

２ 上海新华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合资 月浦 １０１５ ５１１ ４３８ 中国香港 二产 金属制品业

３ 艺运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张庙 ５８８ ５１５ ５１５ 新西兰 三产 软件业

４ 谷帛（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独资 庙行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美国 三产 批发业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合同外资增资３００万美元以上外资项目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形式 所属 总投资 注册资本 合同外资 审批状况 国别地区 产业 行业

１ 上海溯天珠宝贸易有限公司 独资 大场 １６８０．０ １１７５．０ １１７５．０ 增资 维尔京 三产 批产业

２ 上海禾阳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 其他 ２３７５ １７７５ １７７５ 增资 巴巴多斯 一产 林业

３ 上海禾阳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 其他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增资 巴巴多斯 一产 林业

４ 上海淘大食品有限公司 合资 高境 ７５５．０ ７５５．０ ７５５．０ 增资 中国香港 二产 食品制造业

５ 南极光钢铁（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罗店 ２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增资 开曼群岛 二产 金属制造业

６ 上海禾阳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 其他 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增资 巴巴多斯 一产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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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形式 所属 总投资 注册资本 合同外资 审批状况 国别地区 产业 行业

７ 上海申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独资 南区 １４７５ ７３７ ７３７ 增资 日本 二产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８ 向富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独资 高境 ２０１２．５ ８５０ ８５０ 增资 中国香港 三产 批发业

合计 １５７９７．５ ９２９２ ９２９２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情况一览表

国家（地区）
项目数

新批 增资 中转外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国家（地区）

项目数

新批 增资 中转外

合同外资

（万美元）

中国港澳 １４ ７ ２ ４６２５

中国台湾 ８ — — １２９

日韩 ８ ２ — １２１０

东盟 １ — — １６

欧洲 ５ ２ — ３７５

美国 １ — — １５００

其他 ４ ６ — ８１３１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商投资方式一览表

投资方式
项目数

新批 增资 中转外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同比±％ 投资方式

项目数

新批 增资 中转外

合同外资

（万美元）
同比±％

合资 １７ ４ — ３０４８ －３０

合作 — １ — ４７７５ －４６

独资 ２４ １２ ２ ８１６３ －６３

合计 ４１ １７ ２ １５９８６ －５５

（刘文青）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出口综合情况一览表

外贸出口
完成数

（万美元）
同比±％ 外贸出口

完成数

（万美元）
同比±％

出口总额 １２１００１ －４９．７

按贸易方式

　一般贸易 ５２２０７ －３３．５

　加工贸易 ６３６５８ －５９．１

　其他贸易 ５１３６ －２０．９

按企业性质

　外商投资企业 ９３５８４ －５２．６

　外贸流通企业 ７８９１ －２３．２

　自营进出口企业 １９５２６ －４０．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各镇、街道、园区企业出口情况一览表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美元）
同比±％ 镇、街道、园区名称

出口额

（万美元）
同比±％

罗店镇 ３９２００ －５５．８

顾村镇 ２８７１９ －４７．４

杨行镇 １５９２０ －６４．１

罗泾镇 ８７６４ －３５．４

月浦镇 ６３４９ －３５．４

庙行镇 ２４５６ －３８．７

大场镇 ８２３５ ３７．１

淞南镇 １４２ －５２．６

高境镇 ２８４４ －３４．５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３２１８ －３４．２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５１１ －３６．２

友谊路街道 ６９３ －６２．７

吴淞街道 １４７６ ４９．５

张庙街道 ３１ －９５．２

其他 １４４４ －６４．６

合　计 １２１００１ －４９．７

外贸进出口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外贸出口降幅较
大，年外贸进出口总额１８２５亿美元，比
上年下降４８３％，其中出口１２１０亿美
元，下降４９７％。大场镇、吴淞街道年出
口同比为正增长，其它街镇、市级工业园

区出口均为负增长。年出口额在 ５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的有罗店镇、顾村镇、杨行

镇、罗泾镇、月浦镇和大场镇。全年出口

总体呈Ｕ字型的走势，１月至３月呈逐
月下降；４月至 ５月跌至谷底，降幅达
７０％以上；６月开始回升，降幅维持在
５０％左右；１１月降幅明显收窄，下降
３９６％；１２月下降２１５％。全年外贸进
口情况基本与出口相仿，全年进口６１５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４５５％。１２月进口
额同比增长１６５％，首次出现增长。加
强中小企业国外市场开拓资金政策的宣

传工作，完成２００８年度中小企业开拓资
金（１３４个项目、１８７万元）的拨付工作和
２００９年度开拓资金（２６７个项目计划、
４７７万元）的申报工作；组织召开部分外
贸企业与区内商业集团对接会，寻求扩

内需与稳出口的契合点；组织５家外贸
企业参加“上海外贸产品内销订货会”；

组织３２家企业参加２００９中国（上海）国
际跨国采购大会。

■加工贸易方式占出口总额逾五成　年

内加工贸易出口额６３７亿美元，比上年
下降 ５９１％，占全区年出口总额的
５２６％，其中来料加工 １９４亿美元，进
料加工４４３亿美元。一般贸易方式出
口额 ５２２亿 美 元，占 出 口 总 额 的
４３２％，下降３３５％；其他贸易方式出口
额０５１亿美元，下降２０９％。

■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升级　全区出口

商品中，集装箱、未锻造的铝及铝材、变

压器、钢铁或铝制结构体及其部件、钢

材、冷冻机和制冷设备的出口额居前，总

额达７２６亿美元，占全区年出口总值的
六成。其中，受全球经济衰退、外需不足

影响，区集装箱和未锻造的铝及铝材出

口额仅３３５亿美元和１７４亿美元，降
幅分别为６５６％和５２３％。变压器、医
药品、印刷机械、半导体器件等技术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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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主要出口商品情况一览表

商品名称
出口额班

（万美元）
占出口％ 同比±％ 商品名称

出口额班

（万美元）
占出口％ 同比±％

集装箱 ３３４７８ ２７．７ －６５．６

未锻造的铝及

铝材
１７３７９ １４．４ －５２．３

变压器 ７０４３ ５．８ ５７．５

钢铁或铝制结

构体及其部件
５４５３ ４．５ －２８．９

钢材 ５０８９ ４．２ －６５．２

冷冻机和制冷

设备
４１５６ ３．４ －４４．６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情况一览表

国别地区
出口额

（万美元）
占出口％ 同比±％ 国别地区

出口额

（万美元）
占出口％ 同比±％

美国 ２６９１９ ２２．３ －５８．２

欧盟 ２５８９８ ２１．４ －４６．３

日本 １８２１２ １５．１ －５３．８

东盟 １５６５７ １２．９ －３３．５

中国香港 ５７００ ４．７ －４６．４

非洲 ７９５３ ６．６ ２６．５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贸出口额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企业情况一览表

序号 单位 出口总额（万美元） 占总额％ 同比±％

１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２７２６７ ２２．５ －４６．２

２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１７３６１ １４．４ －５２．４

３ 上海一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８９１７ ７．４ －４２．９

４ 上海阿海珐变压器有限公司 ６８３５ ５．７ ７２．０

５ 上海东圣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５１６８ ４．３ －１７．８

６ 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４９８４ ４．１ －２７．７

７ 上海宝山太平货柜有限公司 ４０７７ ３．４ －８１．３

８ 上海中集宝伟工业有限公司 ２１４６ １．８ －９０．５

９ 上海铃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７ ５９．２

１０ 上海月月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９０３ １．６ －５７．９

１１ 上海海泰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６３７ １．４ －３３．０

１２ 上海丹爱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７２ １．３ １０．４

１３ 上海前卫衬布厂 １４７５ １．２ －２４．２

１４ 住建（上海）有限公司 １４１２ １．２ ９．５

１５ 上海西艾爱电子有限公司 １３３２ １．１ －３４．５

１６ 上海昊群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０１ １．１ １１３．１

１７ 旭东压铸（上海）有限公司 １１６２ １．０ －３４．５

１８ 西门子制造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３５ ０．９ －１６．４

（刘文青）

量、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剧增，分别增

长５７５％、１７７％、２９０％和９０５％。进
口方面，区内企业积极利用国际市场资

源，大幅度增加进口铝材、纸浆、铬矿砂、

天然橡胶等资源类产品，分别增加 ４０
倍、０５倍、４１倍和３６倍。

■主要出口市场呈现多样化　全区外贸
易市场格局向合理化、多元化方向转变，

全年出口美国、欧盟、日本、东盟、中国香

港的总额下降，共９２４亿美元，占全区
出口总值的７６４％。其中，出口美国市

场２６９亿美元，比上年下降５８２％；出
口欧盟市场２５９亿美元，下降４６３％；
出 口 日 本 市 场 １８２亿 美 元，下 降
５３８％；出口东盟市场１５７亿美元，下
降３３５％；出口中国香港市场 ０５７亿
美元，下降４６４％。在欧美等传统市场
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区外贸企业拓展国

际市场，出口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大

幅增长。全年出口卡塔尔、阿曼、利比

亚、安哥拉、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尼

日利亚等国出口额分别增加 ７８倍、
３６倍、２６倍、１６倍、５２０％、２３１％

和１２６％。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９３６亿美元　全
年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为９３６亿
美元，占全区出口总额的７７３％，比上年
下降５２６％。出口额在１０００万美元以
上的外资企业有１２家，其中，上海中集
冷藏箱有限公司和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的出口额过亿美元，分别为２７３
亿美元和１７４亿美元。

■内资企业出口２７４亿美元　全年区
内资企业出口额为２７４亿美元，占全区
出口总值的２２７％。其中，外贸流通企
业出 口 ０７９亿 美 元，比 上 年 下 降
２３２％；自营进出口企业出口１９５亿美
元，下降４０５％。年出口额在１０００万美
元以上的企业有６家，其中，上海东圣电
子进出口有限公司５１６８万美元、上海月
月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１９０３万美元、上
海海泰钢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１６３７万
美元、上海丹爱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７２万美元、上海前卫衬布厂１４７５万美
元、上海昊群数码科技有限公司１３０１万
美元。

■ ３家企业赴境外投资　年内，上海业
钢实业有限公司赴中国香港投资额 ２０
万美元；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有限公司

赴中国香港投资额５０万港元；上海豪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赴越南投资额５０万
美元。 （刘文青）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有外商投资企业
５０３家，比上年增长６６％。已投产企业
４５９家，增长６０％。外商投资企业实现
销售收入２９２７亿元，下降９９％。上缴
税金总额２２４亿元，增长５２％。利润
总额１５１亿元，下降１１８％。从业人员
４９９１６人，增长０４％。

■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指标　全区外商投
资企业销售（营业）收入２９２７亿元，比
上年下降９９％。其中罗店镇外资企业
销售（营业）收入 ４８９亿元、月浦镇
４３９亿元、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４３７亿
元、杨行镇 ３９５亿元、顾村镇 ３８４亿
元、宝山工业园区１９６亿元。企业利润
总额１５１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１８％。其
中宝山城市工业园区外资企业利润 额

３８亿元、罗店镇２６亿元、宝山工业园
区２２亿元、月 浦 镇２１亿元、顾 村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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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资企业经营情况汇总表
类别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

企业总数（户） ５０３ ４７２ ６．６

投产企业数（户） ４５９ ４３３ ６．０

外商实际投资额（万美元） ２０５５７ １６７５６ ２２．７

营业（销售）收入（万元） ２９２７４８１ ３２４９８３６ －９．９

税金总额（万元） ２２４２３８ ２１３２４５ ５．２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５０６９６ １７０８１１ －１１．８

从业人数（人） ４９９１６ ４９７１９ ０．４

从业人员薪金总额（万元） １８３６７１ １７６１５３ ４．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资企业按行业销售收入情况一览表
行业门类 销售收入（万元） 上年同期（万元） 同比±％ 占销售总额±％

制造业 ２２９０６４２ ２９３２３１０ －２１．９ ７８．２

房地产业 ２３００６２ １０１２８２ １２７．１ ７．９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９１５１ １０２８０４ ２５．６ ４．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４５０８ ５４７９９ １２７．２ ４．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资企业按行业利润情况一览表
行业门类 利润总额（万元） 上年同期（万元） 同比±％ 占利润总额％

制造业 １０４６６３ １７９０３９ －４１．５ ６９．５

房地产业 ４２４３８ －３８９４ — ２８．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６１２ －６７２ — １．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７３４ －４３９７ — —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外资企业按行业税收情况一览表
行业门类 税金总额（万元） 上年同期（万元） 同比±％ 占税收总额％

制造业 １８８７２５ １７３６５１ ８．７ ８４．２

房地产业 １４８７５ １９９３９ －２５．４ ６．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０５３９ ８７４１ ２０．６ ４．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４５６ １４９２ ６４．６ １．１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销售收入前１０名外商投资企业排行一览表
排名 企业名称 排名 企业名称

１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２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３ 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４ 上海金罗店开发有限公司

５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６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７ 西德科东昌汽车座椅技术有限公司

８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９ 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利润总额前１０名外商投资企业排行一览表
排名 企业名称 排名 企业名称

１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２ 上海锦秋房地产有限公司

３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４ 上海金罗店开发有限公司

５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 上海安信牡丹江置地有限公司

７ 上海禾阳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８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９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税金总额前１０名外商投资企业排行一览表
排名 企业名称 排名 企业名称

１ 上海—冷开利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２ 东芝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３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４ 上海电气阿海珐宝山变压器有限公司

５ 上海宝世威石油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６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７ 上海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８ 西门子制造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９ 上海宝钢普莱克斯实用气体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安信牡丹江置地有限公司

（刘文青）

１６亿元、大场镇１２亿元。企业上缴税
金额２２４亿元，比上年增加５２％。其
中杨行镇外资企业上缴税金额 ２８亿
元、顾村镇２７亿元、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２２亿元、月浦镇２０亿元、罗店镇１５
亿元、大场镇８１７８万元。 （刘文青）

招商服务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招商引资目标任
务超额完成，新增工商注册户数 ４４７８
户，比上年增长 ６４４％，新增注册资金
１９０４３０７亿元，户均注册资金 ４２５３万
元。引进各地投资企业 １００２户，增加
２２３％，注册资金２３４３０１万元，户均注册
资金２３３８万元。全区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审批、登记备案 ３７７个，比上年增长
７１％，审批金额 ４０８６４亿元，增长
１１１５％，其中工业项目 ８２个，增长
６５％，审批金额 ２８０６亿元，比上年减
少２４６％。坚持执行产业项目评估制
度，区招商服务中心共组织召开项目评

估会２３次，评估项目５５个。项目总投
资７５９８亿元，工业销售产值１７９２２亿
元，实现税收１１９２亿元。全区经济发
展区税收总额完成 ８１４２７５亿元，与上
年基本持平，占全区的比例为５４３８％，
其中区级税收 ２６１３９３亿元，比上年增
长 ６６５％，占全区的比例为 ５０１６％。
年内，区招商服务中心通过由上海质量

体系审核中心组织的 ＩＳＯ９００１第二次贯
标复审。

■开展“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活动
　２００９年再度启动“宝山钢铁服务全国
行”活动，全年分别在成都、郑州、西安、

兰州等地举办四次站点活动，每场活动

邀请３００多家全国和当地的钢铁产业链
企业参加。活动发挥宝山钢铁服务业的

集聚辐射功能，推介宝山钢铁服务业的

特色和发展前景，推动宝山的钢铁服务

业走向全国。活动期间累计引进近４００
家国内外钢铁服务企业。此项活动举办

一年多来，在全国共举办了 １１次站点
活动。

■副市长胡延照出席宝山钢铁全国行兰
州站活动　６月１２日上午，为期４天的
第１５届中国兰州经济贸易洽谈会在兰
州市隆重开幕，根据市政府安排，由宝山

区代表上海市参展本届“兰洽会”。上

海宝山展区近 ６００平方米，设 ２３个展
位，有１７家企业参展，并举行“宝山钢铁
服务全国行”兰州站点活动。副市长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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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照、市合作交流办主任林湘、宝山区区

长斯福民、副区长朱永泉、市政府驻西安

办事处主任陈惠忠等出席。胡延照发表

讲话，斯福民致辞。

■举办２００９美兰湖中国城镇发展论坛
　（参见区委重要活动）

３月２８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在中国城镇发展论坛上致欢迎词 摄影／王卫峰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各地驻沪机构情况表

单　　位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 富锦路１６６２号 ２０１９０１ ５６８０３１２１

福建省沙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 行知路５０弄１３号１０１室 ２００４３６ ６６３５１４６８

山东天象集团公司驻沪办事处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４９号４０１室 ２０１９０６ ５６０４５７２２

清华同方核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东路２００号申鑫大厦１５０３室 ２０００９２ ６３７４８４６１

绍兴县建设局驻上海办事处 共康路８号５楼 ２００４３５ ５６４０８７１１

江苏省丰县人民政府驻沪工作处 淞南七村１７１号２０３室 ２００４３９ ５６８２５５２７

陕西省重型汽车有限公司驻上海工作处 长江南路１０２７号 ２００４４１ ６６１５１９０９

江西省永丰县驻上海工作处 逸仙路７０１号 ２００４３４ ６５２８５６０６

■召开经济发展区双优竞赛总结表彰会
　４月２８目，宝山区２００８年度经济发展
区“双优”竞赛总结表彰座谈会在金富

门酒店举行。会议对在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
“双优”经济发展区竞赛活动中取得优

异成绩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授予上

海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特别贡献奖”，

授予上海钢月浦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等２家单位“贡献奖”，授予上海宝山经
济发展区等８家单位“优秀奖”，授予上
海刘行经济发展公司等８家单位“优胜
奖”，授予上海通河工贸开发有限公司

“特色奖”，授予马伟康等１０人“先进个
人”称号，授予王心伟等 １０人“优胜个
人”称号。

■举办第六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参见区委重要活动）

■举办第十四次全国钢城年会　（参见
区委重要活动）

（李新民）

园区招商
■上海吴淞国际物流园区　园区地处杨
行镇，规划总面积８３平方公里，由上海
吴淞国际物流园区开发公司负责经营，

共有注册企业 １０８２家。全年完成税收
２９３６１８７万元，比上年增加３２２１％；新
引进企业 ３３３家，注册资金 １０５８８０万
元；ＧＤＰ完成１４亿元，增长２７％。年内

加强招商工作，积极寻找突破口，创新工

作方法，搭建招商平台，通过激励政策调

动和发挥办事人员的招商积极性。钢领

原以销售和出租商务楼为主，通过为入

驻客户提供优惠政策，并专门成立友谊

路分公司以钢领为平台进行招商，全年

引进企业１４８家，注册资金４７６９６万元。
轩成物流公司将江阳水产市场一期项目

转让给江杨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集中人

力、财力经营二期项目。江杨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向多种产品方向发展，业务范

围更广泛。 （徐建华）

■航运经济发展区多项经济指标平稳
　２００９年，宝山航运经济发展区下设招
商分部、招商办事处６个，下属国有企业
上海宝恒物流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日

常招商运作。全年共招商引进企业１８０
户，为 年 计 划 的 ２２５％，比 上 年 增
１４６％，注册资本９６亿元，为年计划的
１９２％，比上年增 ２１２％，实现总税收

１６７亿元，占年计划的 ９８％，与上年持
平。完成区级地方收入５０２亿元，占年
计划的 ９１％，比上年减少 ４２％。部分
钢铁延伸与贸易业、建筑业、物流业等行

业，税收处下降趋势，涉及企业２１７户，
降幅５０％以上的企业有 １５０户。至年
末，累计引进企业 １１７０户，注册资本
７８３２亿元，实现总税收６５４６亿元。

■航运经济发展区搭建招商引资新平台
　在发展委托招商、直属办事处招商的同
时，年内推进与宝山温州商会、宝山萧山

商会、宝山钢结构协会、宝山物流协会等

单位的联合招商，其中６月至１２月温州
商会招商引进企业 ２１户，注册资本
３３２６０８万元。加大区域外招商力度，先
后组织到北京、温州等地举办投资推介

活动。

■航运经济发展区航运招商网开通　５
月１２日，航运经济发展区航运招商网正
式启用（ｗｗｗｈｙｋｆｃｏｍｃｎ），开设“园区
概况、园区动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党

建之家、群团”等６个栏目，为投资者开
辟全新的信息服务窗口和政策咨询平

台。 （徐迎春）

■上海宝山经济发展区　园区位于宝山
区沪太路８８８５号，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３日经宝
山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园区规划总面

积１３３．３１公顷，其中建筑用地面积８１３
公顷，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用地面积５２公
顷。土地使用涉及罗泾镇合建、肖泾、潘

桥、合众４个村。园区总投资２０５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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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固定资产投资１７亿元。２００９年，园
区新注册企业１５３户，办理企业三证变更
手续 ６００户。园区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４１２亿元，其中工业销售收入３５４亿
元；上缴国家各类税费总额３６４亿元，其
中区级税费总额９７３８万元。具备５Ａ级
标准的现代化多功能商务办公写字楼东

鼎国际商务大厦已基本建成，建筑面积

１１万平方米，已签约入驻企事业单位２３
户，累计注册资金９２００万元，累计完成税
金２３７万元，其中区级税金１１０万元。推
进“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及创建国家卫生
镇和上海市文明镇的工作，园区投入２３０
万元，用于黑色路面的改造，投入１８００万
元，用于污水纳管二级管网和三级管网建

设。１２月，园区获由联合国人居环境发
展研究会、亚洲城市品牌研究会、中国城

市投资发展协会、全国开发区招商促进

会、中国品牌建设协会、今日财富报社联

合颁发的“《亚洲博鳌》中国最佳投资环

境开发区”称号。 （汪　瑛）

■上海民营科技实业发展公司　公司位
于罗泾镇境内沪太路９０８８号，主要职责
是全方位吸纳实业型、商贸型、服务型的

企业在宝山民营科技园区注册，为民营

科技企业的落户注册做好配套服务工

作。２００９年园区投入资金１７００万元，完
成园区内二级和三级管网污水纳管工

程，有效改善了园区的环境和卫生。为

了提升园区的经济实力，公司在本年度

创新招商方法、拓宽招商渠道，新增注册

户数１８３户，完成销售额７１７１亿元；完
成增加值５３５亿元；上缴各类税金２４４
亿元；为地方财政创收６９５９万元。

（陆培良）

各地在区企业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共引进各地投
资企业１００２户，注册资金２３４３０１万元，
户均注册资金２３３８万元。至年末，共
有各地投资企业 １３１８８户，上缴税金
１８７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０％。根据上
海市新出台的外地来沪企业职工子女中

考政策，区合作交流办在区税务部门支

持下，梳理并通过审核符合规定标准的

各地投资企业的学生共５６人。全年共
为１０余家企业协调解决关于劳动、就
读、环保等方面的问题。组织企业参加

各省市在沪举办的投资推介活动２０余
次，为企业走出去创业搭建平台。各地

投资企业协会加强与区内其它协会的沟

通联系，组织企业赴重庆石柱县、江苏大

丰市学习考察。 （李新民）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结为友好区、县、市一览表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　注 序号 友好地区名称 建立日期 备　注

１ 北京市石景山区※ １９９６．７ —

２ 天津市东丽区※ １９９６．１ —

３ 浙江省海宁市 １９８７．１ 与原宝山县

４ 浙江省宁波市海署区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５ 浙江省象山县 １９８８．１ 与原吴淞区

６ 浙江省江山县 １９８９．９ —

７ 浙江省温州市※ １９９８．８ —

８ 江苏省滨海县 １９９２．５ —

９ 江苏省姜堰市 １９９２．７ —

１０ 江苏省如东县 １９９４．７ —

１１ 安徽省太湖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１２ 安徽省金寨县 １９８８．３ 与原宝山县

１３ 安徽省滁州市 １９８８．５ 与原宝山县

１４ 安徽省休宁县※ ２００１ —

１５ 江西省井冈山市※ １９８７．３ 与原宝山县

１６ 江西省龙南县 １９９０．６ —

１７ 江西省赣州地区 １９９２．３ —

１８ 江西省新余市 ２００１．７ —

１９ 福建省建阳市 １９８４．８ 与原宝山县

２０ 福建省三明市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２１ 福建省浦城县 １９８９ —

２２ 福建省安溪县 １９９４．１ —

２３ 厦门市湖里区 １９９９．３ —

２４ 山东省恒台县 １９８８．７ 与原宝山县

２５ 山东省烟台市 １９８９．７ —

２６ 山东省莱芜市 １９９６．１０ —

２７ 山东省临沂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２８ 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 １９８９．２ —

２９ 山西省左权县 １９９４．６ —

３０ 湖南省岳阳市 １９８５．５ 与原吴淞区

３１ 湖南省冷水江市 １９９１．６ —

３２ 湖北省恩施市 １９９３．２ —

３３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１９９６．７ —

３４ 陕西省延安地区※ １９９５．４ —

３５ 甘肃省张掖市 １９９３．２ —

３６ 重庆市奉节县 １９９３．５ —

３７ 重庆市万州区五桥移民开发区 １９９３．１２ —

３８ 重庆市大渡口区※ １９９６．７ —

３９ 重庆市渝北区 ２００４．１１ —

４０ 四川省江油市 １９９５．８ —

４１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１９９６．７ —

４２ 四川省攀枝花市※ ２００２．５ —

４３ 云南省楚雄市 １９８４．１１ 与原吴淞区

４４ 云南省安宁市※ １９９６．７ —

４５ 广东省珠海市红旗区 １９９０．１２ —

４６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１９９６．６ —

４７ 辽宁省辽中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４８ 辽宁省新民县 １９８６．５ 与原宝山县

４９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１９８８．６ 与原宝山县

５０ 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 １９９６．７ —

５１ 黑龙江省依兰县 １９８６．１１ 与原宝山县

５２ 黑龙江省双城县 １９８６．１２ 与原宝山县

５３ 黑龙江省鹤岗市 １９８８．８ —

５４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１９９９．３ —

５５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 １９９５．３ —

５６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 １９９６．７ —

５７ 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市※ １９９８．８ —

５８ 湛江市赤坎区 ２００８．４ —

５９ 重庆万州区 ２００８．６ —

６０ 甘肃省庆阳市 ２００８．１１ —

６１ 湖南张家界市 ２００９．０８ —

６２ 武汉蔡甸区 ２００９．０８ —

　注：带“※”表示重点地区 （李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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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与旅游
■编辑　经瑞坤

永乐生活电器（共康店） 庙行镇／提供

商业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零
售总 额 ２７２４９亿 元，比 上 年 增 长
１５４％，列全市１８个区县第５位（不含
浦东新区），超额完成年初提出增 １３％
的目标。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实现

２５４４７亿元，增长 １４４％；汽车零售额
４０６９亿元，增长５６％；餐饮业１６４３亿
元，增长 ２５％。商品销售总额完成
１８２３９２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３％。商业
增加值完成６３０８亿元；商业税收完成
２５７８亿元。合理规划商业布局，年内
引进一批体量大、业态新、知名度高的商

业项目，推动沃尔玛（殷高西路店）等一

批商业项目相继开业，巴黎春天百货（大

华店）、家乐福（沪太路）、绿地集团商业

商务项目、宜家家居等在建、拟建商业项

目加快推进。全面推进业态结构调整，

年内完成北翼商厦由百货商厦向以品牌

为主的大型主题食品商店的转型调整。

连锁经营发展迅速，商业大卖场、超市、

便利店、折扣店、主题专业专卖店等新型

商业业态成为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至年末，区域内５０００平方米以上大
型商业设施有２８家，综合型卖场１８家，
综合百货２家，专业店、专卖店８家；区
域内社区、街坊分布标准型超市近 １６０
家、便利店３００余家，汽车销售公司（汽
车４Ｓ店）３１家，满足社区居民群众对社
区日常便捷生活的不同层次消费需求。

■营销促销活动　年内，按照整体联动、
重点突出、亮点不断、贴近消费的要求，

策划重大节庆假日以及专题营销促销活

动，协调组织区内大型商业、服务业和旅

游企业把握商机，联合开展丰富多彩的

商旅文结合的系列营销促销活动，以节

兴市，促消费、保增长。陆续推出“刀鱼

节”、“开启宝山特色美食之门—春夏秋

冬餐饮宣传活动”、“台湾美食节”、“永

达福特庆‘五一’幸福湾车展”、“金九银

十·宝山欢乐购”、“百威啤酒节”等一

系列营销促销活动。全区餐饮业实现销

售额１６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汽车
业实现零售额４０６９亿元，占全区零售
额的１４９％，增长５６％。

■迎世博窗口服务活动　围绕“硬件、软
件、活件”三个方面，明确重点推进的工

作任务，细化每一个迎世博“百日行

动”。年内完成商业设施新增、窗口环境

保洁、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化菜场改

造、店招店牌整治等计划任务量的

１００％，其中５０００平米以上大型商业设
施１００％实现刷卡无障碍；完成店招店
牌整治计划任务量３０１２块，计划外改造
３２１５块。推进服务制度公示上墙，统一
印制窗口服务日宣传桌牌、行业职工文

明服务公约、世博知识卡、世博宣传手册

５万余份（册），分发到商业、旅游、医院、
码头各窗口单位；组织１３个部门对１０８

条道路开展百街评选，累计开展评比排

行９次，督促排位在后的２０条街（路）提
升服务质量和环境管理水平。进一步将

保增长、扩内需节庆练兵与迎世博窗口

服务水平提升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举办

窗口服务日主题活动８次；牵头协调成
立长江口培训中心，为窗口单位搭建素

质提升服务平台，培训员工 １２０４５０人
次；组建宝山区旅游行业平安志愿者服

务队，加强行业队伍建设。宝山区被上

海市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窗口服务指挥部
评为市迎世博优质服务示范窗口 １７１
个、优质服务示范员１９０人，被授予迎世
博贡献奖单位有９家。

■完成实事项目　全年完成农村集贸市
场建设２家；提升管理水平，３１家标准化
菜场建立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查询系统；

方便农民购物，增设农村商业网点建设

２家；提供社区居民放心食品，增设便民
连锁品牌早餐车５０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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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旧换新政策　落实消费政策，
推进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小

排量汽车购置税下调等扩大消费政策的

实施。通过新闻媒体、发放宣传单页等

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同时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简化程序流程，拓

宽服务领域，使惠民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通过增加家电品种，组织汽车促销活动，

组织商品供应市场。全区家电以旧换新

销售４８３１６台，位列全市区县第二，销售
金额２亿元，列全市区县第三。

（刘文青）

服务业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按照“大力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

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要求，以生产性服务

业功能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专业园区

建设为中心，推进商业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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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形成与区域总

体规划相适应的“一带（滨江服务业发

展带）、三线（即培育１、３、７号３条轨道
交通站点的服务业）、三区（即南部地

区、中部地区、北部地区）”的服务业发

展格局。全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得到提

升，服务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

用逐渐增强，服务业发展呈现加快优化、

加快集聚、加快产出的发展特点。全区

固定资产投资的 ７８％用于发展现代服
务业，招商引资企业近３０００家，其中服
务业项目占９０％，引进上海呼叫中心产
业基地、上海信息服务外包总部基地、上

海电子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地等一批现

代服务业功能园区。全区区属经济增加

值５４９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１％。其
中，服务业增加值 ３００６亿元，增长
１６８％，增幅高于全区４７个百分点，服
务业经济已占全区经济总量 ５４７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其他服务业实现区

级税收５００亿元，占总量的９６％。实
现投资额４４５１亿元，其中新建商务楼
宇和商务服务业完成投资３６７４亿元，
占全部服务业投资的８２５％，利用存量
资源、改造老厂房的项目完成投资４８４
亿元，占服务业投资的１０９％。

■服务业总体发展布局形成　按照宝山
区区域总体规划，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一

带、三线、三区”服务业发展布局。“一

带”即启动建设宝山滨江服务业发展带，

围绕滨江旅游休闲功能，以服务世博、组

建上海国际邮轮母港吴淞组合为中心，

全面启动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吴

淞口滨江航运商务区、半岛·１９１９、创邑
·幸福湾等一批项目建设。“三线”即

培育３条轨道交通站点的服务业发展格
局，１号线以上海智力产业园、长三角服
务外包基地共富园为依托，形成北上海

服务外包产业带；３号线以上海国际钢
铁服务业中心、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为

依托，形成各有特色的专业服务业发展

带；７号线以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上
海动漫衍生产业园和美兰湖等为依托，

形成集软件动漫、研发设计、商业商务、

旅游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产业带。

“三区”即南部地区重点发展商业商务、

科技研发、总部经济、专业服务、创意产

业等，中部地区重点发展邮轮经济、商业

商务、旅游休闲、公共服务、现代物流、专

业服务等；北部地区重点发展旅游休闲、

观光生态农业、港口服务业、社区商

业等。

■服务业项目建设　年内，上海国际工
业设计中心、上海智力产业园（一期）等

１１个新建的服务业项目竣工，汽车梦工
场、共富园二期等９个项目开工建设，上
海智力产业园二期、新华园等２３个项目
正在开展前期准备工作，争取早日开工

建设，共建成２６３６万平方米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上海智力产业园、上海电子

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地、上海国际设计

中心、汽车梦工厂等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竣工重点服务业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属地 占地（亩）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功能定位

１ 半岛·１９１９ 吴淞 １２１．５ ７．３ 文化产业

２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一期） 淞南 １２０ ２ 节能环保服务业

３ 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淞南 ３０ ５ 工业设计研发

４ 上海东鼎国际商务大厦 友谊 ２０．７７ ９．８９ 商务

５ 上海国际家居总部基地（建配龙） 淞南 ３０ ８．６ 办公商业

６ 巴黎春天 大场 １８．４７ ４．９ 商业

７ 印象钢谷一期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５０ １０ 园林式绿色工业研发中心

８ 上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海宝示范园 顾村 ８０ ３ 呼叫中心

９ 美罗湾现代服务集优中心（一期） 罗店 １０８ １．３ 现代服务业产业园

１０ 上海智力产业园（一期北块） 庙行 ９０ ４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１１ 新陆大厦（共康园一期） 高境 ８ ２ 商务办公

合　计 ７７６．７４ ５７．９９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开工的重点服务业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属地 占地（亩）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功能定位

１ 汽车·梦工厂 淞南 ９４．１ ２．７ 汽车文化

２ 上海水岸工程企业总部基地 淞南 ６３．６６ １１．７ 设计研发

３ 国际研发总部基地真大园 大场 ２０６ ２６．１ 研发

４ 大场老镇改造（家乐福项目） 大场 ２１ ２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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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属地 占地（亩）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功能定位

５ （大华虎城）公寓式酒店 大场 ２９ ６．６ 商务办公

６ 顾村沪太路商业商务中心 顾村 ２１０ １４ 商业

７ （大华虎城）商业商务大楼Ｃ２ 大场 ２５．１４ ２．６１ 商业、商务

８ （大华虎城）嘉年华广场 大场 ３６．４６ ７．５ 商业

９ 红石电脑研发楼 顾村 １５ １．６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合　计 ７００．３６ ７４．８１

（刘文青）

■服务业招商引资　加强整体投资环境
的宣传和推介，年初制订２００９年度服务
业招商计划，制作《滨江宝山服务业投资

指南》，编制《宝山区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服务外包实用政策汇编》，组织“服

务业发展媒体采风活动”等。推进重点

服务业集聚区项目引进和功能完善，

２００９年９月９日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与
中国节能投资公司签约，并举办“２００９
上海工博会节能环保论坛”、“星尚嘉年

华活动”等活动；２００９年９月２日，在上
海智力产业园，市经信委与区政府举行

共同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高新技

术产业化工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海

电子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地揭牌仪式、

上海国际服务外包峰会等重大活动；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７日，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
心竣工开业并成功举办国际工业设计

展等。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初具形态　年内，
全区以地铁１号线宝山段为依托，以上
海智力产业园为载体，打造北上海服务

外包产业发展带和上海市软件及信息服

务类企业总部集聚地。全年相继启动上

海信息服务企业总部基地、电子商务创

新园和北上海数据中心产业园等信息服

务业园区建设，完成上海呼叫中心产业

基地海宝园建设，举办国际服务外包峰

会、上海电子商务高峰论坛。全区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达６０亿元，引进
企业总部２０家。宝山区被认定并命名
为全市５个“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产业基地”之一，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初具形态。

■汽车销售额达４０６９亿元　以汽车·
梦工厂等为依托，形成特色鲜明的汽车

服务带。通过组织召开全区４Ｓ店汽车
服务业发展工作会议，与市商务委联合

举办“新车进社区、服务到家门”汽车新

政策咨询服务暨展示活动等，开拓农村

汽车市场，强化汽车服务载体项目宣传

力度，探索汽车品牌联合促销、汽车促销

信息定期发布等促进全区汽车消费举

措，促进汽车服务业发展，挖掘汽车消费

潜力，形成宝山区汽车消费服务新高地。

宝山区全年汽车销售量增长明显，销售

额为４０６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６％，占全
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１４９％。

■ ２个园区被命名为市生产性服务业功
能区　上海智力产业园和上海国际节能
环保园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５日被命名为上海
市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上海智力产业

园（纪?路５８８号）由上海市纺发公司和
庙行镇共同出资，集研发设计、总部经

济、生态公园及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大型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被批准为市级生产

性服务业功能区。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长江西路１０１号）由上海仪电控股（集
团）公司与区政府联手进行改造建设，是

国内第一家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区，精心打造国际水资源中

心、国际节能环保技术产品展示交易中

心、资源综合利用博览中心、合同能源管

理服务中心、节能环保培训中心、节能环

保诊断中心六个平台以体现园区的展示

交易、研发创新、产业集聚、技术服务、推

广宣传、综合配套六大功能，是全市１９
个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之一。

■上海电子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地揭牌
　年内，电子商务已逐步成为宝山现代
服务业发展的新亮点和增长点。１０月
２３日，位于庙行镇的上海电子商务创新
服务示范基地揭牌。该基地总规划

６６７公顷，总建筑面积６０万平方米，至
年末，已建成智力产业园一期、骏利财富

大厦、北斗星商务广场，共计建筑面积

１２５７万平方米。开工在建的智力产业
园南块有州际快捷酒店、上海绿地商务

中心、上海婚庆中心等项目，共计建筑面

积１８万平方米。已进驻有淘宝第一

店—柠檬绿茶，淘宝模范代表团代表—

发网、易迅网等一批知名电商，已达成入

驻意向的有团购网、柯蓝钻石等２０余家
知名电商。 （刘文青）

粮食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年收购粮食 ９１８０１
吨，比上年增长 １６７％，其中，晚粳谷
７７５９０吨，增长１３７％；小麦９９６８吨，增
长１８６％；大麦等４２４３吨，增长１１３％；
收购油菜籽４７９吨，减少２４２１％；粮食
企业粮食销售、支出总量 １７７８０６吨，上
升１２５６％，粮食销售、转化用粮总量
１９７６４７吨，增加 １１１６％，其中，粮食销
售１７２８５４吨，增长 １４８６％，加工转化
２４７９３，减少９２２％；全年油脂销售２３６６
吨，减少５５４３％。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有
效调控供需平衡，提供基本必须保障，强

化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能，认真开展粮

食清仓查库，加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规

范粮食经营行为，加强粮食市场的监管，

健康稳定粮食收购市场，全面完成２００９
年区级储备粮任务，确保区内粮食市场

的健康稳定发展；粮食收购帮困粮油供

应和副补发放管理等惠民措施得到落

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全面完成政府委

托的各项政策性业务工作，不断拓展粮

食购销渠道，主营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

粮油经营数量增加；企业内部管理得到

加强，企业职工收入逐年增加，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

■粮食收购　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坚持
以促进农民受益为要求，从粮食消费需

求特点出发，把握区内粮食供需平衡，认

真分析粮食市场产、销形势，提出夏、秋

两熟粮食收购工作指导意见，确保全年

粮食收购工作顺利开展。积极支持以国

有粮食购销企业为主的粮食购销企业开

展方便农户售粮等服务措施，充分发挥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主渠道作用，按照“购

得进，销得出”的原则，做好全年粮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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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收购工作，严格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

策，实行按质论价，现金支付，不打“白

条”，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全年区内收购粮食１８３６１吨，占全
区收购的２０％，其中，晚粳谷１４０２６吨，
小麦４３３５吨。

■区级储备粮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完善
地方储备粮管理，不断提高粮食和轮换

的运作效能；分析粮食市场动态，结合全

区粮食企业的储存条件和收储能力，做

好调研，组织区级储备粮的合理有序轮

换，继续做好区级储备粮“异地粮食采

购，存储监管”的工作，落实粮食收购政

策，促进产销合作，拓宽建立粮食采购稳

定的渠道，利用国有粮食仓储资源，做好

区级储备粮的轮换，全年共轮换区级储

备粮 ２６２６５吨，其中，晚粳谷 ２１０６４吨，
大米５２００吨，完成 ２００９年区级储备粮
任务原粮 ４２２８０吨，其中晚粳谷 ３８８６０
吨、小麦３４２０吨，大米１３００吨。

■粮食流通监督检查　区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贯彻国务院《粮食流通管理条

例》，做好区内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

规范粮食收购市场，落实执行粮食收购

许可证制度，做好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发

放和管理，全年通过年审并获得粮食收

购资格许可粮食经营企业 ９家，其中，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５家，非国有粮食购
销企业 ４家。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除
加强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外，结合全年

夏、秋两熟的粮食收购特点，加强辖区

内粮食收购市场的监管，坚决取缔无证

收购，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序，以方便

农户售粮，保护农民和持证粮食企业收

购的合法权益，保证全区国家储备粮收

储任务的完成；开展库存粮食质量和存

储品质指标的检测，全年共抽取各类储

粮样品１２个，其中对地方储备粮样品
加检了部分原粮卫生指标，并对全部样

品进行农药残留量指标的检测，样品检

测合格率达１００％。

■帮困粮油供应和副补发放管理　以人
为本，提升服务质量，切实做好帮困粮油

供应和副补发放管理这项惠民工作。年

内落实“将困难留给自己，将方便留给群

众”的便民措施，“让群众少排队，让群

众少跑路”结合集中大发放，下居委、到

里弄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开展送方便

到孤老家中的服务活动，提高实际发放

率；在帮困粮油供应上，对孤寡老人、伤

残等困难群众上门服务，其中对孤老、伤

残等特殊家庭实行电话预约送货上门等

服务；区内良友金伴等连锁销售网点还

采取商店让利等惠民措施，每张帮困卡

优惠２～３元，让困难群众得到实惠。全
年共安全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 ５７２８６
人，金额４７４２５万元；发放帮困资金５０８
万元，回笼帮困卡１１５５万张，发放助残
资金１５４２４万元，回笼帮困助残卡１８２
万张。

■粮食清仓查库　认真开展粮食清仓查
库，基本达到摸清家底的目的。做好落

实清仓查库作为今年区粮食行政管理部

门的工作重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开展全国粮食清仓查库工作的通知》精

神及市政府的有关要求，在区政府的统

一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和企业密切配合

制订和落实区粮食清仓查库工作实施方

案，认真组织开展清仓查库人员技术培

训，协调承担清仓查库组织实施工作，按

期保质完成了企业自查、区内普查、市级

复查和整改总结各阶段检查任务。全区

清查工作自年初开始，历时近５个月，共
出动７２５人次，检查粮食库点１６家，检
查粮食６２万吨。经检查，全区粮食库
存数量真实、质量良好、账实一致、账账

相符，库存结构合理。

■国有粮食购销企业　加强企业内部管
理，完成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业务，拓展市

场购销渠道。区粮油购销公司承担着全

区主要的粮食储备等政策性业务，公司

内部按照“集约化运作”的原则，推行宏

观调控，微观灵活的办法，有序推进年度

粮食收储工作，公司全年收购粮食８４７４１
吨，其中小麦７１５１吨、晚粳谷７７５９０吨；
外省采购粮食６６３８０吨，其中小麦２８１６
吨、晚粳谷６３５４６吨；全年实现利润１２７
万元；商品销售收入３３９５８万元，其中社
会商品零售额１０６５６万元；企业职工在
岗年平均收入 ４０７００元，比上年增加
９１７％；完成粮油销售 １２６０７３吨，其中
粳谷销售４４３８０吨、大米６１２８３吨、小麦
７８３５吨、面粉 ８９１吨、大麦等其它粮食
９７０９吨，食油 １９３５吨；净资产（所有者
权益）年初为 ６１７１５万元，年末为
８１６９７吨，比上年增长３２３８％，主要是
市政动迁、房地资产增值等；年内公司重

视粮食品牌建设，强化“产品品牌建设带

动企业品牌建设”的内在动力，继续完善

和加强内控机制，“宝宇牌”大米已形成

武育粳三号、宝农３４、东北长粒大米、东

北大米等优质大米、绿色食品大米和普

通大米三大系列，品牌效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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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
制，注册资金６０００万元，是经营卷烟、糖
酒茶叶等集批发、零售为一体的综合性

商业企业。至年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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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员工 ４７０
人；下辖综合性大型商铺１家，零售商店
２９家，其中名烟名酒店３家，专卖店２６
家。全年实现商品销售收入 ５８８２４１８
万元，完成年计划的９８３７％，比上年下
降 ２０２％。实 现 商 品 销 售 毛 利
１３９７３９３万元，完成年计划的９７６２％，
下降３１７％。３项费用支出５４５３２０万
元，完 成 年 计 划 的 ９４９２％，下 降
３１７％。实现利润１０１８８１０万元，完成
年计划的１００２３％，上升１４０８％，其中
通业房产投资收益３５２０７７万元。累计
卷烟 总 销 量 １４２１８９万 支，同 比 增
长１７％。

■烟草专卖管理　宝山分局保持辖区域
市场打假破网和市场监管的高压态势，

与公安、工商、城管等执法部门加强联系

和合作，全年立案 １５６起，查获各类违
法、假冒卷烟１４５５０７条，总价值２４１６８１
万元，其中侦破国标假烟网络大案２起、
市标假烟网络案件１起，侦破５万元 ～
１００万元的涉烟大要案共计３１起。加强
对卷烟零售终端的监管力度，宝山区持

证户合法经营率保持在 ９７％的水平。
专卖内管检查覆盖率达 １００％，专卖内
管信息系统于年内上线。把宝杨路码头

作为社区化管理的“示范窗口”，与码头

公司和水上派出所签订《共管共建协议

书》，把烟草专卖法规宣传和市场监督窗

口设到候船室、船舶上。

■烟草销售网络建设　年内按照“少断
档、不积压、稳价格”的营销市场工作目

标，以掌握社会库存和稳定市场价格为

关注重点，通过最具代表性的 ９７个样
本点的建立和运行，形成区域市场社会

库存跟踪监测机制，提高对市场的把握

能力。全年主销牌号的存销比控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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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全部符合贸中要求，完成 ＳＡＰ上线运
营和网上订货的推进工作，使 ＰＯＳ机安
装用户达到 １７６户、网站订货达 ３７８
户，特别是通过对标课题项目的推进，

电子商务的订单客户超过公司客户总

数的３０％。在品牌培育方面，开展主题
店布展和渠道优化工作，安排买赠、调

研、宣传促销等活动。在服务营销方

面，通过二次服务需求调研，梳理完善

２２项服务营销项目，设计可衡量、可检
查的评价指标，开展客户满意度征询２
次，全年售后服务均做到订单采集无差

错、零投诉。加强督导力量，提高营销

服务质量，运用营销服务目标管理，驱

动服务营销体系良性运转，并对达成情

况建立跟踪机制，全面完成营销标准化

管理的１８项文件编制工作。在终端建
设方面，完成第三代销售形象柜安装３８
户，战略合作终端签约户达 １３０户，占
客户数的７４５％；对５３９户不规范店招
零售户进行自费形象改造，提升终端形

象；推进“不售假、可退换、有售后”的服

务承诺，全年违约户查实处理率１２％，
低于年控制目标的２５％。年营销人员

平均受训时间达１１３小时，营销部符合
三级到五级职业技能的人员分别占

５１％、２８％和１０％，综合素质有较大幅
度的提升。 （李德强）

市场
■概况　宝山商品交易市场 １４１家。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８５家，花鸟市场 ２
家，其他农副产品市场６家；服装市场６
家，家具市场 ５家，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１０家，建材市场４家，钢材市场９家，汽
配市场４家，其他工业品市场１０家。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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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１１．１７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高境

２ 上海淞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良路７０１号 ２００１．１．８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淞南

３ 上海新吴淞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浦路９２１号 ２００１．１．１７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 上海岭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岭南路１０２８号 ２００１．２．１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高境

５ 上海振宝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富锦路１５８８号 ２００１．４，１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 上海宝林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东林路２０１号 ２００１．４．１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 上海海滨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济支路１号 ２００１．４．３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 上海宝山泗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爱晖路５９９弄内 ２００１．９．１３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张庙街道

９ 上海共富副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共富路３０５弄 ２００３．４．２８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０ 上海共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１０７号 ２００３．４．２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张庙街道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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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５．７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２ 上海乾中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南大路１５８号 ２００３．６．４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３ 上海宝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７７号 ２００３．６．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４ 上海新星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虎林路２３９号 ２００３．７．７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张庙街道

１５ 上海东江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路５号 ２００３．７．１８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６ 上海宝山聚丰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聚丰园路３００号 ２００３．７．２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１７ 上海振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二路１１１１号 ２００３．８．５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淞南

１８ 上海场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北村南?藻路 ２００３．８．２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庙行镇

１９ 上海淞宝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永乐路３８８号 ２００３．８．２６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０ 上海宝山青鲜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支路２６５号 ２００３．８．２６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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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９．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批发市场

２２ 上海逸骅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服务部 殷高西路８８号 ２００３．９．４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高境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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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１０．１７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４ 上海逸兴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１９号 ２００３．１０．２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淞南

２５ 上海时欣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４１１号 ２００３．１１．１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张庙街道

２６ 上海庆安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绥化路５２弄６２号 ２００３．１２．１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７ 上海呼玛商品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呼玛二村１号 ２００３．１２．１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张庙街道

２８ 上海富谊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富谊路１号 ２００３．１２．１５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２００７年起未验照

２９ 上海盛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古莲路３２８号２０１室 ２００４．１．１４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０ 上海宝山团结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团结路１２号 ２００４．３．１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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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４．８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２ 上海野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三泉路１４５１号 ２００４．４．２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庙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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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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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５．１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４ 上海华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南大路５８８号 ２００４．５．１８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５ 上海月春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村圆和路１０号 ２００４．７．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６ 上海罗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罗南东太路２３９号 ２００４．９．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７ 上海月盛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春雷路农副产品市场分公司 春雷路４４５号—１室 ２００４．１０．１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３８ 上海大昌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南路５７９号 ２００４．１０．２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淞南

３９ 上海宝山鱼塘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德都路２５５号 ２００４．１１．５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４０ 上海锦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锦秋路８０９弄１１８号 ２００４．１１．２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１ 上海东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杨路２０１７号 Ｂ－０２６室（实
际经营地址：杨泰路）

２００４．１２．２３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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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１．４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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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１．６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４ 上海顾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太路３５０号 ２００５．１．７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５ 上海姜家桥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支路１０４０号 ２００５．１．２４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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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２．７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７ 上海虹腾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６３３号 ２００５．２．２５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大场镇

４８ 上海金罗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罗店镇新街２９号 ２００５．３．１５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４９ 上海金罗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罗东路市场分公司 月罗路１５０９号 ２００５．３．２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０ 上海宝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密山路１０１号 ２００５．４．２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１ 上海金罗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罗太路８０５号 ２００５．５．０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批发市场

５２ 上海罗泾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镇路１５８号 ２００５．５．１６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３ 上海大华二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沪路３２７号 ２００５．５．３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４ 上海大华二村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真华路菜市场分公司 真华路１０５７号 ２００５．５．３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５ 上海真华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行知路８３３号１楼 ２００５．６．８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６ 上海罗溪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罗溪路８００号 ２００５．６．２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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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７．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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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８．１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５９ 上海西朱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同济路２００号 ２００５．８．３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停止装修

６０ 上海鑫力农副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沪路４８号 ２００５．１１．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１ 上海天平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石太路罗东路口 ２００５．１１．３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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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５．２３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吴淞街道

６３ 上海国江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权北路６５号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高境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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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１．１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５ 上海菊泉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菊太路３０８号 ２００７．４．３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６ 上海润通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西路９３８号 ２００７．１０．１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７ 上海邦手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峰路２０４１号 ２００７．１１．１９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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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２．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高境

６９ 上海淞发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发路６１号 ２００８．２．４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淞南

７０ 上海天馨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西路２００号 ２００８．３．１４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１ 上海绿叶农副产品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同泰北路市场分公司 同泰北路４４９号 ２００８．４．３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２ 上海祁众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锦秋路１３６０号 ２００８．４．１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３ 上海佳易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潘新路９６号一１０８号 ２００８．４．１０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４ 上海绿欣晋英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顾荻路３３２号—３４８号 ２００８．９．２５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５ 上海庙行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北路３６０号 ２００８．１２．２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庙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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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７６ 上海祁北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祁北东路８５弄１０号 ２００９．１．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７ 上海宗发菜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通河路５５２号一楼 ２００９．１．２３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张庙街道

７８ 上海宝菊农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宝菊路６５５号 ２００９．２．１７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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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６．１７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０ 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菜场 淞兴路１６３号一楼 ２００９．８．３１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吴淞街道

８１ 上海杨鑫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杨泰路２５８号 ２００９．９．２２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２ 上海环镇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环镇北路７８９号１层 ２００９．１１．２６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８３ 上海场联集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联路１３９号１—２层 ２００９．１１．２６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花鸟鱼虫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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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９．８．１４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鱼虫市场）

张庙街道

２ 上海吴淞环岛花鸟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８９号 ２００３．８．５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花鸟鱼虫市场）

—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其他农副产品专业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上海商联农产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泰和路１７００号 １９９７．８．２５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水产品市场）

—

２ 上海月浦蔬菜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２７６７号 ２００３．５．３０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蔬菜市场）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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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６．１０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粮油市场）

批发市场

４ 上海隆生茶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６３号 ２００３．８．２７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其他）

吴淞街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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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１２．５ 农副产品专业市场
（水产品市场）

批发市场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服装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上海共康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临路８００号 ２００３．１２．４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服装市场）

庙行镇

２ 上海闽都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中路３８００号 ２００３．１２．４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服装市场）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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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７．３０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服装市场）

吴淞街道

４ 上海宝谊综合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７２５号 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服装市场）

—

５ 上海霓虹儿童用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大华路５１８号第１－１５层 ２００５．４．２５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服装市场）

—

６ 上海远航服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川沙路５１２号 ２００８．４．１０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服装市场）

—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家具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上海沪客隆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６３号 １９９９．９．８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具市场）

吴淞街道

２ 上海华贸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００１号－１０８１号 ２００４．３．１０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具市场）

—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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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３ 上海东明家具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４３０１号 ２００４．９．１５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具市场）

—

４ 上海红星美凯龙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１８０１号 ２００６．８．１５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具市场）

—

５ 上海好百年高境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殷高西路７００号三－四层 ２００７．９．２９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具市场）

高境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家庭装饰材料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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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４．１３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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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６．１９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淞南

３ 上海美仑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１６３８号 ２００３．１．１７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

４ 上海建配龙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逸路９９号 ２００３．４．１８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

５ 上海乾丹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祁连山路２１９２号 ２００３．６．１９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

６ 上海美罗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罗太路２５８号 ２００３．１０．３０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

７ 上海金罗店装饰材料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２３７５号 ２００５．６．２４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

８ 上海海神建材装饰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沪太路市场分公司 沪太路２４２７号 ２００６．４．２９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庙行镇

９ 上海惠客居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５００８弄３８号 ２００７．１．１２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

１０ 上海兴明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４３３２号 ２００７．６．１４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钢材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上海宝山钢材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北一路市场分公司 中山北一路９０３号－８６５弄 ２００３．５．２２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示范市场

２ 上海场中钢材现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真大路５４９号 ２００３．８．２９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大场镇

３ 上海江杨钢材现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江杨南路１５１８号 ２００４．２．２４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淞南

４ 上海高境金属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新二路１６８号 ２００４．５．１８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高境

５ 上海云峰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西路７７８号 ２００４．５．３１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高境

６ 上海张华浜钢材现货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逸仙路４０８８号 ２００４．７．１３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高境

７ 上海交运钢材现货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纪?路１５１号 ２００５．１．１７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张庙街道

８ 上海诚通钢领钢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山路１０７１—１０７９号（单号） ２００７．１０．２３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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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９．２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钢材市场）

杨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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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建筑材料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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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９．６．２２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建筑材料市场）

—

２ 上海祁锦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太路１４８１号 ２００４．１．２８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建筑材料市场）

—

３ 上海场南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０１９弄５８号 ２００４．９．３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建筑材料市场）

—

４ 上海佰旺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月罗路１１１６号 ２００６．９．６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建筑材料市场）

—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机动车配件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上海沪大汽车配件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１９８号 ２００３．１．２８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

２ 上海金阳光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水产路１６９９号 ２００５．７．２５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

３ 上海月浦汽配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川路４０５１号 ２００６．２．２８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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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４．１７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动车配件市场）

—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其他工业品市场名录

序号 市场名称 地　址 成立日期 市场类型 备注

１ 上海北翼商业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５９９号 １９９５．８．１６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市场）

示范市场
友谊街道

２ 上海沪客隆招商市场有限公司 淞兴路１５７号－１６５号 １９９６．１１．２９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市场）

吴淞街道

３ 上海牡丹江电脑数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江路１００１号 １９９９．５．１８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电脑手机市场）

—

４ 上海凯红食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中路３１５５号 ２００１．１．５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食品市场）

—

５ 上海乾溪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场联路１４２号 ２００３．５．１６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市场）

—

６ 上海罗店小商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塘西街１６９号 ２００３．９．２６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市场）

—

７ 上海安亭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呼兰路５２５号 ２００３．１１．２０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旧机动车（船）市场）

张庙街道

８ 上海月盛百货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龙镇路５３号 ２００４．６．９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市场）

—

９ 上海广大机电设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５７８８号 ２００４．８．２６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机电设备市场）

—

１０ 上海东方国贸新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３９９９号 ２００５．５．２６ 工业消费品专业市场
（日用工业品市场）

大场镇

１１ 上海福人林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沪太路２６９５－２６９９号 ２００５．７．１４ 工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
（木材市场）

—

（徐　婕）

旅游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旅游工作以紧抓
世博机遇，发展宝山多样化旅游产品为

中心，优化旅游产业结构，综合发挥旅游

产业功能，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全面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至年末，全区旅游行业

直接从业人员５０００余人，主要旅游饭店

有３４家，比上年增加 ３家，客房 ４０９２
间；共有旅游星级饭店８家，其中四星级
饭店１家、三星级饭店４家、二星级饭店
１家、一星级饭店２家；全区旅行社有２７
家。年内推进旅游政风行风建设，向全

行业发布《加入宝山区旅游行业迎世博

志愿者服务队的倡议书》。９月２日，区
旅游局参加宝山人民广播电台《百姓连

线》直播节目，与市民就“在宝山参与上

海旅游节”主题进行交流。通过“区旅

游局短信服务平台”发送信息２３条，为
企业提供便捷、快速的信息服务。通过

《旅游政风行风工作动态》发布政务信

息、企业信息、便民信息等１００余篇。开
展旅游进社区活动，定期到街道、社区听

取意见和建议。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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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旅游经济情况一览表

项目 单位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增减％

旅行社

接待人数 人次 １０８８４６ １３８８５６ ２８

组团人数 人次 １６６１２５ １８５３３２ １２

营业收入 万元 ４０４０４．１３ ４１６３１．０９ ３

主要饭店

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 ４２４５６０ ４７５３１３ １２

接待海外游客 人次 ７４９１７ ５０１２９ －３３

主要饭店营业收入 万元 ４８６１６．６９ ４３０１６．０４ －１２

客房率 百分点 ６３ ５６ －７

景点

接待游客 人次 ３５１９６８７ ４０９４８１３ １６

营业收入 万元 ６６３ ９５５．８ ４４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旅行社情况一览表

经营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Ｌ－ＳＨ－ＣＪ０００３７ 宝钢集团上海国际旅行社 牡丹江路１５０８号 ５６１２０９９７

Ｌ－ＳＨ－００９８４ 宝览国际旅行社 牡丹江路１６７８号 ５６６０８６６６

Ｌ－ＳＨ－００２０７ 通达国际旅行社 泰和路５号 ５６１７９９９０

Ｌ－ＳＨ－００２１３ 诚华国际旅行社 泰和路１９９号 ５６８４３８３０

Ｌ－ＳＨ－００４５６ 天盛国际旅行社 牡丹江路３５１号 ５６５６２５５５

Ｌ－ＳＨ－０００４５ 锦程国际旅行社 东林路４０１号 ５６６０９７０５

Ｌ－ＳＨ－００４５７ 明曙国际旅行社 盘古路３８８弄６号楼６２２室 ３６０７０７６２

Ｌ－ＳＨ－００５６２ 天翼国际旅行社 友谊路１５８８号３号楼７０８室 ５１６７２０７９

Ｌ－ＳＨ－００５７２ 正华国际旅行社 长临路５１４号 ６６６９００３４

Ｌ－ＳＨ－００６５０ 安达国际旅行社 逸仙路１９５０号 ６６１８８８７０

Ｌ－ＳＨ－００１２１ 长江口旅行社 牡丹江路１８００号 ５６７８５８２３

Ｌ－ＳＨ－００６７６ 理都旅行社 共康路１５１号５１１室 ６６６５０８３８

Ｌ－ＳＨ－００５３９ 国益旅行社 牡丹江路１２８５号 ５６１１８１３７

Ｌ－ＳＨ－００２１１ 世豪观光旅行社 同泰路６８号二楼 ５６８４５５６１

Ｌ－ＳＨ－００５７１ 三胜旅行社 罗芬路６８９弄１号 ５６５９０５９５

Ｌ－ＳＨ－００４１８ 龙廷旅行社 淞桥东路１１１号联和滨江大厦１１１８室 ５６８４１５８３

Ｌ－ＳＨ－００６１６ 宝盛旅行社 淞兴路３０４号 ５６６７７３８６

Ｌ－ＳＨ－００６７５ 沪中旅行社 牡丹江路１７６０号 ６６７９１１８６

Ｌ－ＳＨ－００７３１ 新浦江商务假期旅行社 长临路９１３号５０２２室 ５６４２０６０７

Ｌ－ＳＨ－００７５２ 碧海旅行社 淞宝路２５１号 ５６５７６１１０

Ｌ－ＳＨ－００７７１ 有缘来旅行社 友谊路１３号 ６６７８１７０８

Ｌ－ＳＨ－００９５２ 锦城旅行社 东林路４５８号 ５６６０１３６９

Ｌ－ＳＨ－００１６６ 桔园旅行社 高逸路１０３号 ５５０３３７５４

Ｌ－ＳＨ－００８６４ 国力旅行社 新沪路１１６８号３０６室 ３６１５０３４６

Ｌ－ＳＨ－００８２７ 上那旅行社 同泰北路１８３号１号楼２０１室Ａ ５６５８６１８３

Ｌ－ＳＨ－０１０１２ 宝恒旅行社 逸仙路１９８０号１６８室 ６６１８２７１８

Ｌ－ＳＨ－００５４６ 康华旅行社 共康路１５１号４０９室 ５６４０２２８０

基层、察民情、访民意”旅游企业集中调

研活动，走访旅行社、旅游星级饭店、规

范服务达标旅馆等旅游企业 ７０余家。
聘请纠风监督员９名，就行业顽疾开展
专题调研，明察暗访，谋划解决办法，实

现借助社会力量加强对旅游市场的双向

治理。定期会同文化执法、工商、公安、

质监等部门开展各项执法检查，其中，根

据举报信息，与区文化执法大队联合执

法，依法查处保健品公司经营居民旅游

业务的违法行为４起。全年审批旅行社
１家，３家旅行社变更注册地址。开展导
游年审培训考试，在区业余大学设立考

点，１２６名导游员均通过导游年审。落
实全市推行旅责险统保制度的各项要

求，自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起，全区旅行社
均参加首批统保，更加合理、有效地保障

企业自身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落实市

旅游局《关于暂退部分保证金支持旅行

社度过金融危机冲击难关的通知》要求，

全区国际旅行社 １家和国内旅行社 １７
家申请暂退保证金，计２００余万元。开
展旅行社经营业务许可证换发工作，９
家国内旅行社申请经营入境旅游业务，

并更名为国际旅行社。对 ９家三星级
（含）以下的饭店进行星级复核，其中１
家由于改建或内部调整等原因暂缓复

核，２家取消星级，６家通过复核。联合
区公安分局、区卫生监督所，分３批举办
旅馆负责人培训班，３００余家旅馆的主
要负责人及员工代表近 ７００人参加培
训。宝山宾馆和宝隆金富门酒店１５名
员工组队参加“迎世博，上海旅游饭店行

业服务演练大赛”。衡山集团与世华商

务广场酒店、顾村公园游客接待中心签

订委托管理协议。

■旅游业迎世博活动　结合每月５日的
窗口服务日，陆续推出便民服务日、啄木

鸟行动、文明出游劝导日等活动，同时面

向市民广泛宣传世博知识。８月 ５日，
举办迎世博“窗口服务日”主题活动；９
月５日，举办“旅游进社区”便民服务活
动；１０月５日，举办“喜迎世博会，文明
伴我游”宣传服务活动。全面推进星级

宾馆迎世博文明指数测评工作，召开动

员会，并建立检查督办、应急处置和宾馆

自查等工作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在各星

级宾馆进行全天候巡访检查，针对宾馆

出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责令限期整改。

组建宝山区旅游行业平安志愿者服务

队，并举办专题培训；编制“旅游行业应

急处置办法”，确保突发的服务障碍及时

８２１

商业与旅游



得到应急处置。大力营造世博氛围，在

星级宾馆、旅行社服务窗口摆放世博宣

传品，推出迎世博便民服务措施；开展世

博知识学习，并制作世博知识小卡片，方

便员工随身携带；全区７０余家旅游企业
签订“迎世博”规范服务承诺书，张贴在

服务窗口醒目位置，并通过宝山报、政府

网站、宝山旅游网等媒体公布，接受社会

监督。开展世博旅游线路涉及的景点和

周边道路的综合治理，组织协调各景点

创建文明旅游景区（点），从硬件建设、

管理制度、景区环境、宣传氛围、游园秩

序等方面进行提高和完善，推进区内迎

世博旅游景区（点）道路交通指引标志

的整治工作。

５月２８日，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揭牌 摄影／浦志根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旅行社经营指标排名表

名次 总营业收入 自组团人数 接待人数 接待人天数

１ 宝钢国旅 宝钢国旅 宝钢国旅 宝钢国旅

２ 通达 通达 世豪观光 龙廷

３ 龙廷 新浦江 新浦江 新浦江

４ 新浦江 世豪观光 龙廷 世豪观光

５ 世豪观光 龙廷 通达 通达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饭店经营指标排名表

名次 总营业收入 接待人数 平均出租率

１ 宝山宾馆 新长江大酒店 宝钢商务大厦

２ 金富门酒店 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 宝隆居家友谊店

３ 新长江大酒店 锦江之星逸仙店 宝隆居家牡丹店

４ 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 锦江之星宝杨店 锦江之星宝杨店

５ 臣苑大酒店 紫锦宾馆 北翼大酒店

（张维倩）

■加强行业达标创建　年内，上海飞士
大厦被评为三星级旅游饭店，东方假日

田园被评为国家 ＡＡＡ级旅游景点，宝
钢、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上海国际工业

设计中心、半岛 １９１９、上海动漫衍生产
业园、上海呼叫产业示范基地海宝示范

园被评为上海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达

标单位。罗店镇创建全国特色旅游景观

名镇，７家饭店创建世博旅游达标饭店，
３家旅行社创建迎世博旅行社行业百个
示范服务网点，宝隆金富门酒店创建银

叶级绿色饭店。

■东方讲坛·上海旅游讲坛进宝山　依
托市旅游局搭建的教育资源平台，先后

以不同形式将“东方讲坛·上海旅游讲

坛”引进宝山，区旅游局获得优秀组织

奖。６月 ２４日，“‘２００９东方讲坛·上
海旅游讲坛’进宝山社区旅游专题讲

座”在友谊市民中心举行，讲座以“迎世

博、阳光旅游进社区，促和谐、维权意识

入民心”为主题，来自本区３６个社区的
居民代表近２００人参加讲座，区旅游局
向居民代表赠送了《百年吴淞口旅游新

宝山》宣传册。１２月 ３０日，“‘东方讲
坛·上海旅游讲坛’———宝山区旅游行

业迎世博专题讲座”在宝隆金富门酒店

举行，讲座内容包括世博会的最新进展

情况以及世博会的召开给上海旅游住

宿业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区内４００
余家旅游住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参加

讲座。

■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成立　４月

２９日，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试运
营，站点设在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宝山

区淞宝路２５１号），具有旅游线路咨询、
售票、候车、输送游客等较为齐全的旅游

服务功能。５月２８日，宝山站举行揭牌
暨首发仪式，市旅游局局长道书明和区

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为宝山站揭牌。

■长江中下游旅游航线首航　７月 ２４
日，“迎世博·长江中下游旅游首航仪

式”在吴淞客运中心码头举行，标志着中

断１０多年的“上海—九江”长江中下游
客运航线首次复航，这一航线由上海吴

淞口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皇家国际游轮

有限公司合作推出，采取“夜行日游、车

船衔接”的方式，全程五晚六天，游客沿

途可游览扬州、南京、九华山、庐山等旅

游名胜，航线使用“皇家公主”系列豪华

游轮“仙妮号”，游客可充分体验“水上

流动度假村”的享受。

■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举行　９月 １６
日至１０月６日，以“环保新理念，绿色新
生活”为主题的“２００９上海国际钢雕艺
术节”在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举行，邀请

多位知名艺术家进行艺术雕塑创作与展

览，以不同形式诠释艺术与环保相结合

所提升的城市人文环境，表现硬性雕塑

中所蕴涵的艺术与文化魅力，吸引近万

名游客参与。此次钢雕节参展作品约

５０余件，其中 ２７件的原材料采自上海
２０１０年世博会建设场地拆除的废旧
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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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２６日，宝山区在淞宝中心城区举办花车巡游 摄影／顾鹤忠

■上海旅游节花车宝山巡游　９月 ２６
日晚，参加上海旅游节开幕大巡游的２２
辆花车到宝山巡游表演。花车沿漠河

路、牡丹江路、海江路缓慢行进，与游客

们近距离接触。宝山区制作的“百年吴

淞口，滨江新宝山”花车参加巡游，向国

内外游客展示宝山滨江新区的崭新面

貌。观看花车巡游表演的游客约 ７
万人。

■首届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举行　１２
月１９日，“世博论坛·水上旅游与城市
生活”—首届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在

罗店美兰湖举行，来自长三角省市交通、

旅游部门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

部分高校专家和企业家４００余人会聚宝
山，为推动长三角水上旅游事业发展、打

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及加快吴淞国际邮

轮港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上海市副市长

赵雯，国家旅游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刘金平，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钱永昌

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论坛期间，

与会嘉宾围绕“水上旅游与城市生活”

的主题，进行主题演讲和交流讨论。上

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 ９家单位签署
《长三角水上旅游合作框架协议》，上海

市水上旅游促进中心同时揭牌成立。

■开展旅游宣传促销活动　３月 ２１日
至２２日，组织旅游企业参加“迎世博倒
计时４００天”沪苏浙皖赣大型公众旅游
宣传咨询活动，由东方假日田园和罗店

北欧新镇组成的“宝山滨江之旅—罗店

风情游”旅游产品在现场设立展台，向公

众进行宣传、推广，发放宣传资料近万

册，接待游客咨询万余人。４月 ９日至
１１日，宝山滨江景观带亮相于第六届上
海世界旅游资源博览会。４月１７至１９
日，组织区内多家旅游企业参加在大连

举办的２００９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设立
“百年吴淞口，旅游新宝山”联合展台，

发放旅游宣传资料近千份，吸引数万名

业内外人士前来咨询。６月１２日至１５
日，参加第１５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
会，推出“宝山形象与旅游”展区约１５０
平方米，浓缩宝山生态、休闲、工业、军

事、教育、水上旅游等六大主题产品、３０
个旅游景点以及娱乐、购物、会展、住宿、

餐饮等配套设施，共发放宣传资料近万

份。展区突出上海港吴淞国际邮轮组合

港的沙盘和邮轮模型，生动、直观地展示

邮轮港的美好蓝图，罗店龙船和彩灯、月

浦锣鼓、杨行吹塑版画、罗泾十字挑花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为旅游积淀了深厚的

文化底蕴。参与天翼杯“迎世博·新沪

上八景”评选活动，区内景观“吴淞口”

进入前二十强，获得提名奖；北欧新镇、

绿野仙踪、龙舟盛会入选百强景。

■开展区域合作　深化与兄弟区县、长
三角友好地区的合作。２月，缙云仙都
风景旅游区和九华山风景区管委会先后

到宝山举办旅游推介会，双方旅游企业

就资源共享、客源互动、优势互补、信息

互通、合作共赢等内容达成初步意向。９
月，“江北水乡、运河古城”山东枣庄旅

游推介会在宝山举行，全区２３家旅行社
经理参加会议。会上推介了枣庄旅游资

源和团队优惠线路，与会旅行社经理就

组团等各方面的细节问题，与枣庄市的

地接社代表进行了商谈。 （张维倩）

供销社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供销总社继续以
“转型、创新、拓展”为基调，抵御经济危

机对企业的影响，完成销售总收入８９３
亿元，比上年减少３７３８％；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２０８亿元，减少１４２％；企业总
收入２３６亿元，增长９７７％；上缴税金
４７６２７２万元，增长 ２９０８％；年末总资
产１４１３亿元，增长 １３４％；租赁收入
１１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４１％。全社有
全资企业１３家，控股企业１１家，参股企
业１３家；在编员工总数１３１０人，比上年
减少６７％。年内，区总社围绕商铺主业
“专业化”目标，规范商业资产“七个统

一”经营运作，实行系统内资产经营交流

例会制度，加大系统内的企业合作和资

源共享；编制现场物业管理手册，建立统

一的标准规范；在全资企业推广实施合

同会审制度，对大场、顾村招商合同纳入

商铺部会审；进一步梳理资产，清退 ２２
家“二房东”；购置社会商业网点１６７０余
平方米，拓展了主业的发展。北翼商业

街、储运公司、华森公司和南方公司分别

完成ＩＳＯ质量认证复证；北翼商厦取得
“上海市文明单位”六连冠，同时获２００９
年度上海市“诚信经营”示范店、２００９年
上海商业“优质服务”先进集体。北翼

大酒店前厅获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文明班
组”，医药公司宝山门店获２００９年度“上
海商业优质服务先进集体”，聚盈门店和

宝淞门店获 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诚信经
营”示范店；医药公司５５家门店再次通
过上海市 ＧＳＰ（《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认证中心的认证；南方公司与其他

５家企业在“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
业发展大会”上被评为最高信用 ＡＡＡ
级。医药公司延长中路店店长陆晓微获

“全国商业服务业巾帼建功标兵”，区总

社理事会理事鲍祥根获“全国百佳农产

品经纪人”。

■区总社第四届三次社员代表大会召开
　８月２１日，区总社召开第四届三次社
员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宝

山区供销合作总社社务委员会正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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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翼商厦举办迎新春全国特色产品大联展 摄影／黄永庆

一德大药房（淞滨店） 摄影／经瑞坤

为理事会，实现从“社委会”向“理事会”

的机制转变，以进一步完善区总社社员

代表大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会上同

时通过了《区总社新三年发展规划》，规

划明确以“基本完成‘一业为主、多业并

举’发展战略的转型”为总体工作目标，

同时在发展、改革、管理和稳定四个方面

提出落实分解目标。

■有序推进工程项目　全年对工程项目
进行有序推进，完成改扩建工程项目有

美罗湾１号地块、同济支路８８号项目、
月浦培训中心项目、长兴凤凰镇地块；在

建的改扩建工程项目有横沙集贸市场；

新建工程项目有杨行梅林路地块菜市场

及商业用房。配合“迎世博”环境整治，

完成重点整治项目沪太路６４９７号商业
用房的拆除工作。

■引领“多业”发展　年内，北翼商厦借
“品牌、绿色、安全食品”完成商业转型，

打造“名、特、优”专业食品商店，引进四

川、新疆、北京、甘肃、湖南、浙江舟山等

地的名优土特产特色商品６０００余种，并
设崇明、宝山农副产品专柜，以全新经营

特色重新开业。长兴公司在市场中把握

机遇，稳步发展，油料销售突破历史纪

录，达到２２亿元，实现利润 １０００余万
元，保障了海洋装备岛建设用油。南方

公司合理配置资源，整合下辖的吴淞公

司、欣安公司的场地，引进开设汽车 ４Ｓ
店，年增加租赁收入１６０万元。

■翼农果蔬合作社被选为世博会果蔬专
项供应商　上海翼农果蔬专业合作社系

区供销合作总社所属宝山农业生产资料

有限公司全资下属企业。合作社秉承

“绿色环保，合作共赢”的经营宗旨，拥

有自行种植的果蔬基地 ２８９公顷。主
要产品分别由上海市农科院和区蔬菜办

提供的安全、无公害的新品种，基地种植

的“翼农牌”果蔬具有绿色、健康、保健

的多种功能。蔬菜主要种植甘蓝类、绿

叶类、茄果类蔬果；果品类有黄桃、柿子、

葡萄等多种安全无公害优质果蔬，形成

“翼农”品牌果蔬系列，推出“田园牧

歌”、“五彩缤纷”等精品蔬菜礼盒。翼

农果蔬合作社被市农委选为世博会专项

供应果蔬基地之一。 （施文芳）

长江口股份公司
■概况　２００９年，长江口股份公司共有

控股企业１１个，总资产４３亿元，比上
年增长４４３％；在编职工１７０５人，减少
６４７％，其中持专业技术职称和岗位资
格证书的在岗人员占总人数７１％，在岗
职工年度平均收入比上年提高１０８８％。
公司以“迎挑战、抓机遇、促发展、保稳

定”为目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７７
亿元，是计划的 １１０２９％，是计划利润
额的１３６２３％；上缴税金４２０４万元，比
上年减少８４６万元；资产负债率下降至
５７８６％，降 ６５９个百分点。年内，中
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授

予一德连锁公司淞滨店“巾帼文明岗”

称号，长江口股份公司总经理唐渭良被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

评为２００９年度优秀高级经营师、长江
口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徐国琴获中国

商界杰出女性提名奖；获上海市级以上

先进个人 １５人，获市级先进集体 ２６
家；公司被评为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合同
信用ＡＡＡ级单位，获“上海市迎世博窗
口服务贡献奖”、“上海市模范职工之

家”和“上海市学习型企事业单位”等

多项称号。

■百货分公司　年内以深化调整、优化
定位、加大营销为重点，宝钢商场、黄金

广场全年品牌更新率达４１２５％；实施组
合营销，开展大型营销活动１２次，实现
销售 ５９４６万元。全年能源费用下
降１５７７％。

■一德连锁公司　３月，一德连锁公司
转为独立经营体建制，专攻零售终端市

场。全年销售比上年增加６０９万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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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６８４％。推进重点商品营销，注重行
业特色，重点商品销售同比上升 ５％。
全年能源费用下降８１４％。年内获浙
江泰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乙酰氨基酚

口服溶液的上海市独家配送权。

■新世纪公司　加强医药合作，扩大对
区内医院的供货，全年实现销售１６７３３
万元，比上年销售增加１０３４万元，同比
上升３５３％。优化采购系统，进货成本
同比下降 ０９８％。全年能源费用下
降１６３２％。

■五金公司　年内实行战略转型，重点
构筑生产资料物流供应新模式，淡出民

用五金经营。全年参与政府和企业的

采购招投标，实现销售收入 ８５０万元。
完善商品比价机制，提高销售毛利

率１０７％。

１月，金富门酒店大堂 宝隆集团／提供

■资产分公司　推行“非自营网点统一
管理”，实现４１个网点的集约管理，每
平方米递增２２２２％。加强对网点资源
控制，限制低效租赁，大力发展客户资

源；开展客户资源评价，合理规划网点

布局，提升网点资源的产出能力。

■经营公司　贯彻企标、节能降耗、规
范制度、标准作业、保障经营，运行安全

为重点，制订完成《企业大后勤发展的

５年规划方案》，在用电成本平均增长
３％的前提下，能耗比上年下降６０２％。

■培训中心　建立“分层次、多条线、全
过程、广覆盖”的全员教育培训体系，实

施员工培训档案管理。年内开展在岗

员工全员培训，共培训１１３６人，合格率
达９７％；组织各类专题讲座和岗位继续
教育，累计参加人员８７６１人（次），其中
取得世博知识培训合格证书联销人员

１９３５人。

■宝胜公司　公司下设绿叶农副产品
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宝胜调配退管

中心，有商业用房 ４６万余平方米，主
要分布在张庙、吴淞、友谊和月浦地区。

年内，实施菜场经营标准化与资产经营

精细化管理，加快企业减亏步伐。淞兴

店、同泰店、月浦店、盘古店４家门店获
“上海市星级菜市场”称号。 （邢　征）

宝隆集团
■概况　上海宝隆（集
团）有限公司组建于１９９４
年３月，公司主营酒店、旅
店、出租汽车。其中拥有

四星、三星级酒店各一

家，已树立自己的品牌特

色。集团还经营管理以

“宝隆居家”为商号的经

济连锁旅店。宝隆出租

汽车业拥有出租汽车

１４６０余辆和旅游大巴 ２０
余辆。集团还同时拥有

宝隆加油站、北亚实业公

司等企业，员工人数共计

４５９８人。２００９年是宝隆
集团实施“五年发展规

划”的最后一年，３月 ～５
月，公司开展“降成本、保

收入、争效益”营运竞赛

活动，以提升各企业的营

销积极性。１０月，投资
７２万元的宝隆加油站
完成监控系统改建，提升

油站安全防范体系。集

团所属上海宝隆居家旅

店罗泾店及宝隆金富门

酒店分别作为上海市卫

生局指定的宝山区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留验点及餐饮
供应单位，承担着很大的

社会责任。集团成立“甲

型Ｈ１Ｎ１流感留验点”领导小组，留验
点总计接待８６３人次，其中外宾４５０人
次。集团以年度预算为目标，着力解决

制约和影响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全年

完成销售收入３３９００余万元，比上年增
长１０３７％；实现净利润 ３６００余万元，
比上年增长６５６％。上海宝隆宾馆有
限公司、上海宝隆巴士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分别被评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上海
市文明单位”。

■宝隆美爵酒店争创五星级酒店　宝
隆美爵酒店年内以升五星为总目标，

积极应对上半年经济形势给酒店带来

的不利因素，借助下半年经济复苏的

契机，加强内部调整，加大营销力度，

１０月份单月销售达９７６万元，创历史

新高。该酒店招商引入 ＳＰＡ馆，商场
引入皮具、服装等品牌店铺，并自行开

设食品专柜、鲜花和书店，全年实现销

售收入 １０８３８万元，ＧＯＰ２４８３万元。
１２月初，正式向上海市旅委提交升五
星级报告。

■宝隆金富门酒店引进质量管理体系
　年初，宝隆金富门酒店整修外立面，
完成总台搬迁和装修。为全面提高服

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引入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质量管理体系，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全

年完成销售额 ５０２１万元，比上年下降
９７％。该酒店获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三
星级饭店满意度测评第５名。

（张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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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与农村经济
■编辑　经瑞坤

综合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实现农业总产值
５７２亿元，比上年下降 １２６％。其中，
种植业产值２７０亿元，下降９４％。林
业产值０４６亿元，增长１０９％；畜牧业
产值１８３亿元，下降２１１％；渔业产值
０２１亿元，下降３９９％。全年粮食播种
面积２２８４２公顷，粮食产量１４６万吨，
增长４３％；蔬菜播种面积２３４３３公顷，
蔬菜产量７２３万吨，下降２５１％；果树
面积３００３公顷，水果产量 ５８４０吨，增
长１５３％。年末，全区已建立集体合作
农场４５个，规模经营面积２２６６７公顷，
吸纳本地农民就业２１８５人，粮食生产全
部实现集体规模经营。“宝农３４”大米
获得上海首届优质稻米品鉴评比唯一金

奖。提升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至年

末，全区农机总动力（含排灌机械）达到

２９０万千瓦，比上年增长５６％；全年投
入１６２３万元对２８７３公顷粮田和１６１１
公顷设施菜田实施综合改造和建设，投

入５８３万元购置农业机械４２３台（套）。
据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农村收益分配年报统
计汇总。２００９年，全区有１１０个行政村、
８４７个村民小组、４１２８８户农户，农业人
口２９８７８人。全年农民人均收入继续保
持较快增长，农民人均所得１５２２９元，与
上年同口径比增１５４８％。农民人均收
入最高的镇是高境镇２３１９６元，最低的
是城市工业园区 ９８２９元。参与农村收
益分配人口 １０８３万人，比上年减少
０７４万人，下降６８％，其中劳动力６７６
万人，占分配总人口 ６２４％，非劳动力
４０７万，占总人口３７６％。农用地总面
积为４１６８８公顷，比上年减少２２４１公
顷，其中耕地４１０１１公顷，其他５３９公
顷，养殖水面１３７公顷。全年农村经济
总收入（包含增值税）２１２７２１亿元，比
上年减少 ２３０１６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农 林 牧 渔）１０９亿 元，占 总 收 入

００５％；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８４７２０
亿元，占总收入 ３９８３％；第三产业
１２７８９２，占总收入 ６０１２％。第一产业
收入对整个农村经济的贡献已微乎其

微，第三产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

主导的作用，其中商饮业的收入占到了

总收入的 ４７８％。全年可分配净收入
总额为 １４３１８亿元，其中国家税金
５９６３亿元，占可分配净收入总额
４１６５％；上缴国家有关部门１８１亿元，
占１２６％；外来投资分利１８８９亿元，占
１３１９％；企业各项留利 ３５５７亿元，占
２４８４％；乡村集体所得 ２７５亿元，占
１９２％；农民经营所得 １４８５亿元，占
１０３７％；外来人员劳务收入９６８亿元，
占６７６％。 （杨伟杰　张书窻）

■推进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度　全年完
成区北部５个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阶段
工作考核检查，农村会计服务中心运行

平稳、代理会计职责明确服务到位、村级

组织积极配合，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工作

取得阶段性效果。开展各项村级会计委

托代理专业基础及网络监管系统培训工

作，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加强会计基

础工作，深化村级集体经济民主管理，基

本实现村级财务电算化、网络化、信息

化。在北部５镇建立农村会计服务中心
基础上，南部大场、庙行镇完成农村会计

服务中心硬件和各项制度建设，区政府

予以授牌成立。

■村级产权制度改革调研　年内，按照
市《关于本市推进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要

求、市委《关于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

险分析和评估机制的意见（试行）》和宝

山区委关于《宝山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

风险分析和评估办法（试行）》的精神，

对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可能产生的社会稳

定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估，结合宝山现状

和特点制订了村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

见。开展全区１１０个村专项调查排摸，
并结合“三资”管理的要求，提出“坚决

贯彻、实事求是、稳步推进、加强指导”的

工作原则，把改制重点放在批准撤销建

制的村。年内，淞南镇张行村、庙行镇周

巷村撤制，开展股份合作制改革，将资产

按农龄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成立

社区股份合作社，并进行工商注册登记。

■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全覆盖　按
照《上海市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暂行标

准》的要求，市经管站等有关部门年内全

面检查宝山区２００８年８个市级第二批
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试点村，并从

制度建设、财务处理流程、民主管理、审

计监督、财会人员培训和会计电算化等

６个方面进行考核，经考评均全部合格。
至年末，全区１１０个行政村全部实行财
务公开，并建立民主理财小组，村级财务

管理规范化建设实现全覆盖，其中实行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的有７个镇，涉及行
政村１０８个。 （张书窻）

■农业行政执法　（１）农林执法管理。
加强农药、肥料、种子市场的监管，开展

农药、肥料市场标签检查６次，检查农药
品种４７５个，叶面肥品种３６个；开展农
用物资质量抽查，抽查农药品种２０个，
复混肥样品３个，分４次抽检３家企业
的有机肥商品，全面排查甲胺磷等五种

高毒农药和毒鼠强；开展主要农作物种

子标签检查２次，检查１６０个种子品种，
质量抽查４次，抽查６１个批次；转基因
食用油和卫生杀虫剂检查２次，检查超
市２０家，检查转基因食用油品种７５个，
卫生杀虫剂品种６９个；开展农用物资打
假专项整治，全年联合执法２次。检查
农用物资经营商店３６８家次，出动执法
人员４５０人次，责令限期改正１１家，处
罚农资商店７个，罚款额０２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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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畜牧执法管理。全年出动执法人员
２９８人次，检查养殖场、饲料生产企业、
兽药经营企业、兽药生产企业１０２家次，
查处案件３２起，罚没款６２万元；洋桥
道口全年共检查装运动物及其产品的车

辆８０９３辆，检查生猪 ５８６０６头、牛 ５７４
头、羊９３只、禽１８４６０４０羽、兔６５０只、动
物产品 ５２２９９吨、动物副产品 ２１８５吨；
查处违章和不符合入沪要求的车辆１２５
辆，禁止入沪猪１０６５头、牛４７头、羊１２０
头、禽２２２９４羽、动物产品１１０８吨；销毁
途亡猪２６头、牛１头。（３）渔政执法管
理。全年共核发捕捞许可证４４张，其中
鳗苗捕捞许可证３９张，其他临时许可证
５张，核发专项特许捕捞证１７张；查处
各类违规案件 １２６起，罚没款 ３６１万
元，准运鳗苗３３８万尾，投入内陆水域
放流资金５万元，增殖放流鱼苗４８０万
尾；对月浦、罗泾、罗店镇的１６家养殖单
位进行检查、３２件抽查样品送检，其中
一件样品孔雀石绿药残超标，对１０００公
斤鱼种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农业集体规模经营　至年末，全区共
有集体合作农场４５个，其中，粮食集体农
场１７个、林果集体农场２个、蔬菜集体农
场１３个、粮菜兼营的集体农场１３个。全
区集体农场经营面积２２９４公顷，其中，粮
田面积１１４７公顷、林果面积５２３公顷、玉
米面积６５公顷、蔬菜面积５５９公顷。吸
纳本地农民就业２１８５人，农场职工平均
年收入１６万元，效益好的集体农场职工
平均收入２万元。年内夏粮生产亩产达
３２５公斤，秋粮达亩产５１７公斤。对实行
规模经营的农场，区、镇两级财政按照种

植类别予以补贴土地流转费每亩

５００元～８００元，对农场职工每月补贴工资
５００元～８００元，全区年补贴农场土地流转
费１７９４２６万元、职工工资１５３８８万元。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全年投入４１５６
万元改造设施粮田共 ２１７公顷，投入
１２０８万元改造和建设设施菜田 １６１公
顷，提高农田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和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投入５８３万元配置各类
农机具４２３台（套），全区１１４７公顷粮食
生产从育秧、播种到收割实行全过程机

械化，机械化率保持全市第一。

■科技培训和农业信息化建设　年内做
好上海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培训，

组织全区、镇、村科技人员参加有关培训

９１人，提高基层农技人员科技业务能
力。全年培训完成区农业专业技术人员

９０人，其中专业农民培训２８０人、转移农
民蔬菜栽培培训２２０人。组织开展区水
稻关键技术、西甜瓜、农产品安全、食用

菌技术等引导性专题培训，累计举办培训

班３２期，培训２８００人次；完成“千村万
户”信息化培训１１５人，农民远程教育培
训９００人，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完成全
区村级为农综合信息服务站建设任务，开

通为农综合信息服务站５５家，农民一点
通审核信息４３０１条，信息维护１０３０条。
宝山农业网发布各类信息７９６条，其中宝
山新闻１６９条，图片新闻１２１条。组织参
加市农委“农民一点通”征文，评比结果

获一等奖１个，二等奖１个；完成行政村
“一村一网”建设，组织开展行政村信息

化带头人培训，培训人员１１０人，完成网

页信息的采集录入，全区１０９个行政村网
页建成，实现“一村一网”目标。

■科技入场入基地入农户活动　实施科
技入场、入基地、入农户工程，选派１２名
科技骨干担任农场副场长，选派１５名专
业技术下场蹲点，全年业务指导服务集

体合作农场４５个。通过技术指导员与
示范场（户）面对面、手把手、零距离接

触，构建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

接到田、技术指导直接到人的模式，促进

增产增收。以小麦种植为例，小麦播种

阶段受天气影响，全区近４０％的小麦推
迟播种，造成出苗推迟，越冬期群体小，

个体弱晚苗现象，技术人员指导各农场

加强冬季管理，开春后注重小麦返青肥

和拔节孕穗肥的施用，并增加肥料的用

量，促进小麦苗势的转化，全年小麦亩产

３２５公斤。指导水稻科技示范农场 １０
个，面积３８４公顷，园艺、经济作物示范
面积６公顷；实施水产养殖技术科技入
场活动，确定北部水产养殖场和进福水

产养殖场为科技入户对象，制定科技入

户的实施工作方案，根据养殖户的实际

情况确定了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在养

殖季节做到为技术示范户进行指导和交

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建立蔬菜科技示

范户２１户，面积５５９公顷，带动辐射１７０
户，建立蔬菜科技示范场（社）５家。

■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试点　２００９年，成
立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后续完善工作领导

小组，以“确地在组、确权确利到户”为

原则，完成罗泾、罗店、月浦、顾村４镇共
１７个村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后续完善
试点工作。区政府制定并出台《宝山区

关于做好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加

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的实

施方案》，稳定和完善现有土地承包关

系，不变承包合同２５００份，签订承包变
更合同９００份、承包合同５６３份；不变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１９７０本，换发土地承包
经营权证 ７３９本，新发 １２５４本，涉及承
包确利面积２４５９公顷。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罗泾镇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管理服务中心试点建设并投入运行，罗

店、罗泾、月浦、顾村４镇１７个试点村基
本信息录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系

统，可随时查阅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

信息，全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管

理系统工作初见成效。 （杨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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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
■概况　全年实现种植业产值２５５亿
元，与上年持平。粮食播种面积２２８４公
顷，增加９３％，其中小麦１０８２公顷，增加
１６３％，水稻１２０２公顷，增加３７％；粮食
总产 １４５８１６吨，增加 ４３％，其中夏粮
５２７２６吨，增加 ８２％，秋粮 ９３０９吨，增
加２２％。果树种植面积３００３公顷，果
品总产量５８４０吨，增加４０７５％；西甜瓜
种植面积７５９公顷，总产量３３９６吨，减
２０３２％。蔬菜种植面积７９７公顷，比上
年减２５１６％，年上市蔬菜６３万吨，减
３５０５％；蔬菜上市额 １２亿元，比上年
减３９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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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生产示范推
广宝农 ３４，面积 １３５公顷，平均亩产达
４８５公斤。在首届上海市优质稻米品鉴
活动中，有６００名专家和市民对全市水稻
３６个品种（系）进行评比，宝山区农业良
种繁育场培育选送的“宝农－３４”获唯一
金奖。小麦生产主推新品种罗麦８号、罗
麦１０号，全区推广１０００公顷，平均亩产
３２５公斤。食用菌主推草菇、袖珍菇、金
针菇等品种。鲜食玉米主推沪玉糯２号、
３号，彩糯２号，苏玉糯２号４个新品种。
西甜瓜主推早佳（８４－２４）、早春红玉、玉
菇三个优质品种。蔬菜良种覆盖率达到

９０％以上，主推华王青菜、春彩甘兰、宝杨
黄瓜、申青１号黄瓜、兴绿茼蒿等２０个优
良品种。（２）新技术示范推广。全区在
顾村羌介、月浦段泾等６个点开展小麦高
产创建活动，共计种植面积１２６７公顷，
占全区小麦面积的１１２％。全区小麦高
产创建点年平均亩产达３７８４公斤，比一
般小麦平均亩产增加５３４公斤、增幅为
１６４％。其中核心方亩产高达４８８公斤，
创全区小麦高产新记录。建立水稻高产

示范点，顾村羌介、罗泾民众等地建设１５
个百亩方和 １个千亩带，计种植面积
３３６７公顷，占全区水稻面积的２８％。全
年水稻高产示范点平均水稻亩产达

５８４１公斤，比一般水稻田平均亩产增加
１２８％。顾村羌介和罗店金星丰产方，分
获市级丰产方评比水稻高产创建二等奖、

三等奖。（３）蔬菜品种结构调查。全区
蔬菜种植面积在２００公顷以上有芥兰、
６０５青菜、矮脚菜（面积１０４５０亩次），种
植面积在１０００亩～３０００亩的有五月慢、
四季两芹、广东菜心（４１００亩次），种植面

积在５００～１０００亩的有９８－８番茄、江丰
１号茄子、申青１号黄瓜、春彩甘兰、早熟
５号杭白菜、圆叶菠菜、意大利生菜等（面
积４５１６亩次），以上品种合计播种面积
１９０６６亩次，占总播种面积３５１４４亩次的
５４２５％。按全区已种植菜田７９６７公顷
计算，全年菜田复种指数０３４（减季节性
菜田，全区实际复种指数为３左右）。蔬
菜生产主推高效茬口与配套栽培、设施蔬

菜优质高效栽培、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等

技术，入户率１００％。（４）推广使用新农
药、新肥料、新材料。全年建立水稻配方

肥示范点１５个，面积３３３公顷，推广粮食
生产商品有机肥１８００吨、ＢＢ肥７００吨；
推广蔬菜种植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２８
只，共１２３０４公斤，推广商品有机肥２８００
吨，ＢＢ肥８００吨，叶面肥１９０公斤；推广
绿色防控技术，使用防虫网１３３公顷、杀
虫灯 ７５盏、黄板 ７３３１公顷、性诱剂
１３３３公顷。

■危险性病虫草防治　开展危险性病虫
草防治工作，为粮食丰收提供技术保障。

（１）开展麦子、水稻和主要经济作物的病
虫测报工作。全区以种植面积最大的罗

泾镇为主点，以罗店镇为辅点，建立区级

病虫监测点和病虫测报网络系统，实时监

测与掌握病虫发生动态情况，及时发布病

虫紧急警报、病虫预报，预测报准确率达

到预期效果。年内全区麦子、水稻各种病

虫预报准确率达９４５％以上，送报市中
心“五天一报”４３期，发布粮油作物病虫
情报１４期，经济作物病虫情报３期，共
１１００余份。（２）病虫草危害监测调查。
麦子危害性病、虫、草害的监察调查。５

月，完成区良种繁育场和罗泾镇麦子留种

田块产地检疫，调查“罗麦８号”、“系—
１０”品种２个，面积计４３３公顷，未发现
矮腥黑穗、网腥黑穗及毒麦，准于留种。

结合麦子定案考查，完成全区４个镇种植
麦子面积１０３３公顷的调查，未发现毒麦
危害。８月，完成全区水稻留种田块的区
良种繁育场、罗泾塘湾村、海红村水稻孕

穗期调查，检疫“秀水１１４”、“宝农３４”、
“秀水１２８”共３个品种，面积２３０亩，未
发现水稻二虫一病（水稻细菌性条斑病、

白叶枯病、稻水象甲），准于留种。（３）防
治病虫草危害。全年防治各种作物病虫

草面积５２４９０４万亩次。，其中麦子病虫
草面积７３０２２万亩次，防治面积６８７６２
万亩次，挽回麦子损失６６５３０９吨；水稻
病虫面积 ３２８２５６万亩次，防治面积
４６６１４２万 亩 次，挽 回 水 稻 产 量 计
３３８３９１３８吨；麦田化学除草面积１６２２７
万亩次，稻田化学除草面积１８０３６万亩
次，有效控制杂草危害。

■有害生物疫情调查监测与防控　年内
完成葡萄根瘤蚜普查３次，调查面积４５０
亩次，未发现葡萄根瘤蚜危害。５月起定
点监测从嘉定引进种苗的葡萄园，设监测

点２个，监测面积１３７公顷，未发现葡萄
根瘤蚜危害。完成豚草调查，主要是铁

路、公路沿线，码头，堆场附近，共调查５
个镇，面积１６７公顷。在发现上钢五厂
废钢堆场豚草面积０６７公顷后，进行施
药防治，对残留部分进行拔除。８月，经
复查，未发现留存的豚草。完成黄瓜绿斑

驳病毒病调查，６月 ～７月，在４个乡镇，
调查面积３０１公顷。设黄瓜绿斑驳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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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监测点２个，监测面积１３公顷，主要
涉及作物有西瓜、甜瓜、黄瓜，未发现黄瓜

绿斑驳病毒病危害。完成梨树枯梢病监

测调查４次，调查梨园７个，面积１６４０亩
次，涉及乡镇３个，未查见梨树枯梢病危
害。设置梨树枯梢病监测点２个（即罗
店南周果园及天平果园），面积１４７公
顷，未监测到梨树枯梢病危害。完成三叶

斑潜蝇疫情监测、调查防控，在上年三叶

斑潜蝇疫情普查的基础上，年内对蔬菜种

植园区展开三叶斑潜蝇监测工作。设置

监测点２个（即罗店光明园艺场和月浦
聚源桥园艺场），监测作物涉及芹菜和米

苋，监测面积分别为１２公顷和０８公
顷。监测到芹菜存在三叶斑潜蝇危害程

度３０％，及时提醒蔬菜种植户在三叶斑
潜蝇发生期间，采用７３％潜克（灭蝇胺）
可湿性粉剂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倍进行防治。完
成红火蚁疫情监测、普查，在上年疫情普

查的基础上，年内采用监测与普查相结合

的方法，共放置红火蚁监测点８个，主要
放置在新村绿地、公园及果园内，监测面

积３４７公顷，未发现红火蚁疫情。５月
～１０月，组织开展红火蚁疫情普查，调查
红火蚁疫情６次，主要调查果园、公路绿
化、新村绿化、各镇林地等易发生红火蚁

为害的地区，调查面积２８０公顷，未发现
红火蚁疫情。完成桔小实蝇监测、调查工

作，设置实蝇监测点１４个，放置在罗店南
周果园、张士果园以及月浦丰水梨园内。

５月～１１月，每１０天观察一次，并按编号
记录在统一使用的表格中，监测记录４００
次，监测面积３２公顷，在监测的果园内诱
捕到桔小实蝇１５８０余只。４月 ～１１月，
每月对全区果园普查２次，年调查果园面
积６８５０亩次。１０月～１１月，在罗店南周
果园、张士果园柑桔中查出桔小实蝇幼

虫，并及时予以销毁处理。完成香蕉穿孔

线虫监测、调查。５月 ～１０月，在６个园
艺场、苗圃基地进行调查，涉及品种有观

叶花烛、红掌、袖珍椰子、绿萝等６个，植
株４２０棵，未查见香蕉穿孔线虫危害。在
上海振杨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及宝江园艺

场设置监测点，监测作物以红掌为主，未

监测到香蕉穿孔线虫危害。完成扶桑棉

粉蚧调查。９月～１０月，调查扶桑棉粉蚧
３次，调查作物为番茄、茄子、南瓜以及扶
桑，调查面积８１３公顷，未发现扶桑棉粉
蚧的危害。 （杨伟杰）

养殖业
■概况　全年畜牧水产食用菌总产值
２３７亿元，比上年减少 ２０７％，其中畜
牧产值１８７亿元，减少２３７％；水产品
产值０１９亿元，减少２６９％；食用菌产
值０３亿元，增长７１％。全区共有规模
畜牧场１４个，水产养殖面积１１０公顷，
渔业船舶 ３艘，市外湖泊养蟹面积 １８５
公顷。全年生猪出栏６１６万头（含异地
３６２万头），减少 １４５６％；鲜奶产量
３５０４２吨（含异地 ２１５８７吨），与上年持
平；食用菌栽培面积４６１万平方米，产
量２９６６３吨，减少２０６％；食用菌出口
２０００吨，减少２７４％，出口额１１００万美
元。水产品总量６２６吨，减少２８２１％；
水产品出口１１８３吨，减少５３１％，出口
额６６０万美元，减少６８１％。

■动物免疫　全年共免疫生猪口蹄疫
９５９８７头次，蓝耳病７４９６５头次，牛双价
９３４７头次，牛Ａ型口蹄疫６１２９头次，羊
双价 ５１头次。禽流感免疫 ２３７８５６羽
次。猪瘟免疫 １０１８４５头次，猪丹毒
２５３２８头次，猪肺疫５２０６６头次，新城疫

２６１７０羽次，牛炭疽 ３０４３头，伪狂犬病
１８７９头次，猪细小病毒７８３头次，猪乙脑
４８０头次。免疫犬１２６２８条，其中控养犬
９６３０条，农村犬２９９８条。

■动物检疫　全年产地检疫生猪１７７４４
头，禽１２１２羽，奶牛９０头，犬１１５头，猫
７只。完成７家动物产品经营单位检疫
换证，检疫猪胴体 ２７２７１９头、动物产品
２６３９吨。加强奶牛“两病”（牛结核、牛
布病）监测，共检测牛结核５５５２头次，牛
布病 ４９４２头次，检出结核病阳性牛 ５
头，全部送浦南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站

进行销毁。全年完成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病死猪２１３６０公斤，病死奶牛２头。

■违禁药物及疫情检测　全年共检测瘦
肉精３３４个批次（检测尿样１２４９份），检
测莱克多巴胺 ３３２个批次（检测尿样
９０４份），检测沙丁胺醇３３２个批次（检
测尿样９０９份），器帕特罗３１批次（检测
尿样８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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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批次，均为阴性。检测
与违禁药物有关的饲料６０批次，兽药８
批次。

■渔业水域环境水质监测　全区持有养
殖证的水面共 ９０公顷，全年共监测渔
业环境水质８次，提取监测水质样本８０
份，化验水质数据 ７２０个，常规检测指
标在《淡水养殖水质管理指标》以下的

占９５％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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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０份。组织实施淡水养殖专题
培训，共培训５轮计１０６人次。

（杨伟杰）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主要农副产品产量一览表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增长（％）

粮食 吨 １４５８２ ４．３

蔬菜 吨 ７２２８９ －２５．１

水果 吨 ５８４０ １５．３

生猪出栏 头 ２５３９１ －４９．７

牛奶 吨 ３５０４２ －０．３

年末奶牛存栏 头 ８７８９ ０．２

水产品 吨 ６２６ －２８．２

（摘自《宝山统计资料汇编》）

农业产业化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农业产业化
组织３４个，其中农业企业１５个，专业市
场３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１６个。全年
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总收入 ７２４３亿
元，其中龙头企业销售收入８１８亿元，

专业市场交易额 ６３５亿元，农民专业
合作社经营总收入 ７４７３万元；全年出
口创汇９７５万美元，带动农户５２００户，
农民从农业产业化中得到总收入５４７８
万元。

■农产品品牌建设　２００９年，全区具有

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品牌主要有“洋桥”

牌、“宝宇”牌宝农３４大米；“祥和”、“盈
灵”、“金罗店”、“瑞鲜生”牌蔬菜；“宝

杨”、“宝大”牌蔬菜种子；“好沣水”、“金

罗店”牌瓜果；“绿态”牌水产品；“宝园”

牌园林鸡；“超大”牌食用菌；“汉康”牌

豆制品。 （杨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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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
■编辑　吴思敏

土地储备与供应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土地储备中心
按照年初拟定的收储计划和出让计划，根

据土地有形市场形势的变化，加强与各

镇、街道的联系，并针对拟收储土地和出

让土地进行实地踏勘和调研，全年列入土

地收储计划共计５１幅，土地面积３６７公
顷。至年末，共计收储土地１７幅，面积
１２７公顷；正在办理土地前期征收相关手
续的土地３４幅，面积２４０公顷。全年列
入土地出让计划 １０幅，出让计划面积
７２１９公顷（含生态绿化捆绑基地），至年
末，实际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共

计２１幅，出让面积１０６９４公顷，成交金
额９３６９亿元。年内加快市、区重大项目
建设的推进力度，落实宝钢厂区滩涂围垦

项目，收储国有滩涂土地面积１１４２４公
顷；加快吴淞国际邮轮码头商业、金融、办

公综合用的项目的前期收储工作，收储土

地面积１６７９公顷。 （周君生）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国有土地出让地块一览表

编号 四至范围 街镇
出让
方式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用途 出让日期 竞得人
中标价
（万元）

２００９－０１ 罗店新镇 Ｄ２－２（东至抚远路，南至
美丰路，西至规划路，北至月罗公路）

罗店 挂牌 ９６８４２ １．２ 住宅 ２００９４３０ 上海绿洲花园置业
有限公司

４２２４０

２００９－０２
大场镇沪太路商务办公地块（东至弥
浦河，南至机耕路，西至沪太路，北至
沪太石材市场）

大场 挂牌 ７９３２１．９ １ 商务办公 ２００９４３０

中机浦发房地产公
司 上海祁连房地产
开发总公司 上海宝
山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司

２６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杨行镇月城路地块（东至置沪房产项
目（东方丽都），南至庵木港，西至月
城路，北至友谊路）

杨行 挂牌 ４８６４０ １．１ 住宅 ２００９５１３ 上海置沪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１７１８０

２００９－０４ 高境镇金家巷南侧地块（东至斜塘，
西至２１４／６丘，北至金家巷） 高境 挂牌 ４１４２３．５ １．６ 住宅 ２００９６１１ 上海象屿置业有限

公司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庙行镇纪?路加油站地块（东至共和
新路，南至段浦综合厂，西至纪?路）

庙行 挂牌 １４９４．３ ０．３ 商业
（加油站）

２００９７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石油
分公司，上海宝山庙
行资产经营公司

５８０

２００９－０６
宝山区顾村镇顾北路北侧地块（南至
顾北路，北至上海谷元房地产公司摘
牌地块用地界线）

顾村 挂牌 ５９０７．２ ２．２ 商业 ２００９８２７ 上海顾村置业有限
公司

４７６０

２００９－０７ 宝山区罗店镇东太路地块（南至东太
路，西至沪太路，北至长浜河地块）

罗店 挂牌 ３２４０．６ １．６ 商业 ２００９９１４ 上海罗南房地产有
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２００９－０８
顾村镇水产路南侧地块（东至富长
路，南至Ａ２０公路，西至天极盛宅花
园，北至水产路）

顾村 挂牌 １０２９８５．１ １．２５ 商住办 ２００９９１４ 上海绿地（集团）有
限公司

８６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杨行镇?川路地块（东至?川路，南
至天馨花园）

杨行 挂牌 ２６６０８．３ １．４ 住宅 ２００９９１４ 上海中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３８５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宝山区盘古路南侧地块（西至同济
路，北至盘古路）

友谊 挂牌 １０９９１．７ ２ 住宅 ２００９９１４ 上海中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２７６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宝山区淞南镇长江西路南侧地块（东
至长江南路、南至上海市人防地下工
程防护设备厂、西至规划路、北至长
江西路）

淞南 挂牌 ９１９２４．３ １．７

商业、
娱乐、
办公、
住宅

２００９９１７ 上海三湘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４０００９

２００９－１２ 宝山区顾村镇陈富路商办地块（东至
陆翔路，南至陈富路，北至沙浦）

顾村 挂牌 ５８６１８．２ ２．５ 商办综合
用地

２００９９１７ 上海绿地（集团）有
限公司

４３９００

７３１



（续表）

编号 四至范围 街镇
出让
方式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用途 出让日期 竞得人
中标价
（万元）

２００９－１３ 宝山区月浦镇月富路地块（东至?川
路、西至月浦镇月富路、北至月巷路）

月浦 挂牌 ７８０４０．８ １．１４ 住宅 ２００９９１７

上海新月浦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冶建设有限
公司

１７７９０

２００９－１４ 宝山区月浦镇塔源路地块（南至月浦
塘、西至塔源路、北至月富路）

月浦 挂牌 ８３９９８．９ １ 住宅 ２００９９１７ 上海中冶祥佳投资
有限公司

１６７６０

２００９－１５ 宝山区庙行镇共康商务中心地块（东
至共和新路、南至共康路）

庙行 挂牌 ２９４２４．２ ３
综合用地
（含商业、
办公）

２００９９１７ 上海绿地（集团）有
限公司

５３４００

２００９－１６
城市工业园区市台路地块（东至规划
道路、南至市台路、西至嘉定区界、北
至规划锦秋路）

城市
工业
园区

挂牌 ９１３５９．６ ２
综合
（商业、
居住）

２００９９２５ 金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１５１１３

２００９－１７ 罗店新镇Ｄ１－２地块（东至规划路、
南至美丰路、西至罗迎路）

罗店 挂牌 １０２２４６．１ １．５ 住宅 ２００９９２５ 上海顺驰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３９９９５

２００９－１８ 顾村镇刘行中心村二期 Ａ块商业用
地地块（宝安公路南侧、联杨路东侧）

顾村 挂牌 ２６００ １ 商业 ２００９９２５ 上海顾村置业有限
公司

９１０

２００９－１９

大场镇汶水路北侧地块（Ａ地块为东
至沪太路，西至大华路、北至汶水泵
站；Ｂ地块为东至沪太路，南至汶水
西路，西至大华路）

大场 挂牌 ４２５７０．１ ３ 商业 ２００９９２５ 宜家（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４５４００

２００９－２０
宝山区罗店镇月罗路北侧地块（东至
规划道路，南至月罗公路，西至欣螺
公司紧固件配送公司，北至荻泾）

罗店 挂牌 ５３２６３．３ １．３ 住宅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上海融桥置业有限
公司

５３１６６

２００９－２１
宝山区罗店新镇Ａ１－４地块（东至罗
芬路，南至美丹路，西至沪太路，北至
陶浜）

罗店 挂牌 １７９６９．２ ３．５
其他商
服用地
（交通５０年，
商业４０年）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上海金罗店开发有限
公司

５９４０

合计 １０６９４６９．３ ９３６９０３

（周君生）

住宅建设管理
■概况　年内围绕“推进住房保障工作，
打造百姓安居工程”这一实践载体，抓好

公建市政配套建设，推进节能省地型住

宅建设，全面提升住宅建设档次，促进宝

山住宅建设稳定有序发展。２００９年新
开工住宅面积１４９８８万平方米，竣工面
积１８８９６万平方米。东方帕堤欧小城、
旭辉依云湾、保利叶都等６个小区通过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创节能省地型“四高”优
秀小区创建评审；美兰湖花园住宅性能

认定预审被评为国家３Ａ等级（住宅性
能认定最高级），朗诗国际街区部分住宅

被评为３Ａ等级、部分为２Ａ等级。

■住宅小区配套建设　年内实现住宅建
设配套公建新开工面积 ３５５４万平方
米，竣工４２４８万平方米；征收住宅建设
配套费２５２亿元（不含轨道交通费），争
取住宅建设配套费投资建设市政、公用、

公建配套设施资金 １７５亿元（其中市
政、公用配套建设资金１４９６亿元，公建

配套建设资金２５４７７７万元）；完成共康
北二块居住区、顾村东片居住区、共和居

住区、经纬城市绿洲居住区等１５个住宅
建设项目中的住宅建设配套费包干审批

工作，涉及总面积２８８万平方米；完成守
仁桥路的初步设计工作，基本完成红林

路、依兰路、祁华路、依安路等４条道路
的工可编制工作。淞良路、淞塘路、界华

路、少年村路、文海路、环镇北路等６条
道路实现开工建设。

■新建住宅“无渗漏”和绿化建设工作
　全年共组织特聘专家进行新建住宅
“无渗漏”项目检查 ８９次，建筑面积约
３２０万平方米，覆盖率达 １００％；全年共
完成居住区绿化面积５１８９万平方米，
围墙透绿长度２１６万米。

■住宅全装修管理　年内为加快新建住
宅产业化进程，对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及
２００９年出让的住宅用地明确全装修比
例（中心城内４０％、中心城外１０％），并
在出让文件等资料中予以注明。２００９

年，全区全装修住宅竣工面积７６５万平
方米，在建全装修住宅８４５万平方米。

（孙妮娜）

房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房管局围绕住房保
障和百姓安居等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的工作，发挥房产市场行业管理的工

作职能，强化市场监管，规范交易行为，

促进宝山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全

年共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８２张，批准
预售面积１９２３５万平方米；核发新建住
宅交付使用证 ５５张、４７３幢，建筑面积
１８８９６万平方米。做好净归集资金的
管理工作和私房落政工作，处理私改产

还产１件，建筑面积１７８６平方米；办理
净归集资金使用审核 １３户，批准资金
２３４５３６万元。

■动拆迁管理　２００９年是宝山近几年
拆迁工作最繁重的一年，顾村市级大型

居住社区建设、大场老镇改造、吴淞旧区

改造、长江路越江隧道、外环生态绿带、

８３１

房地产业



中环线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时间要求

紧、拆迁规模大、操作难度高。区房管局

坚持依法动迁、阳光动迁，全年共核发拆

迁许可证 ８张，基地拆迁延期批复 ７３
次；拆平基地 ６个，完成居民拆迁 ２１８２
户，建筑面积约４５万平方米。受理拆迁
裁决申请１０５户，裁决前签约５７户，下
达裁决书４４户（裁决后签约１７户）；召
开裁决调解会 ２１０次，召开听证会 １３
次，强迁７户。５６个基地建立拆迁公示
制度，拆除各类房屋（包括企业用房）约

６５万平方米。

　　上图：宝林一村改造前
　　下图：宝林一村改造后 区房管局／提供

■房地产测绘　全年共完成房地产测绘
任务５７４项，其中建设用地勘丈２０２项，
土地面积６５８６公顷；单位发证测量１８８
项，修测土地面积４５９６公顷，测量房产
建筑面积１９４３万平方米；商品房预测
７９项，房屋建筑面积２７７３万平方米；商
品房实测 １０５项，建筑面积 ２９７４万平
方米。土地面积核定 １２项，土地面积
５５１公顷。

■住房改革管理（公有住房代售）　全
年代售未确权公有住房２０４套，建造面
积１１２９７６５平方米，实收房款 ３８１６３
万元，净房款２５４１２万元？办理有限产
权接轨２２６户，建筑面积１５４３９８３平方
米，金额９４４３万元？办理单位使用权
转产权房屋４５套２５２８平方米，办理外
地及军人配偶在沪房改证明２０户，换发
租赁凭证１５９６户（系统公房）。

■商品房维修基金管理　规范维修资金
的管理工作，在“三审”（审核、审价、审

计）基础上，通过网上监管和实地抽查相

结合的方式，做到每季度抽查一次，并做

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全年检查物业小

区２７个，受理和审核维修资金交缴３１２
户，金额２２３亿元（其中开发商６３户，
金额１３３亿元；个人 ２４９户，金额 ０９
亿元）。归集开发企业维修资金１２８亿
元，涉及６２个项目，建筑面积３９７８５万
平方米；归集业主个人维修资金０８９亿
元，涉及２４８个项目；清缴维修资金２个
小区 ３３０１４万 元；划 转 维 修 资 金
６４６７８９万元，共２０个小区１０９００户，建
筑面积１０３０９万平方米。

■房地产开发企业检查　上半年对全区
１７６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信用档案检
查，注销１７家没有开发项目且未建立信
用档案的企业，至８月底，宝山备案的房

地产开发企业共计１６７家。９月，在全区
进行全面梳理，重点检查有效期超过一

年的暂定资质企业的在建、在售项目情

况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劳动

合同等材料。通过对全区 １６２家（除 ５
家一级企业外）开发企业开发情况的审

核，通过９４家、注销３１家、“不予延期，
仅供销售的”３１家、降级 ６家。全年共
办理房地产经纪公司备案８３家，其中：
有限公司５家、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６７
家、分支机构１１家。至年末，在宝山备
案房地产经纪企业总公司２６８家、分支
机构 ２２４家，共计 ４９２家，经纪人 ８７３
人。 （孙妮娜）

住房保障
■概况　年内新增廉租户５８７户（签定
协议），其中４７５户已发放补贴，发放廉
租补贴租金８０５５２万元；历年累计受理
２１４２户、实有登记２０５４户，落实补贴廉
租住房租金配租１９００户（其中租金配租
１８８８户，实物配租 １２户），补贴资金
２４２８５３万元（其中租金补贴２３４９４３万
元，实物补贴７９１万元）。至年底，全区
实有 享 受 廉 租 户

１４０８户（其中租金
配租 １３９６户、实物
配租 １２户）。扩大
廉租工作受益面中

的低收入家庭，累计

受理 １３６户，公告
１２８户，实 有 登 记
１２８户，签 定 协 议
１２８户、租 金 配 租
３３户。

■经济适用房管理
　全区有庙行共康、
高境胜通、大场祁

连、大场肉联厂、淞

南云峰 ５个市属经
济适用房基地，规划

占地面积 ５２６公
顷，规划经济适用房

建筑面积 １２４２万
平方米。９月２８日，
庙行共康基地一期

开工，开工总面积约

９３万平方米；１２月
２６日，高境胜通基地
一期启动建设，开工

总面积约１３１万平
方米。总计 ２２４万

平方米。

■大型居住社区基地建设　上海市大型
居住社区共有６个基地，其中３平方公
里的宝山顾村大型居住社区面积最大。

５月，对大型居住社区建设的办理环节
进行梳理分析，绘制工作流程图。７月，
明确大基地内罗店、顾村镇域界限，完成

动迁排摸工作。大基地共涉及６个村、
３５个生产队，需动迁居民１６０９户、需动
迁企业１０７家。９月，委托编制九项专业
规划，编制范围１０平方公里。至年末，
九项专业规划全部完成评审。

■房管局“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围
绕“改善百姓居住环境，打造城市新面

貌”的工作目标，组建区房管局“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推进办公室，以“招标
入围”形式择优选择２５家施工企业，委
托宝房集团作为实施单位，对所有项目

进行全面管理，形成“区局统筹推进、街

镇协调配合、实施单位具体落实”的工作

网络。规定动作：（１）８４万平方米旧住
房“平改坡”综合改造工程，涉及宝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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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０日～１２日，宝山区第七届房展会举行 区房管局／提供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房地产市场情况表

项目名称 面积、金额 比上年增减％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１０８．８６亿元 ２２．９％

商品房新开工面积 １４９．８８万平方米 －２７．４３％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１８８．９６万平方米 －３４．０６％

商品房预售批准 １９２．３５万平方米 １０．０５％

商品房销售面积 ３２１．３６万平方米 ４４．１７％

商品房销售金额 ３２１．１亿元 ７３．４２％

商品房平均单价 ９９９２元／平方米 ２０．２９％

存量房成交面积 ２４１．３３万平方米 １０１．０４％

存量房成交金额 ２１１．６２亿元 １６３．０１％

存量房平均单价 ８７６９元／平方米 ３０．８２％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一览表
单位：套、平方米、元／平方米

楼盘名称 套数 面积 均价 所属板块

保利叶都 ２２５２ ２３４３９２．０７ １５１８４ 顾村

经纬城市绿洲 １９３４ １８９１８６．０９ １３２６７ 大场

盛高香逸湾庭院 １２２２ １２７８６０．６９ １１９４５ 杨行

滨河华城 １０５３ １２４６０２．０８ １７１８０ 大场

大华河畔华城 ６６０ １０９５４０．９６ １３０２２ 大场

盛世宝邸 １０５９ ９９０５５．３０ １４７８０ 淞南

旭辉依云湾小城 ８９７ ９７９２４．４７ １２３４７ 顾村

东方帕堤欧小城 ８８２ ９２９２７．０２ １４４１８ 顾村

福地苑 １００１ ８６０８９．７１ ８３１３ 杨行

世纪长江苑 ５６９ ７９５０３．７３ １１８５４ 顾村

　注：数据来源“网上房地产”

村、宝林一村等１１个小区，２７６幢房屋。
（２）３１万平方米高层住宅综合整治工
程，涉及１９９６年前建造的宝钢十村、宝
林九村等 １４个小区，３１幢房屋。（３）
６０３万平方米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
涉及呼玛四村、淞南二村等８３个小区，
１８９９幢房屋。（４）２００万平方米清洁建
筑立面建筑整治工程。新增计划：（１）
围绕重点，将滨江风貌带建设中的１５个
小区、１９１幢房屋、４３万平方米的区域纳
入计划外整治范围。（２）将宝杨路、双
城路沿线以及湿地公园周边的２２个小
区、１１７幢房屋、３５８万平方米的视觉首
排建筑列入建筑整治精品化工程。（３）
围绕“三纵两横”专项整治，周边涉及的

１４幢房屋、１５万平方米的高层住宅综合
整治完成率达１００％，９６幢房屋、３２８万
平方米的旧住房“平改坡”综合改造完

成率达１００％，１２０幢房屋、３９３７万平方
米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全部竣工。

（４）开展“六小”（在信报箱边设置小废
纸回收箱，避免信箱小广告乱扔现象；在

小区内设置小的休闲区域；在楼幢入口

增设小坡道，方便老人和残疾人进出；在

楼道口增设小门厅，方便居民遮风挡雨；

调整小场地，为有序规范停放自行车创

造条件；在小区的出入口设置小的温馨

指示牌）便民亮点工程，把小区综合改造

工程做成“阳光便民工程”。在湿地公

园、双城路沿线推进精品达标工程，将雨

棚、空调外罩、外墙立面进行统一改造，

改善沿线的市容市貌。

■住房综合改造　（１）成套改造。推进
海滨新村、泗塘一村、向阳新村等基地项

目，实施启动泰和路３１８弄、同济路１９１
弄、长江路８４８弄３个项目。各成套改
造基地年内共竣工１８幢，合计改造面积
２６７万平方米，惠及居民 ６９１户。（２）
旧里改造。七牧小区旧住房成套改造工

程开工，至年末完成主体结构工程；吴淞

西块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调整建设单位，

正在协调办理规划方案的调整；吴淞东

块恢复动迁工作。（３）老镇改造。大场
老镇改造完成全部配套商品房的建设任

务，老镇核心区内第一个项目“家乐福”

工程已开工建设；罗店老镇改造全面启

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动迁用房基

地，亭前街样板段改造试点区初显形象；

初步拟订杨行、顾村两镇改造实施方案。

（孙妮娜）

房产交易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房产市场呈现
“先抑后扬、价量齐升”的态势，据网上

房地产统计，全区商品房成交量一直位

于全市前四位。全年共实现各类商品房

销售 ３２１３６万 平 方 米，同 比 增 幅
４４１７％，金额 ３２１１亿元，平均单价
９９９２元／平方米（其中预售面积 １９０１２
万平方米，同比增加 ４７７１％，金额
２４２２２亿元，平均单价 １２７４０元／平方
米）；存量房成交面积２４１３３万平方米，
同比增加１０１０４％，金额２１１６２亿元，
平均单价８７６９元／平方米；配套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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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网销售面积４４万平方米。

■“网上房地产”　全年共完成交易合
同备案６０４５户，租赁合同备案 ２０７户；
完成经纪机构网上用户初次认证４２户，
受理经纪机构变更４０户；受理各类房地
产登记 １３２７５７件，颁发房地产权证
６９２８８件，完成房地产抵押登记 ５２１０８
件，完成产证加密２００３件。

■召开宝山区第七届房展会　４月 １０
日 ～１２日，“宝山区第七届房地产展示
交易会”在安信商业广场召开，主题为

“滨江宝山、美好家园”，共有２５家房产
商推出２８个优质楼盘。此次房展会首
次通过网络平台同时举办“网上房展

会”，市民可通过登录宝山区政府门户网

站、东方网、搜房网查阅相关信息。为期

三天的展会，共接待咨询１４４６５人次，发
放各种宣传资料２５８４３份；参展商自行
组织看房６８９组，付意向金２套，签订预
售合同户５套。 （孙妮娜）

物业管理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物业小区
６１０个，产业面积４１７３８７万平方米，业
主大会３８１个（含 １３个业委会）。（１）
制定《宝山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办

法》、《宝山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考

核办法》和《宝山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

贴实施细则》，共补贴物业服务企业６１
家，补贴资金１１３１６９万元，涉及售后房
面积 １００４３３万平方米，物业小区 ２８８
个。（２）加强对物业企业的资质管理和
从业人员的资格管理，全年共有８家物业
企业变更资质，１家物业企业升至２级资
质；注册在宝山区的物业企业有１０５家，
注册外区在宝山区进行物业管理的企业

有７３家。（３）以新建小区绿化为抓手，
开展小区绿化景观评审制，把好小区绿化

建设第一关。年内共组织绿化评审８家，
评审新建小区２９个，新建小区绿化４１０１
万平方米。（４）做好招投标管理和业主
共有房地产的认定证明工作，全区招投标

备案区域１１个，建筑面积１４２３１万平方
米；低于５万平方米的居住物业和非居住
物业区域协议选聘１０个，业主共有房地
产认定证明３６个项目。

■业委会组建　年内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规章办事，审查备案资料，全年共对

５６个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进行了备
案。其中，新建１６个，换届 ２７个，变更
１３个。

■房屋应急维修　在房屋应急维修平台

的基础上，增设“９６２１２１”物业呼叫服务
功能，７月 １５日，呼叫平台正式运行。
至年末，共受理案件２７５６件，其中报修
１６９９件，投诉１０５７件。

■物业快速执法　全年接到物业违法案
件投诉２１６７宗，扣除重复及非受理范围
的实际共受理案件１６２８宗，其中违法搭
建９２７宗，实施代为改正的有３１８宗，自
行改正的有 ２５１宗，拆除率为 ６１４％。
按冻结产权交易处理的３２６宗，其余７３３
宗均已立案处理，结案率为６６２％。申
请区政府强拆的 ５宗已获批复，其中 ４
宗已拆除。

■“群租”专项整治　年内以加强住宅
小区综合管理为重点，加大监管和引导

力度，要求开发商、业委会修改业主公

约，增加不得“群租”相关条款，从源头

上防止“群租”现象发生。对“群租”问

题比较严重、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居住

小区，配合街镇组织集中整治，有效遏制

“群租”现象。全年共发放《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４３９份，接到“群租”信访投诉
５８２宗，扣除不属受理范围的实际受理
案件５７２宗，其中实施代为改正的有４０２
户，自行改正的有３８户，余１３２户已立
案处理，结案率为７７３％。 （孙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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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预售许可证发放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预售证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区域 批准日期
批准面积
（平方米）

１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９３９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一期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１．０５ ７６８８．４３

２ ２００８－００００９４０ 上海绿地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丰翔新城 城市工业园区 ２００９．０１．０５ ６０３２４．６８

３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３８ 上海馨锦置业有限公司 馨良苑 淞南镇 ２００９．０２．１７ １８８５．５８

４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４４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河畔华城二－２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２．２１ ３６３４９．２２

５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５６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盛高香逸湾庭院 Ｅ－８－２地块第一
期、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２．２５ １９１０４．１８

６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６４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欣国际花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９．０３．０７ １０８５１．９８

７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７３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福地苑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３．０７ ５５４６３．２６

８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８９ 上海万科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四季花城二期四区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３．１１ １９０３８．８２

９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９０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Ａ地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３．１２ １４５１２．２０

１０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９１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公园世家Ｄ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３．１２ １１８０５．１１

１１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０９９ 上海宝邸置业有限公司 盛世宝邸 淞南镇 ２００９．０３．１６ ５２２４２．５３

１２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１０４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欣国际花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９．０３．２１ １３７５８．５４

１３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１１４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一期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３．２１ １１９６１．８６

１４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１２２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３．２５ ５２４０９．７０

１５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１３７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聚丰景都Ｅ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３．２７ ７５８６．３２

１６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１４８ 上海万科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四季花城二期四区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４．０２ ２０２０５．８８

１７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１５７ 上海申标置业有限公司 保集绿岛家园（二期）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４．０７ ２９１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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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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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２０２ 上海世纪长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世纪长江苑Ｃ块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４．２２ ４４２８１．２２

１９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２０３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欣国际花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９．０４．２５ １３６５７．５４

２０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２０４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４．２２ １１９７８．６０

２１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２３９ 上海安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美兰湖花园 罗店镇 ２００９．０５．１１ １６５８８．６４

２２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２５４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聚丰景都Ｅ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５．１７ １５０７７．１８

２３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２７６ 上海美兰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琥珀郡园 罗店镇 ２００９．０５．１９ ２１８４２．２７

２４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０５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盛高香逸湾庭院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５．２６ ２５５０８．６０

２５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０８ 上海宝宸置业有限公司 宝宸怡景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９．０５．２７ ７０３４．７６

２６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１４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５．２７ ２４２２１．４２

２７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１５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５．２７ １２８２３．１７

２８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１６ 上海好天缘置业有限公司 好天缘家苑 张庙街道 ２００９．０５．２８ ６９７２．０４

２９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２６ 上海明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帕堤欧小城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５．３１ ２９９７９．０８

３０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０２ 上海罗南房地产有限公司 富长苑 罗店镇 ２００９．０６．０１ １６４４１．５７

３１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４６ 上海绿地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绿地丰翔新城 城市工业园区 ２００９．０６．０５ １７９２．０３

３２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５４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Ａ地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６．０８ ３２７９７．１０

３３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５５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旭辉依云湾小城商品住宅二期（一）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６．０６ ２４０８３．２５

３４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５９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河畔华城二－２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６．１０ ６７５７．９８

３５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３９３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旭辉依云湾小城商品住宅二期（一）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６．１９ １５１３３．８３

３６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１８ 上海安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美兰湖花园 罗店镇 ２００９．０６．２４ ９０５０．５６

３７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１９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聚丰景都Ｅ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６．２７ １４９５１．２４

３８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２７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６．２８ ２５８２３．２８

３９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２８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６．２８ １４４０７．３７

４０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３９ 上海益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淞苑 吴淞街道 ２００９．０６．３０ ３８２７．８４

４１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５９ 上海美兰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琥珀郡园 罗店镇 ２００９．０７．０８ ４６６９３．３７

４２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６１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旭辉依云湾小城商品住宅二期（一）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７．０８ ２３９５５．０３

４３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７９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Ａ地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７．１７ １６４１４．６６

４４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４８４ 上海明馨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馨佳园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７．１７ ２７２８９．４８

４５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５３４ 上海尚景置业有限公司 景瑞欧兰高邸 罗店镇 ２００９．０８．０２ ２９７８１．１３

４６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５７３ 上海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天地荻泾花园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８．１４ ６００６９．６２

４７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５７４ 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 三花现代城 高境镇 ２００８．０８．１５ ３００７６．６９

４８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５８１ 上海飘鹰展翅置业有限公司 飘鹰锦和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８．２０ ３２６７８．７２

４９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８２０ 上海明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帕堤欧小城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８．２２ ３２２６１．１３

５０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８３５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Ｂ地块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８．２８ ３５４５７．１５

５１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８３６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８．２９ ９０１５．６９

５２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８３７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８．２９ １６７２７．３３

５３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８４０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盛高香逸湾庭院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８．３１ ３７２９１．１６

５４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８４６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配套商品房３－２地块 罗泾镇 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１７９８９．７

５５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８４７ 上海飞士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配套商品房３－２地块 罗泾镇 ２００９．０９．０２ ２４９０９．００

５６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８５１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９．０４ １７７８８．９８

５７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８８９ 上海万科宝山置业有限公司 四季花城二期四区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９．１５ １８０３．２２

５８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０６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河畔华城四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９．１９ ２９７５９．３５

５９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０７ 上海宝坤置业有限公司 自然居家园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０９．１９ ３０２４７．６４

６０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２７ 上海祁连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聚丰景都Ｅ块二期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９．２５ ８３０９．４８

２４１

房地产业



（续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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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３１ 上海宝邸置业有限公司 盛世宝邸 淞南镇 ２００９．０９．２８ ３１５１６．３２

６２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３２ 上海境逸房地产有限公司 三花现代城 高境镇 ２００９．０９．２８ １５８６３．９０

６３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３３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盛高香逸湾庭院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９．２８ ２５１４２．６２

６４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３４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盛高香逸湾庭院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０９．２８ １７７７０．４４

６５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３８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Ｂ地块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０９．２８ ３０４２０．５８

６６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６４ 上海明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帕堤欧小城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１０．０９ ３５３７５．７

６７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８１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１０．１７ ３６１２８．７

６８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８２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１０．１７ ９５９６．７９

６９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８３ 上海安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美兰湖花园 罗店镇 ２００９．１０．１７ ８３１０．５２

７０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９３ 上海飘鹰展翅置业有限公司 飘鹰锦和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 １４８９３．５４

７１ ２００９－００００９９４ 上海飘鹰展翅置业有限公司 飘鹰锦和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１０．２４ １８８３９．２１

７２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１６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欣国际花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９．１１．０１ １５１３９．７４

７３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１７ 上海和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欣国际花园 庙行镇 ２００９．１１．０１ １５１４９．３９

７４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３４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Ｂ地块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１１．０６ ３２５３６．０５

７５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３９ 上海欣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旭辉依云湾小城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１１．０６ １９１４７．２６

７６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８６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１１．２１ １９２９７．８

７７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８７ 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叶都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１１．２１ ４３８９７．４１

７８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０９７ 上海环北房地产有限公司 阳光迪金阁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２１２５７．２４

７９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１２７ 大华（集团）有限公司 滨河华城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１２．０６ ２４４６５．４８

８０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１６０ 上海宝坤置业有限公司 自然居家园 顾村镇 ２００９．１２．１６ ２７４１１．７８

８１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１７１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紫辰苑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１２．１９ ２６０７７．０６

８２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１８８ 上海飘鹰展翅置业有限公司 飘鹰锦和花园 杨行镇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４８８３４．０８

８３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１９７ 上海安东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美兰湖花园 罗店镇 ２００９．１２．２８ ２２９９６．６

８４ ２００９－０００１２０８ 经纬置地有限公司 经纬城市绿洲Ｂ地块 大场镇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４１７９６．４９

（孙妮娜）

宝房集团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房集团有下属国资
企业５家、股份制企业１家，分别是上海
宝房（集团）大楼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市宝山区房产经营公司、上海市宝山

区房屋建筑材料总公司、上海宝房拆迁

有限公司、上海宝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和上海宝房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集

团参股３０％）。至年末，集团有员工１７７
人。全年实现经营收入 ６８６２３３万元，
利润总额 ４４２２１万元，净利润 ２０５０１
万元，国有总资产 ２４５２１２３万元，净资
产１２０７２６１万元。集团直管公房、售后
房３６０万平方米，居民业主７５万户，新
村街坊小区９５个，管理范围涉及全区３
个街道、７个乡镇。年内，集团提前 ４５
天完成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书面意见

和提案 ６件，“两会”提案办结率达到
１００％。集团总经理陈钢获“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度宝山区先进工作者”称号；集团产业

租金管理部获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直管公
房租赁凭证换发先进集体；张俊获２００９
年度上海市直管公房信访工作先进个

人。集团物业部获２００９年市总工会“工
人先锋号”；孟仙元获上海职工迎世博市

容环境建设和管理立功竞赛“五色杯”

之一的卓越杯。参加市房局组织的

２００９年度房屋维修行业“世博杯”职业
技能练兵比武决赛，获２个个人比赛项
目的第３名。

■直管公房与物业管理　全年完成直管
公房租金 １１８９７７万元，比上年减少
２９％，其中居住公房租金 ５６８３万元，
回收 率 ９８５４％；非 居 住 公 房 租 金
６２１４６万元，回收率１０２０４％。历年累
计直管公房居住租金欠租７４００３万元，
同比增加 ０９１％。加强非居住用房管
理，理顺非居住用房租赁合同，核清非居

住用房基数，加强非居住用房租金减免

的审核力度，利用政策逐步减少减免租

金。建立非居住用房一户一档制，整理

非居住用房档案５６４册。年内对租金收
缴、物业管理费收缴、房屋动态变更、租

金报表等实行网上操作，并与市物业管

理事务中心联网运作。全年受理并完成

便民小修养护单４５９９２件，维修及时率
９９８％，质量合格率 ９８％，居民满意率
９７％；屋漏、山墙渗水修理回访率１００％。
节假日应急报修５９２０件，完成５９２０件，
完成率１００％。全年居民投诉率在万分
之五以下。完成计划修缮３０２５４万元，
小修１０７５４万元，绿化养护３５万元，电
梯大修１４０５万元，小区管理费１１４２５
万，设备设施养护费 １２９３７万元，全年
综合维修费 ６８８７０万元。完成旧住房
高层综合整治、多层综合整治、二次供水

改造等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共１４０个，
其中优良项目４２个，合格项目９８个，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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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率３０％。保养小区水泵和消防泵 ３２
台，对部分楼幢房屋屋顶避雷带进行测

试、保养和更新；新村小区路灯亮灯率、

大楼电梯和保养等工作，均达到规定要

求；对管辖范围内的３０４５只屋顶高水箱
和７５座蓄水池进行２次清洗，经市区有
关部门抽查检验全部合格。集团管理范

围内有危房９４万平方米，全年对吴淞
二纺、罗店、顾村等１４个相对险情较重
的小区房屋进行全面查勘，面积１１７万
平方米，费用９０８９万元，受益居民３００
户。集团直管（售后）公房小区共有绿

地７２９０万平方米，其中一级绿地２７７
万平方米，二级绿地６９６５万平方米，三
级绿地 ０４８万平方米，有小区行道树
２８４８棵，散植树１００７棵。（８）定期对物
业保安、保洁人员进行岗位职责业务培

训，做到持证上岗。集团所管辖小区保

安工作分别达到Ａ级和Ｂ级。

■开通９６２１２１物业服务呼叫平台　集
团在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网格化管理

中心的房地终端平台的基础上，承担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服务呼叫平台的服务，对应
区内３个街道、几十家物业公司，实行全
天候服务，形成应急维修服务网络与地

区服务热线联网沟通，管理区内居民的

应急报修，按规定在２小时内到达现场
解决问题。９６２１２１物业服务呼叫平台

于６月１５日开通运行，及时应对并处置
居民报修。年内，处理报修单 ２７５８件，
完成报修 ２７５８件，及时率和完成率
为１００％。

■集团迎世博６００天综合整治活动　年
内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综合整治活动，高层
立面整治开工１４个小区３１幢房屋，建筑
面积３０６７万平方米，竣工率达到９４％；
多层综合整治（包括二次供水改造）开工

１７个小区１９４幢房屋，４６９７万平方米，
竣工率达到９５％，总投资２６４６万元；新增
项目开工多层１４６幢、高层精细化项目４
幢，建筑总面积５１０６万平方米，竣工率
达到１００％，投资约１９４５万元；平改坡项
目有１４个，累计完成３９２幢，竣工建筑面
积１１４万平方米，受益户数１８万户，竣
工率达到１００％，改造资金１７亿元。二
次供水改造实际面积４６２９１万平方米，
总投资１０６３３４５万元，涉及大场、友谊、
月浦、吴淞、张庙等地区，开工共计５５个
小区１２３０幢房屋，建筑面积４０１５５万平
方米，竣工率达９５％。

■旧住房成套改造　年内，完成旧住房
成套改造项目１３个，建筑面积３２５万
平方米，居民受益６９９户，投资资金８５００
万元。竣工１８幢，其中海滨新村６幢，
建筑面积１４４万平方米，受益户数２７７

户；泗塘一村６幢，建筑面积０６０万平
方米，受益户数 １３８户；南大路 １２弄 ３
幢，建筑面积０５０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１２８户；向阳新村２幢，建筑面积０５７万
平方米，受益居民１２０户；泰和路３０９弄
１幢，建筑面积０１４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３６户。在建房屋１６幢，其中：海滨新村
５幢；泗塘一村４幢；七牧小区５幢；泰和
路３１８弄、同济路 １９１弄 ２幢。办理成
套改造项目前期设计、招标、居民签约的

有长江路 ８４８弄 ２幢、同济路 ６０弄 ５
幢、友谊路 ５３－６７，友谊支路 ２０４号 １
幢、桃园新村６幢、卜家桥３幢、陈东路１
号１幢等，总建筑面积４１５万平方米、
８４６户居民。

■房地产开发项目　长兴岛凤凰花苑合
作项目：占地面积６３６６万平方米，分住
宅区和商业区。住宅区共有２２幢房，建
筑面积５５万平方米，为多层电梯公寓
房、底层的叠加式排楼及连体别墅组成，

２００９年７月项目建设正式启动。宝山三
村商住楼项目，占地面积 ０２２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０３０万平方米，其中商业
面积０１８万平方米，住宅面积 ０１２万
平方米，１０中旬开工建设。“宝房大厦”
办公楼项目，占地面积０３６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０７２万平方米，１１月２８日奠
基建设。 （蔡燕萍）

友谊路海尚明城 摄影／顾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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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与金融
■编辑　经瑞坤

财政
■概况　区财政局主要负责全区财政预
算收支管理、财政政策的制定落实、财务

会计管理、财政监督、政府采购、政府投

资建设管理、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使用和

管理、契税征收等工作。年内按照全区

经济发展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组织收

入，严格控制支出，深化财政改革，加强

财政监管。２００９年，完成全区地方财政
收入６２６９５６万元，是预算的 １００９６％，
比上年增加 ５２１８６万元，增长 ９０８％。
市拨转移性收支净额３９７８７７万元，增长
１５９２％。调入资金１５５１万元。全区可
用总财力 １０２６３８４万元，为预算的
１０７１４％，增 加 １０８１１８万 元，增 长
１１７７％。按现行区与街镇财政体制计
算，区级财力 ５９９１００万元，街道财力
４４８１６万元，镇级财力３５４６５１万元，市专
项补助收入２７８１７万元。
　　２００９年，区地方财政支出９６４４２３万
元，比 上 年 增 加 ４６９５０万 元，增 长
５１２％，完成年度预算的 １００８３％。其
中区级支出 ５３７８２２万元，街道支出
４４５８８万元，镇级支出３５４１９６万元，市专
项补助支出２７８１７万元。安排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６００００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１９６１万元。历年滚存结余１１１８７万元，
其中区级 ５５０９万元、街道 ５７８万元、镇
级５１００万元。在区万人百企评机关活
动中，区财政局获第三名，在市政风行风

测评中获第四名；获上海市推进学习型

社会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落实城乡弱势群体生活保障　区级财
政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全年安排社

会保障经费 ４２９５４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９１４％，全部用于各类“万人千人”就业
项目补贴、各类就业援助、双困人员和零

就业家庭成员的安置就业、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支出以及民政医疗救济

等支出。

■确保实现教育经费法定增长　区本级
财政教育事业全年支出１０７１００万元，比
上年增长８１８％，按照“三个增长”即政
府教育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

的增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

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

年有所增长的法定要求，高于经常性财

政收入增长幅度。在保证正常教育经费

外，全面落实困难学生“两免一补”和义

务教育免收学杂费等惠民政策，对１６所
农民工学校转办实行补贴，全区５９万
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全部进入公

办或民办学校就读。做好义务教育学校

实施绩效工资改革，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确保义务教育阶段绩效工资改革全面平

稳实施。

■医疗卫生事业财政支出　区本级财政
卫生事业全年投入２７７５１万元，比上年
增长９３６％。完善公立医院收支平衡
管理试点、医疗资源纵向整合、农村卫生

服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扩大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基本药品“零差率”的品种和

数量，降低市民就诊费用，确保预防保健

经费年人均 ８０元。安排 Ｈ１Ｎ１流感防
控经费６００余万元。

■文化体育事业财政支出　区本级财政
全年对文化、体育事业投入１１２０６万元，
主要用于农村困难群众补贴有线电视用

电费、建设农家书屋、农村社区信息化建

设、农村有线广播试点、农村文化活动分

中心建设及举办四国男篮挑战赛、区第

二届运动会、群众健身等项目。

■调整财政扶持政策　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调整扶持政策，加强对服务业、科技、

节能、环保等政策性扶持资金的审核拨

付，集中投向政府重点规划、社会效益

好、投入产出效率高的三产项目，扶优扶

强。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安排现代服

务业引导资金５０００万元，重点用于引进
与宝山区重点发展产业相适应、具有较

大社会和行业影响力的地区总部、研发

中心等著名品牌企业的专项补贴。

■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
金　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
化的财政政策，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支

撑，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２００９年度安排科技专项资金９７１７万元，
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支持产业结构

调整，安排专项资金７６８１万元，用于扶
持非公经济发展和工业技术进步。推进

节能减排，与区经委共同制定《宝山区推

进节能减排若干政策措施办法》，对实施

“节能减排”国家战略提供资金扶持，安

排节能减排资金２２５０万元、化工整治资
金３５２４万元。

■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区级财政年内
安排新农村专项资金８８１亿元，主要用
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类农业补贴、

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市政公

路、环境整治等新农村建设项目。投资

１２４６万元，落实１６６１公顷菜田设施建
设计划；落实新建３个为农服务站和农
业综合开发贷款贴息项目４８０万元；投
入２４００万元，完成６９０９户农村生活污
水集中处置工程，改善农村水环境和农

村生活环境；投资１２００万元，启动农村
村庄改造项目，改造罗店、罗泾、月浦、顾

村镇４个镇的 １８４４户，改善农村环境
面貌。

■政府实事项目财政支出　２００９年，加
快推进滨江带开发建设，配合组建国际

邮轮港项目公司，安排吴淞炮台湾湿地

森林公园二期建设支出３５８５万元，长江
河口科技馆建设支出４０８０万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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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交通组织体系，支付道路改扩建资

金５５３６５万元，建设康宁路、富长路、罗
北路、潘泾路三期、环镇北路等工程。安

排社会事业资金３４７９７万元，用于宝山
体育中心及区图书馆改造、环境监测中

心、区法院、区检察院、吴淞口邮轮港建

设等政府实事项目建设。

■推进重点生态项目和污染治理项目实
施　落实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年污水纳管建设、点污染治理等支
出６１１８万元；拨付河道整治资金 ３１００
万元，实施练祁河、马路河、顾泾河等综

合整治工程，新建河道护岸３２１２公里，
疏浚土方 ７４９１万方，绿化 １８４５万平
方米；支出５７５００万元，完成顾村公园一
期工程，推进西城区绿龙、临江公园扩建

等一批生态绿化工程建设。

■开展“镇财区管”试点　制订并颁布
《关于推进“镇财区管”财政管理改革工

作的实施意见》及相关实施细则，以均衡

公共服务水平为目标，完善预算管理，规

范镇级财政收支行为，合理优化支出结

构，着力提高公共财政保障水平，促进区

域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在高境、淞

南两镇实施试点的基础上，清理其余 ７
个镇的银行账户、票据、财政供养人员、

债务等，做好预算单位人员工资、奖金统

发等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调整区与街镇财政分配办法　制订
《关于调整２００９年街镇财政体制的实施
意见》，调整区与街镇财政分配办法，建

立科学、合理的街镇财政体制。对各街

镇经认定的新增企业和存量企业超考核

目标完成实行区与街镇１∶９分成，对土
地增值税实行区与街镇分成，鼓励街镇、

园区引进“增量”，做大“存量”，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实施鼓励增收的积极财

政政策，促进街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完

善“建筑业税收属地化管理的实施意

见”，防止税收流失。

■完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　年内，全区
实施政府采购管理与执行分离，在机构、

人员及时到位的同时，明确政府采购管

理办公室和政府采购中心的工作职责、

内容及业务流程，理顺政府采购资金拨

付途径，加强资金审核衔接，在“采管分

离”初期确保工作不断、程序不乱，达到

逐步理顺、平稳过渡。为使政府采购达

到全覆盖，财政专项资金做到“应采尽

采”，结合镇财区管工作实际，建立街镇

政府采购制度，明确街镇推行政府采购

的内容、管理形式和相应流程，组织举办

政府采购专题培训 ５期、计 ２５０余人。
制订《宝山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供应商管理办法》和《宝山区政府

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等制度。

全年完成政府采购量８１亿元，节约资
金６７０９万元，节约率７６％。

■提高资金支付效率　扩大国库集中支
付范围，完善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提高资

金支付效率，增强国库集中收付系统查

询功能，达到管理制度规范、操作程序简

便、直接支付比例提高的目标。全年新

进单一账户系统３２户，下达授权支付用
款额度笔数 ９２２６笔，金额 ２７９５亿元。
实现支付６８７５３笔，金额２６７７亿元，直
接支付 ６７７９笔，金额 １８４１亿元，授权
支付７１９８９笔，金额３０８４亿元。

■严格预算支出管理　年内，全区开展
党政机关出国（境）费等经费压缩四项

工作，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全年压缩经费

３１１９万元；清理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和历
年财政拨款结余资金，撤销银行账户５４
个，收回结余资金１２２３万元；落实对口
支援灾后重建专项资金５７４７万元。

■搭建政府融资平台　规范全区政府债
务的管理，缓解镇级资金短缺矛盾，降低

融资成本。年初，通过区政府融资项目

政府采购招标，中标金融单位有上海银

行、农业银行等１４家。在与各银行签署
原则框架协议后，获银行授信额度８２亿
元。全年归还贷款本金５３３亿元，贷款
利息１５３亿元，合计还本付息 ６８７亿
元，政府债务贷款余额由年初２０８５亿
元下降到１７８１亿元，比上年减少３０３
亿元。

■落实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政策
　年内落实国家出台的家电、汽车、摩托
车下乡补贴惠农政策，对各街镇相关工

作人员进行具体政策和操作要求的业务

培训，制订《关于做好家电下乡补贴资金

管理实施办法》，贯彻财政部及上海市关

于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相关文件，开设

“家电下乡补贴专户”，预拨补贴资金

１１０万元至９个街镇园区。做好各类咨
询和接待，确保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

补贴工作顺利推进、惠农利民政策落到

实处。全年共拨付家电、汽车、摩托车下

乡补贴１１５万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２００９年
出让土地６８块，出让面积２７６４万平方
米。各 类 土 地 出 让 金 收 入 总 计

７２７２２９０８万元，其中土地出让总价款收
入５８４５２０８６万元，补缴土地价款收入
２０７９１２１万元，其他收入５９８６万元，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１１８３８０２４万元，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３４７６９１万元。
各类土地支出合计７３３１１３０６万元。其
中：征地与拆迁补偿支出 １８３３２８０４万
元，土地开发支出１０９７３５７３万元，城市
建设支出 ２５１０１５６３万元，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支出１５６０万元，土地出让业务
费支出２９５９８万元，其他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支出２７２７９６３万元（其中新增建设
用地有偿使用费支出为 １８１８６７５万
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２５８１０１万
元，廉租房保障资金支出 ４０４８１２０万
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 １１８３８０２４
万元。全年土地预算内基金收支动用历

年结余５８８３９８万元后，实现收支平衡，
滚存结余 ８３５９８８万元。根据区人大
《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预算纳入

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上半年会集各相

关部门完善管理办法，８月，组织区规划
土地局、土地储备中心及各街镇、园区，

布置２００９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决算及２０１０年国有土地使用权收支预
算工作，至年末完成相关预决算工作。

■加强建设项目资金财务管理　年内完
善编制原则，统一编制口径，做好政府投

资项目资金计划土地收支预算与财政收

支预算编制的对接；完善对参与政府投

资项目投资控制管理工作中投资、财务、

监理单位的管理，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

资金计划管理，做好相关项目配套资金

归集，合理安排项目建设资金，加强基建

财务制度的贯彻落实，完善基建集中支

付系统资金管理，全年收集各类建设资

金２３５１亿元。通过综合资金调度，发
挥资金集中管理的效率和效益，降低政

府债务，确保迎世博项目及保民生工程

项目资金到位。

■推进中小企业贷款担保　按照《关于
加强本区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工作的

实施意见》，梳理、修订和完善担保政策，

推进全区中投保贷款担保，增加担保资

金总量，降低街镇风险承担比例，对按期

还款企业实施担保费全额补贴。通过区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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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媒体开展政策性宣传，编印《宝山区中

小企业贷款担保实用指南》，召开专题座

谈会、发放调查问卷，推进中小企业贷款

担保工作。全年办理贷款担保企业６户
７个项目，贷款总额２３１０万元。

１１月１７日，区财政局与区总工会联合举办工会会计制度培训班 摄影／胡　军

■履行财政监督职能　按照建立公共财
政体制与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要求，根据

《在本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

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全区

开展自查自纠的党政机关有５２７家、村
委会１１２个，重点实施检查党政机关和
事业单位３４家，查出违反财务管理制度
等问题有６个方面，涉及金额９９５２５万
元。依法实施处罚单位１８个，处罚金额
６０６２５万元，其中，对４家单位处罚０８
万元；责令５家单位将应缴未缴的三产
利润５１４５３万元纳入部门预算管理，补
缴税款８９４万元，向个人收回多发款项
１５万元。根据检查发现的问题，结合
区财政财务管理工作实际情况，制订整

改措施，拟订《宝山区关于防治“小金

库”建立长效机制的意见》，提供区政府

决策。

■会计诚信体系建设　加强会计监管，
规范会计秩序，开展“村帐镇管”工作的

评审考核，推动全区农村财务管理的规

范化；组织实施财政信息质量检查，全区

参加财务会计信用等级评定单位共计

５１１户，其中 Ｂ类单位２００户、Ｃ类单位
２８４户、Ｄ类单位２７户；会计信用等级年
检单位 ３０１３户，其中 Ａ类 ４１户，Ｂ类
１４３９户，Ｃ类１４１８户，Ｄ类１１５户。

■严格会计从业资格和考试管理　严格
按照条件、程序核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全年共新办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１８２０张，
会计证变更调转补办１０７２人，查办假证
１１张，发函查证６件，约见谈话７人次。
在会计从业资格审核工作中，注重从程

序上规范，制订办证、复核的内部工作程

序，做到依法办事、程序规范。加强会计

队伍建设，把严会计从业资格入口关，通

过发证、培训、教育、年检以及政府购买

代理记账服务等工作，提升会计工作者

素质。全年受理电算化考试报名 ２９５０
人，会计从业资格考试７４７４人，专业技
术考试２７９４人，组织《新工会会计制度》
培训８００余人。 （胡　军）

税务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税务局围绕“五个

抓”（抓税收收入、抓纳税服务、抓征收

管理、抓评估和稽查、抓队伍建设）的工

作重点开展各项工作。全年完成税收总

收入１４９７０亿元，比上年增加 ５３０亿
元，增长 ３６９％，其中区级税收完成
５２１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４４０亿元，增长
９１２％。在政风行风测评中获区执法类
部门第二名，在宝山区“万人百企评机

关”活动中获执法类部门第一名。

■税源管理　年内，由于金融危机的影
响，致使区域经济下滑，企业利润下降，

特别是依托宝钢的钢铁延伸业影响更为

明显。区税务部门加强收入分析、管理

和预测，制订《２００９年税收计划综合管
理考核办法》、《重点税源管理实施意

见》，组织税收收入。实施税收收入分类

管理，确定重点税源户２３００户，占全部
户管 的 ６７０％，占 全 局 总 收 入 的
８２００％，其中总局级９０户，市局级４７０
户，区局级８９０户，税务所级８５０户。建
立局长室、业务科室和税务所三级重点

税源户联系制度，重点全面走访市局级

以上５６０户，解决涉税政策和征管方面
的问题８５条。抓好一般税源户管理，促
进堵漏增收工作，共发现疑点名单 ６４７
个，保证国家税收及时足额征收。深化

房产建筑等重点行业的税收管理，做好

部门间的信息沟通，通过区经济管理部

门月度网上房产成交和建筑项目第三方

信息，对房产建筑项目实行一体化管理，

抑制房地产企业延迟纳税和虚列成本行

为的发生。与区内１００余户房产企业签
订《房产企业涉税风险管理协议》，对

２００８年企业所得税预缴未达７０％的房

产企业，以约谈、上门辅导等方式促使企

业及时足额纳税。

■税收宣传　开展办税服务厅的标准化
建设，对常用涉税流程的受理要件、表式

下载进行梳理，并在局域网和区税务子

网站上予以公布。进行税法宣传辅导，

分别在《宝山报》刊登税收宣传专版，宝

山税务子网站开设税收宣传月专栏 ２７
期，宝山电台《百姓连线》节目在线解答

涉税问题。以小班化、财务例会、行业例

会、座谈会形式，开展３３５万户次的辅
导培训工作。进校园宣传“税收、发展、

民生”主题和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意义，运用照片、图片、动画形式，

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纳税实例，普及税收

知识。４月１７日，在区建峰学院开展咨
询活动，现场解答有关创业的政策问题。

进社区做好税收政策辅导工作，将私房

出租政策、个人所得税政策、二手房交易

政策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的知识以黑板报

形式在社区进行宣传。进街镇和园区主

动走访经济开发区、重点企业，共发出征

求意见函３５０份，征集到１１７条意见和
建议，梳理成近、中、远期３类１９条整改
措施后答复建议人，并将具有普遍性的

问题建议，在局域网上公告，督促基层税

务所及时改进。

■落实税收政策　落实市税务局有关加
快实施推进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

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全年区增值税转

型扩大抵扣３９亿元。支持企业自主创
新、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落实高新

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５６户，重点聚焦科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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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策。２００８年
对７０户企业的 ５５９个项目加计扣除
２１５亿计税收入，２００９年对辖区所属高
新技术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６２５５万元，
对享受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５４户
企业实施财政扶持，扶持资金 １４９６万
元。对下岗再就业和残疾人就业的，依

法用足用好优惠政策，年内有１３２户残
疾人集中就业企业享受增值税退库，减

免增值税２２１８万元。

■纳税服务　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工作
节奏，５月１日起，对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以上新办企业在税务登记、场地察看、一

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上，区局业务科室、基

层税务所、办税服务大厅实行三点联动、

并联审批；将新办（迁入）的涉及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货运自开票等资格认定的

企业，从开业登记受理到领购发票的办

结时间缩短到１０个工作日，其它企业缩
短到７个工作日。年内通过绿色通道办
理相关手续企业７４户，平均办理时间４
个工作日，户均注册资本２９６８万元，当
年实现税收 ２８９３万元。加强出口退税
专项审批工作，实现科所两级退税的互

补监控和联动机制，加快退税申报进度，

加速办理出口退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

推进会计电算化，降低企业财会人员的

工作强度，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纳

税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至年底，全区实

行会计电算化的企业有６９６０户。

■税收征管　按照税收管理“科学化、专
业化、精细化”的工作要求，结合区域特

点，制订《征管模式改革三年规划》，逐

步实现征管模式由内部分离为主转变为

内外分离相结合，探索按税源大小、行业

特点、纳税信誉等进行分类管理。开展

“四位一体”（税收分析、税源监控、纳税

评估、税务稽查）的集约化联动试点，作

为市税务系统的试点单位，开发“四位一

体”集约化联动信息平台，初步实现整个

流程（税收分析选户、产生确定疑点企业

名单、下达任务、任务结果反馈、结果汇

总分析）的无纸化流转，既提高工作效

率，又为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提供便利。

全年集约化联动信息平台下发名单９批
计１３１８户次，其中稽查类８４户次，评估
类３４７户次，监控类８８７户次，查出问题
１４５户次，查补税款６３２２４７万元。

■税收信息化建设　至年末，全区使用
“电子申报”系统２５９４４户，占应推广数

９５１４％；推广使用“网上认证”系统
８４３４户，占应推广数６１０９％；网上认证
发票 量 ２７４５５６份，占 认 证 总 票 量
８２４６％；远程抄报税推广户数 １２７６９
户，占应推广数９８％。加强网上电子报
税和网上认证管理，规范电子申报网站

服务公司的服务行为。自行设计开发

“增值税专用发票购票监控系统”，着重

监控购买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商贸

型企业，通过征管联动，预防骗购囤积增

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发生。据统计，从

２００８年７月的月售专用发票６７１９次降
至２００９年底的５３３１次，下降 １７７０％；
企业月均购票次数从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的
０６６次，降至 ２００９年的 ０３９次，下
降４１％。

■税务稽查　全年开展税务日常检查、
专项检查、专案检查８３２户次，自查督导
１３５０户次，合计补税加处滞纳金和罚款
３０８亿元，其中补税额在５０万元以上的
被查对象 ７７户，依法移送公安部门 １７
户。开展打击制售假发票、非法代开发

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专项行动，共

查处涉案单位及个人 ９５户（人）次，补
税、加收滞纳金及罚款１０６８２万元。查
处各类举报案件３７４件（次），补税、加收
滞纳金及罚款１０１６７８万元。

■加强税务干部队伍建设　推进分级分
层培训，全年宝山税务局对科级干部、税

务稽查、办税人员、出口退税、计会统计

人员等培训１２３人；委托市税务局干部
培训中心举办中层干部及统计人员培训

班各２期，业务骨干和稽查人员培训班
各１期，合计参加培训４２０人次；组织科
级干部培训４期、稽查人员培训６期，合
计５８０人次；组织聆听各类专题讲座８０
人次。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全局累计参加
各类国家职称考试３４８人，取得注册类
资格证书或中级职称６６人。年内，参加
注册类及中级职称考试有１２９人，取得
中级职称３１人，通过注册类考试５人。
在市税务局举行的稽查人员业务考试

中，获市税务系统团体总分第２名，个人
考试成绩有４人列市税务系统前３０名。
在市税务系统科级干部业务考试中，在

全市２５个分局中总平均成绩列第６名，
其中业务类平均成绩名列第８名、综合
类平均成绩名列第４名。建立完善企业
所得税、稽核稽查、反避税、出口退税、外

语和税收分析６个人才库，计６３人。
（陈熙明）

银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２００９年，
支行下设二级支行营业网点８个，即友
谊路支行、高境支行、通河路支行、灵石

路支行、大华支行、祁连山路支行、淞滨

路支行、杨行支行。在册职工１９５人，其
中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１６０
人，占总人数的 ８２％。至年末，人民币
储蓄存款 ３５０５３３万元，比上年增加
２６９７％；外币储蓄存款７８４５万美元，增
加１７９９％；人民币企业存款１７８１１７万
元，减少１５５１％；外币企业存款５０７９万
美元，增加 １０５３％；人民币公司贷款
２０８７４９万元，增加１７０８％；人民币消费
信贷４９９３４２万元，增加２０％，人民币消
费信贷占人民币授信业务规模的

６７９１％，成为支行业务收入的主要和稳
定来源；国际结算业务量达 ６０５亿美
元，减少２０５１％，实现利润１９１１８万元。
年内，该行重点围绕分行工作要求，扩规

模、抓机遇，推进重点业务发展，同时以

服务世博为契机，努力提升服务水准。

对照世博会对金融服务提出的“四个一

流”（即服务设施一流、服务品质一流、

服务水平一流、服务环境一流）和“四个

无障碍”（即重点窗口服务语言交流无

障碍、刷卡消费无障碍、残障设施无障

碍、便捷服务无障碍）要求，支行对营业

部、各路支行在硬件和软件方面进行积

极整改，帮助网点完善功能配置，并对灵

石路支行、通河路支行和友谊路支行进

行局部改造，使其大堂布局更加合理，业

务流程更加顺畅。加强案件排查力度，

严抓风险内控工作，全年共进行案件排

查３次，业务专项检查１９项，现金业务
检查５项；配合分行各条线，包括公司、
会计结算、电子银行、银行卡，运营、案件

排查联合检查小组、稽核以及个金代职

等组织自主现场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召开专题内控会议，明确整改要

求，整改率有较大提高。针对业务管理

薄弱环节，修订《支行常见业务反洗钱系

统手工录入操作指南》、推出《关于规范

支行新开户个人客户风险分类工作的通

知》、《ＲＴＳ码表维护操作流程》等细则，
并定期召集支行各部门、路支行的内控

联络员会，对反洗钱相关工作要求、个金

条线重要文件等组织学习，对各部门、网

点采集的内控风险点组织研讨。同时，

该行定期召开业务经理专题会议，有针

对性的进行培训、讨论、测试，提高业务

经理综合素质。１０月，根据总分行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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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开展支行所辖各网点“双十禁”行业

规范准则的专项检查。对开户、大额取

款查证等操作上存在较大风险隐患的业

务环节进行专项治理，坚决纠正违规操

作、管理松懈、监督不力、处罚不严等问

题。 （李建新）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农行宝山支行／提供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行　２００９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
２５家，其中二级支行２２家，分理处３家，
在册职工３６８人，其中具有各类技术职
称的专业人员３０２人，大专以上学历占
６７７％。至年末，各项贷款期末余额９０
亿元，较年初增长２０６２亿元。其中，贷
款期末余额４７７亿元，较年初增加９４
亿元；小企业贷款期末余额１７６亿元；
个人贷款期末余额３６７１亿元，较年初
增加８５８亿元，创历史新高。各项存款
２５１９亿元，较年初增加３６９亿元。其
中，储蓄存款期末余额１８４７亿元，增量
２５５２亿元；对公存款期末余额６６９３亿
元，增量１１３８亿元。实现中间业务收
入１６７亿元，同比增加４７２２万元，增幅
３９３７％。全年实现利润 ４１９亿元，中
间业务收入１６７亿元，利润与中间业务
收入再创新高。年内，该支行分析国内

宏观经济形势和区域特点，积极谋划发

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以稳健发展为经

营战略，确立重点版块和重点产业，优化

调整信贷结构，大力发展贸易融资、票据

业务，全面推进公司资产业务的均衡发

展；充分挖掘宝山区域批发市场资源，积

极拓展“商 ｅ通”、现金管理、企业年金、
ＰＯＳ分期付款等新兴业务，实现业务的
多元化发展。个人信贷业务方面，紧抓

房地产市场回暖、旧区改造基地的契机，

充分利用区域房地产资源发达的优势，

推进法人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的联

动拓展，加大营销力度，大力拓展市场，

实现个人贷款年末余额达３６７１亿元，
创历史新高。紧跟宝山现代服务业的总

体布局，加快对滨江发展带、中心城区、

新城区等重点区域的整体布局，重点抓

好低效网点的调整搬迁和升级改造，加

快网点综合化进程，完善区域功能的综

合化配置，实现网点业务和服务功能的

提升。 （郑　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钢
宝山支行　２００９年，该支行下设２６　个
网点型支行，在册员工人数５６０人，其中
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２５７人。
至年末，实现中间业务净收入２４４７１万

元，比上年增加３９１３万元；本外币全口
径存款余额 ４６３７９亿元，比年初增加
６４２８亿元，增幅 １６０９％；企业存款余
额 ２４２６３亿元，比年初增加 ２４８５亿
元，储蓄存款余额 ２０４０３亿元，新增
２８９４亿元；各类贷款余额２０１８亿元，
比年初增加２２１７亿元。 （吴叶锋）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０９年，支
行下设非管辖支行２３个，其中路支行１５
个，分理处５个，储蓄所３个。开设客户
部８个，个贷中心１个，支行职能管理部
门８个；在册员工５７１人，其中具有各类
专业技术职称３９８人，大专以上学历占
总人数７０％。至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
余额２９６３６亿元，比年初增长１５０２％；
本外币各项贷款１２３７８亿元，比年初增
长８５９％；国际结算７０６亿美元，比上
年下降 ７３４％；中间业务收入 １１５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８５０％；新增贷记卡发
卡１８５５４张，完成年度指标的１００２９％；
不良贷款余额 １１亿元，比年初下降
９４４个百分点，经营利润完成计划
９９９８％，全年无经济案件和重大责任性
事故发生，年度内控综合评价继续保持

一类行，综合绩效考核获系统榜首。年

内，该行狠抓客户结构优化，制订重点营

销策略，参与区内金融服务项目合作，获

区政府用信规模８亿元。扶持优质中小
企业发展，全年新增中小企业贷款客户

２９户，贷款金额达４８亿元。做好房地
产贷款与个人按揭贷款的配比，加强与

优质房产中介机构的合作，加速个贷业

务发展，全年发放个人房贷占全行贷款

增量的６８８４％。以迎世博为契机，组织
网点文明规范服务导入培训，在服务环

境、服务质量和服务要素等方面上新台

阶。开展全员专项营销竞赛活动，提高

全员创收的积极性，以公司理财和个人

理财为重点，强化对公、对私业务交叉渗

透力度，优化金融产品组合，拓宽中间业

务收入渠道，其中投行业务收入完成计

划的１６４％，公司类中间业务收入完成
指标的２３８％。以强化风险管理为重点，
提升内控管理水平。年内接受案件专项

排查、新发放贷款现场检查、票据承兑和

贴现检查、房地产贷款和金库、柜员现

金、凭证箱、自助设备钞箱、重要空白凭

证库以及安全保卫等检查。加强网点建

设，完成营业网点装修４个和离行式自
助银行建设５个，全年新增２３台自助设
备投入业务运营。为农行股改上市，完

成支行土地出让１６宗和土地划拨９宗
的房产确权和换证工作。 （高华萍）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２００９年，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１个，在册
员工２０人，其中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
业人员２０人，大专以上学历占８５％。至
年末，各项存款余额５５３２万元，比上年
１７２６５％；贷款余额 ２２４９０万元，增长
５５３％，其中地方储备粮贷款 ８３１７万
元，省级储备粮贷款４８００万元，粮食加
工企业短期贷款３００万元，产业化龙头
企业渔业短期贷款１４７３万元，产业化龙
头企业粮油短期贷款１０００万元，农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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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中长期贷款６６００万元；新增贷款
８００８万元，新增库存值１４８０万元，信贷
资金运用率达 ９９７％。全年实现利润
１６４万元，人均盈利８２万元。年内强化
信贷支农，加快业务有效发展；突出防控

风险，确保贷款安全；深化改革，创新完

善体制机制，着力打基础抓管理，增加执

行力；坚持以人为本抓好队伍建设，积极

支持新农村建设。 （张海艳）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２００９年，该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９个，分
别是宝山支行营业部、牡丹江路支行、场

中路支行、长江西路支行、共康支行、三

门路支行、真华路支行、罗店支行和海关

支行；在册员工２０６人，其中具有各类技
术职称的专业人员１５８人，大专以上学
历占 ８７％。至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
１３８７１亿元，比上年净增 ７６％；外币存
款余额５２３７万美元，比上年增１３７％；
人民币贷款余额４０８２亿元，比上年增
１４９％；外币贷款余额 ７０万美元，比上
年减少８７９％；中间业务收益累计实现
６６７８万元，比上年增加 ４０２％。年内，
该支行从业务结构、队伍建设、风险控制

三方面入手，提升整体竞争力，成功提供

全国第一笔钢铁企业并购贷款，并在个

人金融市场中准确寻找机会，大力推进

“快捷理财”、“交银理财”、“沃德财富”

等服务项目。完成支行营业部的装修，

加强功能分区，为客户提供更细致、全面

的金融服务。该行获“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
度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 （黄　?）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宝山支行　２００９
年，支行下设营业网点１家，在册人员２６
人，大专以上学历占８０％。业务包括结
算类、电子银行类、理财类、对公业务类，

拥有ＡＴＭ自助服务机１３台，主要分布
在大华、月浦、共康、吴淞、泗塘等区域。

至年末，完成各项存款余额２７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１０１％；各项贷款余额 １８亿
元，增长２６０％。为提升网点的服务、营
销和客户关系维护能力，根据总行关于

建设零售银行 ＳＯＰ流程体系的工作要
求，支行成立 ＳＯＰ流程体系建设小组，
建立ＳＯＰ流程体系，并不断完善各服务
环节，提升服务质量。在分行举办的“迎

世博开心家园”活动中，该支行获“开心

家园”称号。１１月，在友谊路街道开展
的“迎世博文明服务窗口”评选中，该支

行成为金融业内参加的唯一获“百日竞

赛”流动红旗的银行。 （郭　瞡）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成立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８日，位于牡丹江
路１３３８号。２００９年拥有员工近２０人，
其中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６
人。宝山支行业务有各类存贷款业务以

及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并由

总分行授权的各项业务。在做好居民储

蓄、公司信贷等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结合

宝山地区的区域优势和港口、钢铁等产

业布局的实际情况，支行年内充分发挥

自身的产品优势，大力推广“华夏互联

通”、“华夏丽人卡”、“稳盈七天利”、“现

金新干线”、“融资共赢链”等为代表的

一批品牌产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市

场为导向，实现专业化服务与个性化服

务的有机统一，更好地服务宝山、服务宝

钢、服务港口物流，立志为宝山地区的经

济建设和广大市民生活提供全方位的金

融服务支持。 （洪宇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０９
年，支行有营业网点６个，在册员工１０４
人，其中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

３５人，大专以上学历占 ９８％。至年末，
实现本外币存款５８１３亿元，比上年增
长 １０５８％。其中个人储蓄存款余额
２５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０３５％；外币
存款６６３万美元；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
３９２３亿元，增长 ８５１％。支行在经营
管理上围绕“提升管理能力，推动支行业

务持续、稳健科学发展”目标，以服务区

域经济发展为导向，整体业务呈现稳定、

健康的发展态势，主要经营指标保持较

好的增速。在业务转型和服务性指标业

务方面，全年完成１０３５万元中间业务收
入，比上年增长 ３８％；新增个人住房贷
款发放量 ７４８９９万元；比上年减少
３６％；完成中小企业授信７４３４万元，比
上年增长 ６０％；销售各类金融资产
２７４１５５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３％；个人 ５０
万元以上贵宾客户新增６１０户，其中个贷
业务发展继续保持分行前列。支行年内

重点开展业务：（１）加快负债和资产业务
的营销拓展。在负债业务上，抓住国家积

极宽松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区域集团帐户

优势，扩大与宝钢、冶建、政府部门等单位

合作，深挖潜力，促进负债业务发展；在资

产业务上，根据２００９年国家宏观政策和
经济刺激计划，支行采取“及时跟进、重

点选择”的原则，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重

点做大冶金建设单位的授信额度，拓展做

好区域优质房地产行业授信工作，积极

调整经营策略，加大对中小企业实体客

户的贷款工作力度。（２）加大个金业务
推进。支行及时制订各项促发展方案，

通过资源倾斜和人力投入，全年储蓄存

款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新增储蓄存款

５７４３２万元，列分行排名前茅；同时稳定
和壮大ＶＩＰ客户，做好理财、基金、保险
等产品的销售，加大代发业务营销和个

贷资产发放。 （阚家文）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０９年，该支行
下辖营业网点９个，在职员工１２３人，其
中大专以上学历占７０％。至年末，各项
人民币存款余额４９４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２亿元，增长３２％，其中储蓄存款余额为
２４１亿元，增加３８亿元，增长１８６％；
人民币贷款余额１７３亿元，增加６８亿
元，增长６４８％。年内，该支行积极推进
资产业务，在对公贷款方面，紧贴地方经

济建设，大力拓展政府类业务，紧盯优质

贷款项目，与宝山区政府签订总额８亿元
的授信框架协议；在个人消费贷款方面，

抓住房地产市场回暖契机，坚持一、二手

房贷款业务的协调发展。大力拓展负债

业务，在对公存款方面，稳定存量、拓展增

量，明确重点目标市场，做好优质大客户

的维稳工作；在个人存款方面，以路支行

转型为契机，以网点功能完善、服务提升

为抓手，有效推动储蓄业务的稳步发展。

坚持合规，强化内部管理，组织学习《上

海银行员工行为准则》及《银行业金融机

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定期开展廉

政警示教育，观看警示教育宣传片，参观

“反腐倡廉图片展”，进一步增强全体员

工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开展

案件防控工作，成立支行案件防控领导小

组，组织开展案件风险排查，重点加强对

要害部位、关键岗位、重点业务、薄弱环节

的控制，逐步形成自上而下的案件防控网

络。加快网点渠道建设，完成辖属共康支

行及张庙支行的整体改造，美化营业环

境。年内，该支行营业部被评为上海金融

系统四星级优质服务网点，张庙支行和共

康支行被评为三星级优质服务网点。

（王彦超）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００９
年，支行下辖２３个营业网点，在岗员工
３９１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２４５人，具有
各类专业技术职称２２１人。至年末，人
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１３５４９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７０２％，其中储蓄存款余额 ６５５
亿元，增长２３６８％。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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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５７０４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６２５
亿元，累计实现账面利润２１４亿元。该
支行致力于服务“三农”，信贷支持农村

经济建设，协助区村队农副业开展旺季

分配工作，为城乡居民提供便捷周到的

金融服务；拓展中间业务，全年新增如意

卡９４７０张，信用卡３２１５张，新增ＰＯＳ机
９７台，代理保险销售４３７８万元，理财产
品销售１７２亿元，外汇结算量 ３０００多
万美元，企业网银业务安装到位２７５户；
在充分调研，严控风险的前提下，大力支

持中小企业融资，支行的小企业小额融

资贷款年末余额达到１３７４亿元；紧抓
大额优质贷款项目，加大营销力度，对宇

华置业、真大集团、泓鑫置业、申新集团

等多家区域内中大型企业新增授信金额

达１４６５亿元。 （赵智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２００９年，该支行下设二级支行一类网
点８个和营业部１个，以及二级支行二
类网点１９个、代理网点２８个，服务范围
覆盖宝山、虹口、闸北、崇明、杨浦５个区
县；在册员工２２９人，其中具有各类技术
职称的专业人员１２人。至年末，自营网
点储蓄余额２９９１亿元，占宝山邮政储
蓄总余额９１３５亿元的３２７４％，比上年

增长１７２％；公司业务余额６２４亿元，
比上年净增４５１亿元；信贷业务累计放
贷５２４亿元，比上年净增５１２亿元；代
收保费１３９亿元，比上年减少 ３６２亿
元；发卡６３３万张，比上年增加１０１万
张；实现业务收入７４１０９５万元，比上年
增长６１１１％，列分行首位，且公司业务
与信贷业务两项新业务的收入占到了总

收入的 ３０８１％，实现新突破。２００９年
是该行完成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年，支行

始终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以扶持“三农”与中小型企业发展为重

点，逐步完善自身业务功能，加大市场推

广力度，着重推出财税库银、本票结算、

网上银行等业务；对有特殊需求的优质

客户，签订上门服务协议，为客户提供多

渠道、方便快捷的资金结算方式。在信

贷业务方面，在小额贷款与商务贷款的

基础上，新推出二手房贷款业务与小企

业贷款，满足广大购房客户与中小企业

的融资需求；在个人业务方面，重点推出

可办理转账、各类缴费业务，支持 ＰＯＳ
消费，可购买国债、基金、保险、理财产

品，能实现活期主账户与整整、通知、定

活之间互转的多功能“绿卡通”借记卡，

以及“鼎”字图案信用卡，满足个人客户

的理财需求。组建一支５０人的优秀营

销团队，共放贷５１２亿元，其中小额贷
款６８８笔，金额６６８４万元；商务贷款８６
笔，金额６７７７９万元；二手房贷款审批
通过 １１２５笔，金额 ３７７亿元；已放贷
９９４笔，金额３２７亿元。商务贷款与二
手房贷款，分别占分行总业务量的

２２９％和 ２７７％。开展“邮储银行、福
满中国”新春营销活动、“‘刷’邮政绿

卡、‘积’精美大奖”绿卡专项营销活动、

“情系社区、服务民生”缤纷夏日营销活

动等市场营销活动，逐步提高客户对邮

储银行的知晓度。 （曹燕婷）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
山支行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支行是上海分行的第１８家营
业网点，经营范围以本外币结算、存贷

和储蓄业务为主，兼顾其他各项人民银

行和外管局批准的业务；主要业务有公

司银行服务、私人业务服务和国际业

务。至年末，该支行有员工３０人，本外
币各项存款余额达 １２４亿元；各项贷
款余额１１７亿元。年内在完善及推广
原有业务品种的基础上，致力于业务创

新，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黄婉妮）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部分银行年末存、贷款余额表 单位：万元（外汇：万美元）

单　　位 人民币存款 其中储蓄存款 人民币贷款 外汇存款 外汇贷款

中国银行宝山支行 ５２８６５０ ３５０５３３ ７０８０９１ １２９２４ ３４１０

工商银行宝山支行 ２５１９００１ １８４７２９８ ９００４０４ ４８４５ ９

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２９２３０７０ １５６５２０８ １２１７７６８ ５９４０ １８２２

农业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５５３２ — ２２４９０ — —

交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３８７１００ ４８５１００ ４０８２００ ５２３７ ７０

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２７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１２ —

华夏银行宝山支行 ８３７１２ ４７６４ ２８６２５ ２３ —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５８１２５２ ２５７６７４ ３９２３１８ ６６３ —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支行 ９７５９００ ９１３５００ ４０７５４．４２ ５．９２ —

保险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
山支公司　２００９年，宝山支公司区域发
展部与个险销售部合并，设五部一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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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辖营业网点６个，即罗店营业部、阳曲路
营业部、长兴营业部、水产路营销服务

部、宝泉路营销服务部、横沙新民镇营销

服务部等。公司有员工２５人，劳务派遣

制员工１６人，销售人员２４０人；全年长
期险首年保费收入２０５１０万元，短期险
保费收入５９２０万元，短期险保费同比增
长１８７％。支公司把业务转型和结构调
整作为发展重点，全力拓展法人短期险

业务和有效益业务，年内新增短期险业

务３２１３万元。组建一支由９人服务代
表为主的专业化服务团队，专职从事大

客户理赔资料的收集、整理，即时完成单

证初审等一系列售后服务工作。坚持文

明单位创建工作，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

公司建设发展的中心工作之一，做到思

想重视，组织有力，制度保证，全员参与，

创新实践。１月，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评为“第二届全国文明单

位”；６月，被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评为“２００８年度
保监会系统文明单位”。 （张妙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宝山支公司　２００９年，支公司有员工
５１人，其中具有各类技术职称的专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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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３８人，大专以上学历占８４％；下设服
务部３个。至年末，完成签单保费收入
２４７５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９５％；实收
保费２５２４５万元，增长１０９２％，实收率
１０２％；支付各类赔款 １４１７７万元，简单
赔付率 ５７５６％；支付各类手续费 ２８９３
万元，手续费率１１７４％；账面利润１１４０
万元，比上年增加２８１８３８万元；已赚净
保费２００５５万元，增长８９６％。年内，公
司陆续出台多个业务质量管控措施，加

大管控措施实施力度，风险防范意识进

一步树立；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以举办文

化节的形式烘托文化建设氛围，开展各

类培训活动，加强理赔服务建设，树立人

保金牌服务品牌。 （胡元洁）

小额贷款公司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至
年末，公司在册员工４人，其中本科、大
专学历占员工比例 ５０％。全年完成营
业收人４１１６万元，利润总额 ２１７３万
元，纳税７０余万元，所支持的企业新增
就业人员 ２４２人。全年公司贷款户 ３１
户，贷款余额５１２０万元。累计贷款户３７
户，累计发放贷款１１０３５万元。其中，工
商企业累计贷款户２８户，累计发放贷款
８８７０万元，年底贷款户３１户，贷款余额
３７００万元，占７２３％；农业累计贷款户１
户，累计发放贷款２５０万元，年底贷款户
１户，贷款余额２５０万元，占４８％；农民
累计贷款户３户，累计发放贷款３４０万
元，年底贷款户 ３户，贷款余额 ２７０万
元，占５２％；其他个人累计贷款户５户，
累计发放贷款１７５０万元，年底贷款户４

户，贷款余额９００万元，占１７７％。
（王祖磊）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公司注册资本６０００万元，在
册员工６人，其中本科、大专学历占员工
比例８４％。全年累计完成发放贷款１００
余笔，金额１３亿余元，累计收回５０余
笔，尚未发生坏帐或是逾期。公司结合

地区内钢贸企业多的特点，实施钢贸类

企业互保贷款业务试点，即每２家企业
签订一份最高额互保合同，在一年期限

内每家企业从小额贷款公司获取最高不

超过１００万元、月息１３％的贷款，从而
缓解部分“三农”和小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该公司在自身发展定位上，坚持“小

额、分散”原则，以“三农”和小企业为

主，以建立金融服务与农业生产、技术升

级、产品销售相结合的新型农业发展模

式为创新，以规范运作、诚信经营、健康

发展为目标，积极探索小额贷款公司这

一“草根金融”产品成功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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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下尽可能简化手续，一般在一周以

内办理完毕，客户群已遍及运输业、钢材

业、建材业、石油化工业、印刷业、食品

业、保险业、个体经营户等各行各业。

（蒋寅卿）

■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由上海东圣建筑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泰钢管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江杰荣泰置业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月月潮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永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多

家企业共同组建而成的上海宝山东圣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正式营运。公司注

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主要业务为从事贷
款的发放及相关咨询活动。至年末，公

司有员工 ７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８６％。公司坚持以服务区内“三农”和
中小企业发展为宗旨，以规范操作、诚

信经营、健康发展为目标，探索小额贷

款公司这一崭新的金融模式的发展之

路。 （澳莉梅）

■上海宝山富邦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年８月６日，上海宝山富邦源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该公

司由上海佳源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源昌工贸有限公司等９家企业股东共同
出资组建，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万元。至年
末，在职员工有６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占５０％。主要业务为从事小额贷款的
发放及相关的咨询业务，为宝山区内的

“三农”、各类中小企业、包括大学生在

内的创业者提供信贷支持和咨询服务。

（顾轶彬）

■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０日，由上海兴成投资
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由

９家股东共同出资组建的宝山银合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对外营业，注册资金１亿
元。至年末，有员工６人，其中大专以上
学历占８３％，主要业务为发放贷款和相
关的咨询活动。 （石　萍）

证券

!""#

年区域内部分证券经营机构及营业网点表

网点名称 地　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泰路证券营业部 同泰路８８号 ５６６７８２８８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龙镇路证券营业部 龙镇路９８号 ５６９３２７９９ ２００９４１

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长江西路１７８８号 ５６７５６３７１ ２００４３１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１２号 ３６０１０２７６ ２００９４０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长江西路１５０７号 ５６７６１２２８ ２００４３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１８８号 ５６６７３７３０ ２００９４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路第二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１５２８号 ５６１２７１６０ ２０１９００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济路证券营业部 同济路１３１号 ５６６７８４３２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牡丹江路证券营业部 牡丹江路２６５号 ５６５６６４８０ ２００９４０

上海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真华路证券营业部 真华路９５０号 ６６３５０２３４ ２００４４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康路证券营业部 共康路３２８号 ５６４３３８００ ２００４４３

（经瑞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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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行政管理
■编辑　覃　哲

３月１５日，宝山举行消费与发展“３·１５”宣传咨询活动 摄影／蔡　康

综合经济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安排政府投资项
目资金总额 ５５０３８９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４５％。主要构成是当年建设投资
４２１５６８万元，历年投资结算５９８８０万元，
到期还本付息６８９４１万元。资金来源为
预算内１０９９７４万元；政府收益及融资安
排３８３１７万元，教育附加 ９７８５万元，教
育经费７００万元，专项及其他 ４１８１６万
元。政府投资项目总数为１６６个，主要
安排宝山中心医院总体改造、小区综合

整治、潘泾路三期等项目。完成固定资

产项目投资 ２１７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２３％，超过年度计划 １５％。其中，服
务业（物流、商办）完成投资 １６９９８亿
元，增 长 ３７２％；住 宅 类 完 成 投 资
９３５３亿元，增长 ３３８％；工业项目完
成投资４６９６亿元，减少１７４％。编制
《２００８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报告及２００９年度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采取月度经济形

势分析会、重大项目协调推进会等形

式，开展经济运行的跟踪分析。完善联

系制度，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

监测，定期走访及时了解掌握重点企业

运行情况。全年形成各类分析材料３５
篇，提出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对策建

议。重大政府投资项目进展情况：１１月
２日，长江河口科技馆新建工程开工建
设；１１月 １８日，华山医院北院开工建
设；年内，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改扩

建，门急诊楼竣工，基础工程、地下工程

基本完工；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工

程，二期吴淞文化项目，军事广场基本

竣工，世纪教育殿堂完成扩充初步设

计，推进吴淞零点方案设计；富长路—

康宁路拓宽改建工程，富长路初步设计

编制完成，推进康宁路动迁工程；吴淞

口国际邮轮码头水工陆域部分工程进

入全面建设。

■完成固定资产审批登记 ３７７项　全年
项目储备大幅增加，全区共审批和登记

备案项目３７７个，比上年增长７１％；金
额４０８６４亿元，增长１１１５％。其中，生
产经营性项目１９１个，增长０５％；金额
３２４９４亿元，增长９６５％。

■启动区“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　年
内开展宝山区“十二五”前期思路研究，

起草“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确立

７个专题、４１个分项的基本思路研究，涉
及宝山区“十二五”期间总体发展环境、

思路和目标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

化空间布局和加强城市建设与管理、社

会事业发展、重点区域规划、建设和发展

以及深化改革开放等重点领域。

（苏春洲）

价格管理
■概况　全年开展价格监督检查，加强
市场价格监管，重点围绕“迎世博 ６００
天”行动计划，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牵头

组织区商务委、区餐饮协会、区消保委开

展“双城路餐饮一条街”的整治，对经营

单位明码标价和价格行为进行检查，召

开政策提醒会，发放价格诚信承诺书，提

高经营者依法经营意识，规范经营行为。

开展“宝山区迎世博文明窗口百街

（路）”排行活动。加强“价格服务志愿

者”队伍建设，举办价格法律法规暨价格

诚信知识竞赛。全年共出动价检人员

１５１０人次，检查超市大卖场、集贸市场、
菜市场等１９８０余户次；查处价格违法案
件２０件，查处违法金额１３６４６万元；受
理各类举报 ７８件，办结 ７１件，办结率
９１％，退还消费者２６８０３９４元。开展对
化肥和涉农收费、百货行业及各类专卖

店、“家电送下乡”销售网点、涉企收费、

药品和医疗服务等的价格专项检查，规

范被检查单位的价格行为以及相关单位

执行各项优惠政策和落实市政府取消项

目行为，规范教育、卫生等与民生相关的

收费行为，维护广大消费者及经营者的

合法权益。

■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　年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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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１２日，宝山区开展关爱残疾人维权在身边宣传活动 摄影／蔡　康

区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 ５１９４６４万元，
其中，行政性收费 ２５０７７６７万元，比上
年增长 １８３７％；事业性收费 １３１７７２６
万 元，减 少 ９６５％；经 营 性 收 费
１３６９１４７万元，增长１４９９２％。

（苏春洲）

工商行政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共有各类市场主
体５４８２５户，比上年增加 ５５７２户；注册
资本 １２２６１亿元，增加 １２７９４亿元。
其中，内资企业３５４２户，注册资本４７４４
亿元；私营企业 ２８２２５户，注册资本
６５５５２亿元；外资企业５３３户，注册资本
１３２２亿美元；个体工商户２２５０４户。年
内，工商宝山分局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启

动“企业迁移跟踪服务机制”，为大型企

业办理迁移手续提供全程指导和跟踪服

务，先后帮助宝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中

冶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幸

福摩托车有限公司等企业顺利落户宝

山。开辟“增资直通车”，做到“当天增

资，当天审核，当天发照”，帮助企业快速

盘活资金，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扩大生产

经营规模。大力开展“走千家企业，送一

片温暖”主题活动，积极为企业解决登记

注册、商标培育、合同信用等方面的实际

困难，提高企业走访活动的含金量。牵

头组织开展无照餐饮专项整治和娱乐场

所专项整治２项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共
排摸发现无证无照娱乐场所经营户２９６
家，其中无证照游戏机房全部取缔，整治

率１００％；取缔无证照 ＫＴＶ、酒吧２４家，
疏导办理证照 １１家，整治率 ９７２２％。
在无照餐饮专项整治中，共减少无照餐

饮６３１户，其中取缔 １０４户，疏导办照
１５３户，停业３６２户，改变业态１０户，迁
址２户。加强无照经营日常监管，制订
《高危重热点行业无照监管考核办法》，

推行无照监管责任制，成立督查队伍对

重点整治成果进行日常督察。起草《上

海世博会宝山区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安全

保卫群防群治工作方案》，召开由区综治

办、公安分局、商务委等１１个部门参加
的群防群治工作会议，围绕六个重点行

业，开展排摸调查，构建群防群治长效工

作机制。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共

同受理消费者申（投）诉、举报４５９７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２２４万元。罗店
工商所、吴淞（海滨）工商所被评为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年度市文明单位，工商宝山分
局、检查支队等１５个单位（窗口）被评为
全市工商系统文明单位（窗口）。

■开展迎世博服务活动　年内以“追求
卓越，争创一流”为目标，紧紧围绕“服

务”主题，通过突出窗口服务、消费维权、

市场监管三个环节，开展迎世博各项服

务活动。加强窗口建设，开展各类世博

知识宣传与服务技能培训，推行“责任

心、诚心、耐心、爱心、细心”的“五心”服

务理念，优化服务质量，打造服务品牌。

制定《窗口接待受理规范办法》、《规范

化工商所注册窗口创建标准》等一系列

规章制度，推进窗口规范化建设。将每

月５日定为“迎世博行动日”，积极开展
各类志愿者活动：７月 ５日对全体干部
进行文明服务礼仪的培训；８月５日，走
进消保维权联络点，开展“迎世博，营造

和谐消费环境”主题活动；９月５日，在

１７家农贸市场开展“迎世博，倡导环保
绿色消费”主题行动；１０月 １３日，在全
区主要商业街推进“迎世博，创建和谐消

费示范商业街”活动；１１月 ５日，开展
“擦亮窗口见行动，微笑服务迎世博”主

题活动；１２月 ５日，开展“服务世博，你
我共同的责任”主题活动。开展“４·
２６”保护知识产权专项活动等３项知识
产权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侵犯世博

会知识产权的行为，共检查各类市场、商

场８２个，检查经营户１０８１户，整治重点
区域５２处，没收销毁侵权物品５７３件。
年内，工商宝山分局获上海市“迎世博优

质服务贡献奖”。

■启用食品流通许可窗口　８月１７日，
食品流通许可窗口正式启用，负责全区

流通关节食品许可申请受理工作。至年

末，共接受咨询３８４５人次，受理新证申
请４９８户，变更３９５户，注销５０户，场地
核查 １６２户次，发放准予许可决定书
４１１份。

■落实促进大学生创业政策　年内，全
面推广市工商局《关于鼓励创业促进就

业的若干意见》，建立“大学生创业跟踪

服务机制”，设立大学生创业窗口，启动

“三级审批模式”、设立集中登记点。全

区共新增大学生创办企业５７户，注册资
本共１３４４万元，大学生创业呈现“涉及
地域广、科技含量高、行业覆盖大”的发

展格局。 （刘　佳）

国有
$

集体
%

资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出台《关于进
一步推进区国有、集体资产和国有、集体

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３个文件，
明确今后３～５年资产结构调整、企业战
略重组、国（集）资监督管理方向、目标

任务和工作措施。按照“统一授权、统一

规则、分类监管”和“责任有主体、行为

有规范、问责有对象”的原则和要求，以

优化结构布局和战略重组、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为重点，健全政府投资类企业、

产业类企业的监管体系；以宝山体育中

心、宝山生态绿地工程顾村公园为重点，

深化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政府资金投入

公益性项目的市场化运作管理模式。开

展年度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完成

２００８年度区国有资产经营预决算和
２００９年预算编制工作。至年末，全区有
国有企业１５２户，比上年减少１９户；国
有资产总额 ５６４８亿元，比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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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亿元；负债总额２９５７亿元，比上年
减少 １８７亿元；所有者权益 ２６９１亿
元，保值增值率达到１０１３５％。有城镇
集体企业 ７３户，城镇集体资产总额为
２２３２亿元，负债１１９１亿元，所有者权
益１０４１亿元。成立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发展有限公司，开展区属企业与央

企合作。完成宝建集团与宝绿公司、宝

轻公司与宝联公司的资产重组，开展宝

宸集团与宝远房产公司业务合作。梳理

调整宝交集团、宝建集团等企业的资本

金或股权。市司法行政系统企业上海久

安实业开发总公司属地化移交至宝山

区。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委托监

管方式，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

置。至年末，宝山区行政事业单位共

４０４户，比上年增加１２户；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总量７７１９亿元，比上年增加
６３９亿元。区教育局、区卫生局、区公
安分局、区体育局４家委托监管单位国
有资产总量 ３３９１亿元，比上年减少
０３３亿元，占全区行政事业国有资产总
量４３９３％。全年行政事业单位总收入
７１１２亿元。协调办理行政事业单位所
属各类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房地产权证。

会同区民政局、慈善基金会，从国（集）

企募集帮扶基金３９１万元，成立宝山爱
心慈善服务社区属企业职工帮扶站。全

年共综合帮扶 ７０４人次、发放帮扶金
７９１４万元。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１００％，集体合同签订率近８０％，工资集
体协商率近７０％。

■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领导人员管
理　年内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宝山区区级国有、集体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的意见（试行）》、修订《宝山区区属国

有（集体）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分

类明确国有、集体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及

领导人员配备方式，规范董事会、监事会

组成结构，落实和保障《公司法》赋予董

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各项职权。启动

区级国有、集体企业３年一轮的企业董、
监事会换届工作。在吴淞邮轮港发展有

限公司中试行外部董事制度。推行监事

会主席工作例会制度，开展对董事、监

事、经营者法律知识培训，推进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建设。协助区委巡察组对宝房

集团、粮油购销公司进行巡察。

■开展镇村集体资产指导和监督　按照
“一年建框架、三年成体系”总体要求，

在上年北部５镇先行试点的基础上，推

进南部大场、庙行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

工作，做到村级会计委托代理的全覆盖、

电算化、网络化、信息化。开展村级组织

收入清理，共清理北部５镇村级各类合
同１４７８份，全部纳入区经营管理网络监
管系统。启动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将已批准撤销村建

制的淞南镇张行村、庙行镇周巷村、高境

镇江杨村作为改革的试点单位。推进村

级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工作，８个市级
财务规范化建设试点村通过市经管站检

查验收。完成农村收益分配、村级可支

配收入、农村住户收支调查等专题调查

和分析。开展稳定和完善第二轮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市场的前期准备。至年末，全区农

村集体经济（包含组织类及全部企业

类）总资产４３９６６亿元（剔除投资重复
部分），比上年增加 １０１３％。其中，乡
镇一 级 总 资 产 ３２４１８亿 元，增 加
１００２％，占资产总额７３７％；村一级总
资产１１５４８亿元，比上年增加６９％，占
资产总额２６３％。总负债（包含组织类
及全部企业类）２８４０８亿元，增加
１９７％，资产负债率为６４６％，增加５１
个百 分 点。其 中 组 织 类 资 产 负 债

５７７％，增加 ０６％；镇级组织 ５９３％，
减少 ０４６％；村级组织 ５５２％，增加
２４２％；企业类资产负债率６１８％，增加
６４％；镇级企业 ６３４％，增加 ６９１％；
村级企业５６４％，增加４７７％。所有者
权益（包含组织类及全部企业类）１６０５８
亿元（剔除投资重复部分），减少０８％。
其中，镇级１１７６２亿元，减少００６％；村
级４２９７亿元，减少２８％。

■完成产权交易鉴证项目１５宗　通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产权交易鉴证

项目１５宗，成交总资产３４３６０万元，净
资产２３０６４万元。其中，通过上市挂牌
方式，完成转让项目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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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宗；接受受让方委托，完成交易
项目２宗。开展产权交易延伸配套服务
项目３宗。 （刘小马）

审计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审计局完成审计项
目４１项，其中５项政府投资全过程跟踪
审计项目实施跨年度审计。通过审计，

收缴财政资金８３３０万元，归还原渠道资
金５０３６万元，纠正帐务处理 １２３３４万
元，发现帐外资产 １７６５３万元。推进政

府投资项目审计，组织开展宝山医院总

体改造项目、顾村生态项目、区级财政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度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执行与管理情况、扩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新增投资项目、迎世博加强市容环境建

设和管理６００天行动项目的跟踪审计调
查。开展重点专项资金审计，对农业规

模经营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区域性公交

补贴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财政投入运作现状和绩效情况开展

审计调查，按资金流向有重点的延伸检

查具体项目和资金使用单位，主要关注

惠民政策落实和执行效果，对涉及政策

执行和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

体制、机制、制度、管理等方面分析原因，

提出建议，促进完善政策，发挥审计机关

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性

作用。与区纪委及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检

查重点项目推进情况，配合区纪监委、区

财政局等部门做好清理小金库、区政府

投资项目招标和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

查工作。开展“５１２汶川地震”捐赠物
款后续上缴情况延伸审计。向区政府提

供审计专题和综合报告１１份，其中受到
区领导批示５份；提交审计信息４２篇，
被市审计局等相关部门采用２１篇次；向
被审计单位提出审计建议９７条，当年采
纳审计建议８１条，落实整改措施９７项，
建立规章制度２６项。

■开展财政预算审计　年内对２００８年
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

行审计。２００８年度，全区教育经费投入
９９０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２４％，高于
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医疗卫生事业安

排资金２５３７４９６万元，增长３１５％；社
会保障资金投入 ３６０９８８３万元，增长
４３５３％。扶持区域公交优先发展，改善
市民出行条件，投入专项补贴 ２２３３３４
万元。区财政投入 ６６５９９万元，用于完
善农村基础设施、村容整洁达标建设，重

点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科技投入１１５８２
万元，基本达到科技投入占区级财政支

出２％的要求。通过审计发现的问题：
部分项目预提基本建设和政府采购等支

出、部分单位结存资金闲置影响财政资

金使用效率和效益、部分服务类项目政

府集中采购执行率较低、部分政府集中

采购执行率较低、对政府采购活动的指

导与监管力度需进一步加大等。

■开展对１５家单位经济责任审计　年
内对张庙街道、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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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水务局、区教育局、区发展改革委、区

建设交通委、区机关事务局、区城市工业

园区、区老干部局、区工商联、区土地储

备中心、区统计局、区红十字会、区文化

影视管理局等１５家单位２３位党政领导
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重点对这

些单位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度财政财务收
支和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及

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内履行经济责任有关

事项进行审计，延伸审计所属９６个部门
和单位的相关情况。通过审计，收缴财

政资金 ８３３０万元，归还原渠道资金
５０３６７０万元，发现帐外资产 １７６５３万
元，纠正账务处理 １２９０８万元。通过审
计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

预算管理中存在部分收支未纳入预算管

理、预算执行力不够强、提前列支财政支

出；资金使用管理中部分单位存在帐外

资金、收入未入规定账户、出让款和租金

未及时收回、支出缺乏控制、资金沉淀闲

置、支出依据或手续不完备；招商引资中

部分单位存在奖励支付方式和依据不符

规定、出借资金、垫付验资款；资产使用

中部分单位资产未入账形成帐外资产、

资产管理措施不到位、资产所有权不明

晰、资产管理资源整合不够、资产使用效

益不高；政府采购和工程招标中部分设

备未纳入政府采购、委托采购条件与规

定不符、小型工程招标制度执行不够；内

部管理控制中存在制度执行不力、内控

机制不健全、重大经济事项程序不规范、

票据和收入管理有漏洞、公务员兼职兼

薪等。 （何赛杰）

统计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统计局提高统计服
务的质量和水平，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监

测分析，关注重点项目、重点工作、重点

企业的推进，落实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

完成各项统计调查任务。（１）强化统计
信息服务。强化预警监测机制，新增《经

情预报》，及时反映金融危机影响下全区

经济发展态势，提供统计分析和内参资

料共计６４篇。按时提供快报、月报手册
１２期，编撰完成《宝山统计年鉴》、《〈跨
越历史，记录辉煌〉宝山区改革开放３０
年、建区 ２０年统计资料汇编》等资料。
（２）开展重点企业检测。建立工业、建
筑业、交运仓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

地产业等 ６个行业的月度跟踪监测机
制，纳入被跟踪监测的有２５００家重点企
业。每月梳理各行业中下降幅度、下降

绝对量前５０位的企业和逆势增长前５０

位的企业情况，并对下降和增长的情况

开展原因分析。（３）统计年定报。按时
完成工业、能源、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

宿餐饮业、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服

务业、劳动工资等１２个条线３４６５家单
位的定报工作，连续两年被市局评为年

定报工作一等奖。（４）强化依法统计。
年内组织开展统计从业资格培训，１６４
人参加考试，１３１人成绩合格并取得证
书，合格率为８０％。开展“五五”普法、
经济普查、《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

定》、新修订的《统计法》的宣传培训。

对３４家单位进行执法检查，立案查处１
家。对大场镇、杨行镇、张庙街道以及教

育局的统计工作进行巡查。（５）完善统
计方法制度。建立固定资产投资政府管

理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工业、商业、房产

开发等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监测机制、

委办局定期联系制度、能源统计质量考

核制度等监管制度。梳理服务业单位，

重新确定定报单位的规模标准。利用成

本倒推法计算各类市场的成交额，规范

交易市场统计工作。梳理沿街个体户行

业信息和经营情况，建立沿街个体统计

核算方法。研究确定生产性服务业的行

业构成和指标体系，初步形成生产性服

务业的核算方法。加强对功能区和重点

楼宇跟踪调研，理顺重点楼宇和功能区

的统计体系。（６）推进统计信息化。动
员培训网上直报定报单位８００多家，各
街镇统计站均配备安全服务器，全区统

计定报网上直报率达８５％以上，统计年
报首次全面实行网上直报。（７）开展统
计调查。完成４５家企业的投资意向调
查、７６个物业小区现有存量住房空置情
况调查、３０家企业用工状况调查、２０３户
私营企业劳资半年报调查、８０户月度劳
动力调查、２００９年度城镇失业率调查、
居民交通出行调查、Ｒ＆Ｄ资源清查、统
计机构基层基础现状等２１项调查工作。
完成全区妇女和儿童的统计跟踪监测调

查分析报告、宝山区城镇居民失业率调

查分析报告、重点行业企业的生产经营

情况和发展趋势调查分析材料、统计机

构基层基础现状等分析材料。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按时完成
法人单位２１９８６家、产业活动单位２５０６
家、个体户 ２２３２６家的普查登记。在
２１９８６家法人单位中，落地型法人单位
１３９７６家，注册型法人单位８０１０家。完
成宝山区第二次经济普查小汇编资料和

８篇经济普查资料的初步开发分析。区

经普办等３家单位获国家级先进集体，
罗店镇经普办等６家单位获市级先进集
体，２３人获国家级先进个人，３７人获市
级先进个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监测　利用定报企
业的数据信息，按月对全区１２０７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特别是１４０家能耗在千吨
标煤以上的重点耗能单位进行跟踪监

测，每月提供１期重点企业能耗的数据
信息，每季度提供１篇分析材料，为推进
全区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依据。

（支宏愿）

质量技术监督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
局（以下简称“区质监局”）共出动执法

人员９２０余人次，检查企业９９０家次，行
政处罚案件５６宗（其中计量案件４宗、
质量案件２８宗、特种设备案件３宗、食
品案件２１宗），结案４８宗，罚没款（含拍
卖款）总数１０８６６万元，涉嫌刑事犯罪
移送司法机关１人。全年完成食品及相
关产品的２２个专项整治任务。至年底，
全区有生产许可证发证企业１８９家、２６９
张证书。对全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２１１
家、食品相关产品加工企业１９家以及未
列入生产许可发证企业２２家的进行年
度巡查和产品抽查工作，共计巡查 ４４３
次，完成全年巡查计划的１１７２％；抽检
产品４８４批次，合格４４８批次，产品合格
率９２６％。继续推进标准化良好行为试
点工作，增加２家企业加入试点行列，至
年末，全区有创建体系企业５家。提高
企业自主创新和“采标”能力，鼓励和推

进１１家企业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
订，受理和审查７个企业２１个项目申报
上海市政府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有 ３
个产品获“采标”标识证书。推进农业

标准化示范、试点，开展“水稻全程机械

化市级标准化示范区项目”中途检查和

考核，推动１家企业新申报市级示范项
目，确定宝杨黄瓜、江丰茄子等６个产品
作为宝山区的地理标志产品重点培育对

象。开展企业代码证办证工作，总办结

１７４８３户，一门式制证制卡５１１４户，验证
数据录入３３３６户。落实标准备案管理
新办法，筛选食品标准６６５项实现移交，
完成标准备案３２８件，修订低压电器和
饲料行业企业产品标准２０项。开展区
域名牌发展三年规划课题调研，确定１４
家续报企业、７家新报企业申报上海名
牌，至年末，全区有中国名牌企业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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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疏堵结合整治无证光鸭加工点 摄影／黄永庆

上海名牌企业２４家。推进气瓶电子标
签应用工作，工业气瓶电子标签应用率

９６％，民用液化气瓶电子标签应用率
５０％。完善特种设备信息系统，数据库
基本达到与检验系统设备状况保持一

致，超期率维持在２％左右，年内办理开
工告知７３３份、使用登记 １５８７份，审核
作业人员 ８５００人次、管理人员 ７５０人
次。全年共完成市质监局移送的２２家
经销企业、１８家生产企业的后处理工
作。开展家具企业专项整治及电动自行

车小企业监管，检查家具企业７８家，完
成产品抽查２２家，对５家质量问题严重
的企业开展执法；对８家电动自行车企
业进行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开展特种设

备调查处理工作，全年共参与事故调查

１３起，牵头处理４起，其中３起处理完
毕。对全区涉及的主要交通要道、旅游

景点、公共交通枢纽等重点单位的公共

信息图形标志进行检查和规范，全年共

检查公共标志近 ２８００块，新增 ４６３块，
整改２２９块。开展认证有效性监管，检
查强制性认证企业８４家，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企业５０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企业
２０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企业
１０家，食品农产品认证企业１５家。在宝
山工业园区新设所派出机构，累计在各

街镇（园区）设立１０个所，基本实现区域
全覆盖。计量质量检验所完成各类强检

计量器具１９６９６台件，业务收入３９９５４
万元；完成８项标准器到期复查，申请更
新１项标准器。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完
成行政事业性收入７５０万，比上年增加
２７％；完成专项经费１０９万的购置计划，
安全阀在线校验项目的技术准备和市场

开发工作。全年共接待消费者来电来访

１３８人次，受理消费者质量申（投）诉５２
件，结案件４８件（其中调解成功２３件），
涉及产品货值２７２万元，为用户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４１万元。接到群众举报
和有关部门移交的举报案件２４件，做到
每件都有调查核实，都有情况反馈，对查

实有违法行为的企业予以立案查处。年

内被评为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文
明单位。

■推进“质量和安全年”活动　按照国
家质检总局和市质监局的统一部署，围

绕“五个年”建设要求，成立“质量和安

全年”活动领导小组，制订印发“质量和

安全年”活动方案和《重点工作安排》

表，明确１２个方面４０项重点工作以及
主要措施、时间进度和责任单位。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做到“五抓五提升”：即

抓领导部署，以大抓质量安全的标准提

升全局系统的工作责任性；抓各项工作

整体推进，以落实“五个年”建设要求提

升工作落实质量；抓“服务百家企业”活

动，以引导企业强化主体责任提升源头

监管能力；抓质量兴区推进，以认真履职

提升质量技监服务经济的有效性；抓派

出机构规范化建设，以机制创新提升综

合监管水平。

■开展“质量兴区”活动　８月，区质监局
开始全面开展质量兴区活动，专题向区政

府常务会议汇报关于开展质量兴区工作

的情况，建立宝山区质量兴区联席会议制

度并召开系列会议。区政府向全区下发

《上海市宝山区质量兴区三年行动实施

方案》，围绕７个方面２７项目标任务，印
发了《宝山区质量兴区三年行动任务分

解表》和《宝山区质量兴区三年行动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工作安排》，对质量兴区三年行

动的总体工作目标、措施和时间节点、责

任分工和２００９年度的具体工作任务进行
明确，协调各相关单位按实施方案共同推

进质量兴区各项工作的落实。在《宝山

报》开辟质量兴区工作专栏，宣传各单位

推进质量兴区工作情况。

■开展“服务百家企业”活动　年内开
展“以服务强质量，以质量保增长”为主

题的“服务百家企业”活动，成立服务企

业领导小组，制定服务企业实施方案，确

定１０５家企业的服务对象，从名牌培育
发展服务、质量问题会诊服务、质量管理

认证服务、质量法律政策服务等四个方

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推进名牌发展和标准化战略　聚焦名
牌发展战略，认真抓好名牌培育。开展

区域名牌发展三年规划课题调研，形成

“政府引导、企业争创、社会重视”的名

牌发展氛围。区内３家中国名牌企业，
２４家上海名牌企业，其中２４家上海名牌
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９７８４亿元，占全
区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１１１％，对全区
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７２％，拉动全区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长２８个百分点。
做好名牌申报工作，逐一走访区内２００９
年度申报名牌企业，指导企业加强质量

管理，完善标准、计量等基础工作，认真

准备各项申报材料，２００９年度确定１４家
续报企业、７家新报企业申报上海名牌。
大力推进标准化引领战略，继续开展标

准化良好行为试点工作，２００９年新增２
家企业加入试点行列，使全区创建体系

企业达到５家，居全市各区县之首。

■开展计量基础工作　推进计量自愿认
证和农贸市场的“四统一”工作，全年完

成中小企业计量合格评定复审和新增８
家，至年底，全区通过计量合格评定的企

业有１００家；区域内实现“四统一”的集
贸市场有５７家，占全部市场的８０％。开
展“四大领域”计量强检，对２家电子秤
生产单位、１３家销售修理单位、３６家使
用单位进行专项整治。开展加油机新铅

封启用和防作弊装置启动专项检查，完成

验配镜和医用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对

１１家重点监控单位在用的３１０台压力表
强检情况进行专项抽查。加强对定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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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商品的监管，对１２家大卖场销售的定
量包装大米、汤粉、木耳、桂圆等８２批次
产品进行净含量抽查，对７５家定量包装
食品生产企业的计量管理制度和计量器

具检定、校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加强对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企业的监管，

对区域内１９家企业部署证后监管要求，
对６家企业开展证后监管检查，对１家企
业进行复查换证。落实“计量惠民”工

作，对淞宝地区５１家水果卖场５４台电子
秤实施上门免费检定，对３家粮管所１９
台购销用衡器实施强制检定，对全区１３４
所中小学的３５４台红外测温仪实施免费
校准。开展“５２０世界计量日”系列为民
服务活动和“９９眼镜配镜计量日”大型
宣传服务活动，对家庭用水银血压计实施

“三免服务”。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年内完成区内全
部１１家万吨以上能耗单位的能源计量
专项检查，其中２家企业在市局系统的
节能减排活动中进行展示。组织企业参

与环保节能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全区有

３个项目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项
目，其产品获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

书》，其中１家企业被确定为上海市唯一
一家节能环保标准化试点企业。开展锅

炉房安全与节能管理达标活动，全区有

２７５家锅炉房参与，参与率９７％，活动结
果显示蒸汽锅炉和热水锅炉的水处理合

格率 ９７％、工业锅炉能效测试合格率
６５％，目前全区实施节能的燃煤锅炉达
４５台。开展高能耗特种设备节能减排
知识培训，全年培训锅炉作业人员１０８５
人次。

■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治理　年内开展特
种设备专项治理行动，共整治冶金起重

机械１５５家企业２０３台设备、管道元件
制造４２家企业，取缔土锅炉１台，提交
行政处罚 ４起。开展特种设备巡查行
动，共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９８７７家，
检查设备６６９９６台（套），开具监察指令
书６７份。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年内开展３次建
筑用螺纹钢专项执法检查，出动执法人

员２２人次，对区内２０个在建工地、２个
生产加工企业和３个仓储企业的３２个
批次总计３１０余吨建筑用螺纹钢进行执
法检查。经抽样检验，共有７个批次总
计８０余吨的螺纹钢存在质量问题，货值
３６万余元，立案查处违法企业６家，其

中罚没款５万以上的案件２起。开展民
生产品专项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 １２０
余人次，先后组织参与“保两节”餐饮集

贸市场计量执法检查、“保两节、迎两

会”冬季取暖用品执法检查、“迎五·

一”计量执法检查、“不合格太阳镜强制

回收”专项行动、“计划生育药械市场”

专项执法行动、“清新居室”室内装修产

品质量专项检查、“百城万店无假货”商

业街集中整治行动、迎世博宾馆使用产

品、“塑料购物袋”和家电产品能效标识

等一系列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执法检查行动。在执法检查中，捣毁

１个生产假冒名牌洗涤用品窝点，由于
案值较大，本案连同涉案嫌疑人移交公

安机关调查处理。

■抓好图形信息规范工作　年内组织动
员区各委办局参加公共信息图形标志标

准化的知识竞赛，有１００人参加，其中１０
人获奖。主动送公共信息图形标志标准

到各委办局、生产企业、广告设计单位，

从源头抓好公共信息图形标志标准的规

范。对区内涉及的主要交通要道、旅游

景点、公共交通枢纽、星级宾馆、公园、文

化娱乐、大商场、大型超市、场所等重点

单位的公共信息图形标志进行检查和规

范，全年共检查公共标志近２８００块，新
增４６３块，整改２２９块。

■开展迎世博———食品生产安全“百千
万”３年行动　年内开展食品生产企业
进城务工青年综合素质培训，全年共培

训１５００余人次。推选２家企业参加上
海市食品安全职业技能竞赛，其中１家
企业获二等奖。组织食品加工企业市民

巡访活动，共安排９个镇３个街道１２场
巡访活动，６００余市民代表参加，发放食
品安全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余份。 （戴　洁）

安全生产监督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共发生生产安全
死亡事故 ２３起，死亡 ２６人，与上年相
比，分别下降 １７８６％和 １０３４％，死亡
人数占市政府全年 ３０人控制指标的
８６６７％。年内共出动安全生产监察员
９１５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１０８１家次，
填发监察指令书（责令改正书）２２４份，
发现安全隐患５４５条，复查率１００％。严
格事故查处，强化行政执法，按照“四不

放过”原则，全年行政处罚立案８１起，罚
款２３２７万元，行政责任追究 ２７人次，
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５人。年初，

区政府与１４个街镇、园区及１６个职能部
门签订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安全工作目标管
理责任书》，两级签约率１００％。各街镇、
园区，各有关部门与村（居委）、公司及下

属企业进行签约，签约率９７％。建立安
全属地监管、部门行业监管、工作例会、大

检查等一系列制度，强化企业责任主体意

识。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布局调整，全年

完成２０家调整企业中的１８家。推进次
氯酸钠替代液氯消毒应用技术推广工作

和加油（气）站安全监管技防项目实施，

完成１４座加油（气）站阻隔防爆装置工
作。完成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责任保险

推广工作，开展重大危险源登记备案工

作，对区域内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划分危险

等级，制定分级分类监管措施。严格安全

生产许可证续证审查、危化储存备案证明

续证审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

证）、第三类非药品易制毒备案证明续证

审查，推进区域内７０家危险化学品企业
完成安全标准化自评工作。

■开展安全生产“三项行动”　２００９年
是国务院确定的“安全生产年”，根据国

务院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执法、安全

生产治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三项行

动”要求，制订下发《关于宝山区２００９年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实施意

见》、《宝山区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

“三项行动”的通知》。７月下旬 ～８月
上旬，对全区“三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

督查。“三项行动”中，全区共排查隐患

３１１９２条，整改 ２９８６０条，整改率 ９６％，
取缔非法生产经营２７７家；确定６家较
大隐患单位作为区、市级重点整治单位，

明确整治方案、应急措施、整治时限等。

■开展安全生产培训　２００９年是市政
府实施农民工培训的第三年，全区共举

办农民工培训班 ３１７期，培训农民工
４６４４０人次，占计划数（４５万人次）的
１０３２％。开展法律法规要求需要培训
人员的培训，共培训特种作业人员９９期
４８０１人次、危化从业人员 ２９期 ７５８人
次、安全干部３１期１２８２人次、主要负责
人２５期８９８人。

■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６月，
组织以“关爱生命、安全发展”为主题的

全国第８个“安全生产月”活动，共发放
宣传资料 ８５００册份，宣传横幅 ２５０条，
宣传海报 ９４１套，宣传标语 １２０６套，宣
传画２０套以及相关书籍。 （王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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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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继续推进区域总体规
划中所确定的“一带、两轴、三分区”（滨

江发展带、沪太路城镇发展轴、宝杨路—

宝安公路城区功能拓展轴、上海中心城、

宝山新城以及北部新市镇）布局结构，深

化区域功能定位，提升城市综合功能。

城市化地区结合控制性详细规划落实

“调结构、促转型”，提升功能布局；农村

地区结合镇域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小城镇试点规划，细化农业地区产业

布局结构，加快镇区城市化建设和公建

配套完善。以土地集约和产业结构优化

为核心，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实现农村地

区基本农田保护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

推进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重点

加强上海中心城区宝山地区５８平方公
里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展罗店沪太路

以西地区、顾村大型居住社区核心区和

滨江地区等重点地区的规划深化和城市

设计研究工作。推进顾村大型居住区地

区的规划编制，推进区域重大项目的规

划建设，通过实行用地布局与设施配套、

控制指标公示听证、调查、走访、座谈等，

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加强规划编制

和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集中力量做

好滨江规划及建设项目的牵头协调工

作，推进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陆上核心

区城市设计、水上客运中心方案等）、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河口科技馆公园入

口方案）、吴淞港客运中心（客运中心候

船楼、星月商务广场）、滨江时尚创意园

区（半岛１９１９）等项目建设，配合完成全
区拆违控违验收达标工作。协调市相关

部门，办理滩涂许可证、竣工验收合格

证、土地储备批文、土地初始化登记等滨

江圈围土地主体的变更。跟踪服务重大

产业项目、社会事业项目、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以及土地二次开发的项目，从提质、

提速的角度出发，提前介入。协调推进

宝山中心医院改扩建、华山医院北院、大

场医院迁建、国际民间艺术中心博览馆、

宝山体育中心、顾村公园、宝山区法院、

检察院办公楼、长江路越江隧道和配套

道路及 Ａ１３、Ａ１７快速路规划选线等项
目建设重大项目。加强土地规范化管

理，科学合理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统

筹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加强“控制增量、

盘活存量”工作，严格实施土地利用规

划，严格核定项目用地规模，做到“审项

目、核土地”，以及增减挂钩、土地复垦等

土地管理、土地收储和出让，扩大内需用

地。加快商务办公地块的土地收储工

作，保护耕地资源，引导建设单位合理高

效利用土地。加大存量土地处置力度，

针对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和用而未尽等

情况，梳理和清查存量土地，有序、有重

点地逐项处置，推进全区的项目建设。

年内收储和出让的１９幅经营性用地，其
中１３幅为存量土地，用地面积占５０％。
加强土地批后管理，建立联动机制，开展

容积率专项整治、“保增长、保红线”行

动和卫片执法检查等专项工作，加强土

地执法检查，加强对违法建设查处力度，

坚决遏制违法用地，严格保护耕地和基

本农田，形成科学的全过程动态管理模

式。全面梳理审批事项，通过流程再造、

并联会审等途径，优化行政审批运作流

程，做到五个“同步”（规划选址和土地

预审同步开展，建设用地许可证、用地审

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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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用地与违章建筑处罚同步开展）。加

强地名协同管理，坚持沟通协调、配合高

效、信息共享的原则，发挥网络管理的积

极作用，提高社会参与力度。加强地名

管理的统筹和协调，监督社会使用标准

地名，完成无名道路的名称梳理命名工

作，配合做好全区门弄牌号的整顿工作。

坚持和完善“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

启动容积率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集中梳

理登记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在２００７年１
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期间领取规
划许可的所有建设项目。举办专业知识

系列专题讲座，在４月２２日开展“世界
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完成“宝山规

划”网站的改版，建设规划信息共享、网

站审批平台，增加网上投票模块，完善

“网上咨询”答复流程，完成网上来信答

复６０４件，网站点击率超过１８万人次，
被评为宝山区２００９年度优秀网站。办
理区政协委员提案和人大代表书面意见

共１４件，其中主办３件，会办１１件，办
结率１００％，满意率１００％。受理来信来
访来电６１０封，比上年增加１００％，办结
率８０％。

■区域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两规合一”　年内，以新一轮土地利用
规划修编为契机，将区域总体规划确定

的城乡发展方向和空间结构布局引入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中来，重点解决

两规在技术标准不对接、规划总量不一

致、用地布局不衔接等方面的问题。在

调查摸底基础上，开展“两规合一”的对

接工作，确保全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线

（规划建设区内总建设用地约２１４平方
公里，规划建设区外保留建设用地约１７
平方公里）、产业区块控制线（产业用地

面积约８５８平方公里）、基本农田保护
控制线（不低于２０００公顷）这三项主要
控制线精确落地。

■顾村大型居住区地区规划编制　市政
府批准的六个市级大型居住区之一的顾

村地区２８平方公里分区域编制规划，由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 Ｇ１５０１（Ａ３０）以
南约１８平方公里区域基础和控制性详
细规划编制工作。顾村配套商品房拓展

区１０平方公里作为大顾村地区的组成
部分，已形成专项规划成果，定位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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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１４日，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在宝山开展“大型居住区”规划及实施情况调研评估，区委书
记吕民元陪同介绍情况。 摄影／张明是

轨道交通及外环沿线顾村公园的良好生

态景观环境适宜居住的新城居住组团，

规划形成“一轴两心、一链多片、一环多

楔”的地区空间结构。其中，“一轴”即

沿陆翔路形成的贯穿地区内部、纵向联

系南部中心城和北部罗店新镇的地区生

活发展轴；“两心”结合轨道交通形成的

区域公共中心和轨道交通潘广路站形成

的地区生态绿心；“一链”指内部串联各

居住社区中心形成的生活气息浓郁、景

观丰富、交通便捷的居住区“生活链”；

“多片”即地区内部由道路、水系等自然

分隔形成的多个居住组团；“一环”是指

区域外围由大型公园、道路绿化、生态绿

地围合而成的生态绿环；“多楔”则结合

主要道路和河流，形成由外围大生态绿

地渗透至各居住组团的城市绿楔，美化

住区景观的同时，发挥生态隔离作用。

■黄浦江两岸北延伸段地区结构规划
　黄浦江两岸北延伸段地区规划范围北
起吴淞口，南至翔殷路－五洲大道，范围
内黄浦江长度约１３３公里，两岸总用地
面积约３５８１平方公里。规划目标是：
通过对黄浦江两岸北延伸段地区进行整

体感优化和用地调整，逐步将其建设成

为产业优化、布局合理、交通便捷、环境

优美、生态平衡的滨水城区。该地区以

现代工业和研发、生态涵养、休闲旅游、

水上集散为主要功能发展导向，突出现

代工业、高科技研发、生态、旅游、水上集

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发展储

备等七大功能。规划按照滨江第一层

面—滨江第二层面—公共中心三个层次

进行功能布局，滨江第一层面为滨江生

态绿轴，滨江第二层面为多种功能复合

的滨江城区，公共中心为滨江第二层面

中设置的公共活动中心和专业中心。根

据“统一规划、分期实施、总量控制、结构

调整”的原则，推进产业布局调整，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２０２０年后原则上不再保
留生产性工业用地。黄浦江两岸北延伸

段地区规划绿地系统由连续的滨江绿

地、连接滨江与纵深腹地的绿带、城市公

园和生态绿地四部分组成，开放空间系

统由滨江绿化开放空间、绿化渗透轴和

滨江开放空间节点组成。按照上述规划

要求，市政府已批准《黄浦江北延伸段

ＷＮ７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东起
黄浦江，西至淞宝路、牡丹江路，南起

Ｓ２０（Ａ２０）外环线，北抵宝杨路，规划总
用地面积约２３３８公顷，沿黄浦江岸线
约３７公里，将规划成为以水上集散、生
态、旅游、商业办公、居住五大功能为主

的滨水社区；布局结构为“一带”（黄浦

江滨江生态绿化带）、“四区”（水上集散

区、商业文化区、生态旅游区和居住生活

区），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１７５１万平方
米，规划地区居住人口约２２万。规划
要求进一步完善 Ｇ１５０１（Ａ３０）越江隧道
工程实施方案、公共交通设施，深化炮台

湾湿地森林公园设计方案，体现地区历

史文化特色。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年内推进全区
上海中心城、宝山新城、北部地区共３７
项控制性规划（简称“控规”）编制工作，

完成２１项控规编制，包括上海中心城５８

平方公里范围内９个非特定区控规、宝
山新城包括顾村大型居住区及宝杨路圈

围地区在内２个非特定区控规以及１个
特定区控规、北部地区６个地区控规，完
成２个产业园区控规的修编工作。完成
吴淞社区控详规划以及祁连敏感区、顾

村敏感区、泰和结构绿地（沪太路以东、

外环线以南，?藻浜以北地区）、?藻浜

物流园区、何家湾物流园区等六个特定

区控详规划的编制工作，重点解决祁连

敏感区、顾村敏感区的功能定位和用地

布局及吴淞工业区的产业转型。结合在

编的南大地区综合整治方案，推进祁连

敏感区控详规划的编制工作。依据宝山

新城总体规划以及新城控详规划编制任

务书的目标要求，继续推进淞宝地区、杨

行地区、顾村地区等九个非特定区以及

吴淞产业特定区和顾村绿心特定区的控

详规划编制工作，完善滨江地区控规成

果。推进罗店沪太路以西地区中高档居

住社区、月浦镇区以及罗南小区的控详

规划编制工作。推进月杨工业园区、宝

山工业园区控详调整工作；结合“两规合

一”规划，深入研究沪太路沿线、生态廊

道等地区的功能定位和建设布局。围绕

敏感区用地布局和功能定位、老工业区

产业结构调整、老镇区功能改造北部地

区大型居住区建设等，完善城乡规划体

系和地区功能定位，实现罗店、月浦、罗

泾三个新市镇的镇域及工业园区范围控

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农村地区在确保

基本农田落地的基础上，以土地集约和

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开展村庄规划编

制工作。结合道路交通系统规划，完善

公共交通设施，深化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地区和地下空间利用的规划研究。

■顾村镇基地“四高”示范居住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调整　顾村镇基地“四高”
示范居住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至宝安

公路以南，总占地面积１０８平方公里。
规划范围内菊太路以南，菊园路以西部

分地块已建成，功能定位“健康、品位、人

气、便捷，并具有示范性意义的保障性住

房基地”。规划形成“两轴六片区”的空

间结构，“两轴”即社区发展轴、依托湿

地公园作为自然景观走廊的生态绿化

轴，“六片区”即六个居住组团。规划范

围内人口规模约４１万人，地上总建筑
面积约１２９３６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
面积约１０９０５万平方米，公共设施建筑
面积约１６３７万平方米，商住混合建筑
面积３５８万平方米。绿地系统规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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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１４０８公顷，其中公园绿地７１公顷，
防护绿地 ６９８公顷。公共服务设施规
划范围内配建教育设施、文化活动设施、

医疗卫生设施、社区服务中心、商业服务

和金融邮电设施、菜市场、活动设施等，

规划配置中学２所，小学２所和幼儿园３
所。道路交通规划城市主干道沪太路和

宝安公路道路红线控制在４５～６０米，两
侧绿化带２０～４５米；城市次主干道陆翔
路道路红线宽度控制在４０米，两侧绿化
带１０米；城市支路菊太路、菊园路、菊泉
街道路红线控制在２０～４０米。市政设
施规划结合实施，完善电力、给排水、供

电、通讯、环卫等专业系统规划，并将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

■罗店镇罗南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规
划范围东至荻泾、南至Ａ３０高速公路、西
至沪太路、北至杨南路，规划总用地面积

约７９公顷，功能定位以现代都市型宜居
功能为主的城镇社区。土地使用规划公

共服务设施用地３５公顷，规划居住用
地４６３公顷，规划绿化用地 １０公顷。
沿沪太路地块开发形成连续完整的景观

界面，道路交通规划建设预留沪通铁路

实施空间。

■宝山区经济适用房选址地块控制性详
细规划　３月，市政府批准《２００９年宝山
区经济适用房选址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范围涉及祁连、大场肉联厂、高境等

３个规划基地，总用地面积约２２４公顷。
其中，祁连基地东至瑞丰路、西至丰宝

路、南至锦秋、北至塘祁路，用地面积约

３０公顷；大场肉联厂基地规划范围东至
沪太路、西至南陈路、南至南大路、北至

环镇北路，用地面积约１４２公顷；高境基
地东至规划二路、南至殷高路、西至江杨

南路、北至一二八纪念路，用地面积约

５２公顷。三个规划基地规划经济适用
房用地总面积约３５１公顷，动迁安置房
总用地面积５３７公顷，配建普通商品房
用地１７２公顷，配套公共服务设施１２４
公顷，其他普通商品房住宅用地面积约

６２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约１７０３万平
方米，其中经济适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

９０７万平方米，动迁安置房建筑面积约
１３１万平方米，配建普通商品房建筑面
积约４０９万平方米，配套公共服务设施
建筑面积约１３万平方米，其他普通商品
房建筑面积约 １２６万平方米。对原编
制的《祁连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上

大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高境社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局部调整，同步实施

社区公建配套、基础教育设施、市政交通

等配套建设，妥善处理规划实施过程中

与周边地块的关系，满足交通、环保、安

全、日照等基本要求。

■罗店中心镇新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
整　调整后的罗店中心镇新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功能定位、空间布局结构为具

有典型北欧城镇、居住特色、交通特色和

环境特色的现代化生态新城镇。总体结

构特征：城依林而建，人临水而居，城在

林中，城在水中，林、城、水相间有机生长

的现代型网状结构形态；由原规划的 ３
万人口调整为４８万人口，同时增加绿
地、配套公共设施，主要有轨道交通枢纽

综合开发用地、商业用地、教育用地等，

为新镇商业、生活、教育、娱乐，以及企业

总部经济提供保证。对因新的国家土地

出让政策颁布后不符合政策的用地进行

调整。商业中心安排小街、广场、宾馆、

图书馆等公共活动设施。结合轨道交通

７号线美兰湖站，规划建设商业、办公、
娱乐综合体建筑。在罗迎路与美兰湖路

交汇处设置九年一贯制学校；在美诺路

南侧建设社区文化中心、医疗卫生中心

以及幼儿园。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总体规划局部调整
　依据上海市工业布局的总体规划以及
宝山区区域总体规划的区域发展目标，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

整、优化，进一步加强土地集约利用，合

理核定郊区工业用地规划指标。园区功

能定位为“上海市北部市级综合产业园

区”，结构布局为围绕园区服务中心，以

真陈路产业拓展轴、丰翔路绿化景观轴

为基本空间框架，形成“一心、三轴，五片

区”的规划布局，其中五片区包括１个北
部综合产业区和４个基础产业片区。该
规划对外环生态绿带以西、嘉定区以东、

市台路以北、?藻浜以南地块进行整体

规划调整，以发展商办和住宅为主的服

务产业综合用地。沿丰翔路两侧部分用

地以及真陈路东侧、宝祁路北侧街坊的

部分地块调整成为工业服务业用地，作

为工业园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地块。

园区综合用地建设开发涉及的社区配套

设施根据上海市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

准，形成生产、居住与配套服务的功能互

补、良性互动。道路系统以 Ｓ２０（Ａ２０）、
沪嘉高速公路２条城市快速路形成园区
对外联系的重要通道；锦秋路—真陈路、

丰翔路、规划浏翔公路—南大路构成园

区主要道路框架；城银路、园泰北路、园

泰路、宝祁路和业绩路等次级道路形成

园区内部交通环网，结合公交线路的规

划布置相应的公交站点。绿化系统布局

以Ｓ２０（Ａ２０）外环生态绿带为依托，沿?
藻浜、走马塘、锦秋路、丰翔路、真陈路两

侧控制绿带宽度，形成园区主要绿化景

观框架；结合园区重要的出入口、交通和

功能节点，结合地块开发规划一定的集

中绿地，形成绿化景观节点。

■宝山工业园区（北区）动迁安置居住
区规划　规划范围东至罗溪路、西至罗
太路、南至祁北路、北至罗新路，规划总

用地面积约１６８公顷，分别包含住宅组
团、基础教育、社区级社会服务设施用地

和绿地面积。居住区综合容积率约

１０６，地上住宅建筑面积约 １４４４万平
方米。该居住区总体布局以“新家、新生

活”为主题，努力构建一个城景交融、物

景交融、城镇融合的新社区。为配合宝

山工业园区开发、安置农村居民，构建适

度超前、示范创新和实用性的新型社区，

规划格局“大社区———小组团”的组团

式布置，充分发挥白塘河滨水景观轴的

作用，营造融合开放、完整统一，具有归

属感的新型居住社区。道路交通系统规

划贯穿居住小区南北的塘西街路幅 １６
米，小区级道路形成环行干道宽度７米，
次要道路宽度５米。静态交通分别设置
塘西街车行主出入口和祁北路次出入

口，塘西街、祁北路东北处设置公交起讫

站，机动车停车位完善地上及地下停车

位。绿地、景观系统规划由小区主干道

为轴线的景观绿化带，由组团集中绿地、

沿路绿化带、滨河绿地和水网绿化带构

建组团空间，并形成若干个景观节点，绿

地率不低于 ３５％，集中绿地率不小于
１０％。公共服务设施系统设置标准均按
照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执行，其中社区

服务中心不小于１０７７０平方米，医疗卫
生站、物业管理（含业委会）、治安联防

站、文化设施、老年康体活动室等公共服

务设施均到位；幼儿园建筑面积６０００平
方米。该居住小区注重在沿祁北路建筑

风格、立面色彩、高度控制等方面与相邻

的罗店老镇区核心风貌区宝山寺景区的

衔接和融合。小区将采取保温层、太阳

能光电屋顶、减少硬地铺设、增加立体绿

化等措施，深化节能。

■庙行场北居住区规划　位于?藻浜以

１６１

城乡规划和土地管理



南的庙行镇场北村，规划开发建设的共

康北块居住区 ５６公顷地块，将建设 ８５
万平方米住宅总量，规划居住人口 ２５
万人，包含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配

套商品房。共康北二块住宅区修建性详

细规划范围东至东茭泾、南至长江西路、

北至南?藻路，规划范围用地面积约

８１３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约 ４６３１
万平方米（含商品房地块、经济适用房地

块，安置房地块）。新建居住区以多层、

小高层、高层相结合，其中建筑面积达

１１８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是宝山区
在上海市中心城区范围内首次建设。道

路交通规划，小区主干道采用环路设计，

做到人车分流，车行道路宽７米，宅间道
路宽４５米，并满足消防车回车要求；绿
化系统由防护绿地、公共绿地、组团绿

地、滨水绿化带等形式组成，居住区绿地

率均安排相应面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主要沿规划场北路南北两侧布局，配套

设施有九年一贯制中小学、幼托、社区文

化和服务中心、卫生站等独立公建用地，

居住组团内设置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文

化中心等。配套商业设施有超市、餐饮、

维修网点、社区废品回收站、金融服务

等，并按规定设置无障碍设施。规划轨

道交通１８号线在地区中心场北路设站，
并在邻近南?藻路北设停车场。

■罗店镇天平村村庄规划　按照罗店镇
镇域规划功能定位，罗店镇天平村村庄

规划以着力建设“以发展新型工业、现代

休闲农业为主的，生态、生活、生产相协

调的现代综合农村社区”进行定位。天

平村在构建良好的人居环境中，通过坚

持合理、节约使用每一寸土地，坚持内部

挖潜和盘活存量，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要求，注重村庄特色，改变村容村

貌，统一规划建设具有江南乡土文化特

色风貌的农村居住社区，逐步实现“居住

楼房化、管理社区化、公共服务城市化”。

公共设施规划、绿化景观规划中，村级公

共服务中心配备“行政管理、科技推广、

文化娱乐、会议会务、影视放映、农家书

屋”等功能，并结合居住社区配备体育娱

乐、便民商业和社区服务功能设施。该

村将通过发挥整体优势，发展创意农业

园区，设置特色农业业态，将食用菌产业

链与果园、花卉、历史文化展示等“农家

乐”观赏、学习、休闲结合起来，吸引城市

居民休闲、垂钓、采摘、花卉养植、农作物

栽培、以及参与制作特色农家菜、手工艺

等特色活动，丰富“农家乐”特色，构建

新型的和谐农村新社区。

■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真大园规划
　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真大园是大场
镇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布局“一园四

区”之一，范围东至规划道路、南至环镇

南路、西至桃浦、北至铁路线，总用地面

积１３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２６万平方
米，并配备公建配套服务设施。作为地

区总部经济基地，在规划设计及单体平

面设计中充分体现工艺研发，注入生产

现代化、生态化、人性化、信息化理念。道

路交通系统规划，以环型主干道串连各个

建筑组团，沿周边市政道路开设出入口。

景观绿化系统规划，基地外围形成集中绿

地，组团内部根据建筑布局，设置带状绿

化及点状绿化，整个地块绿地率不低于

４１０％，集中绿地率不小于２３３％。

■罗店新镇综合交通枢纽规划获批准
　随着轨道交通７号线的北延伸实施，
轨道交通７号线自 Ｇ１５０１（Ａ３０）高速公
路北侧沿沪太路至美丹路以北为高架区

段，长度近３公里。地上高架车站罗南
新村站占地８０００余平方米，位于杨南路
北侧；罗店新镇美兰湖站面积近９０００平
方米，位于沪太路、美丹路交汇处北侧。

随着周边交通组织的深化完善，罗店新

镇综合交通枢纽获批准。地块用地面积

约１７公顷，用地性质为交通和商业综
合用地，规划设置４条公交线路、１０条
停靠长途客运线路。该地块将建设商

业、办公、娱乐综合体等设施，主体建筑

高度不大于５０米，停车位布置５００个。
作为罗店中心镇公共交通配套工程，属

交通枢纽站点，规划形成 Ｐ＋Ｒ公交换
乘、综合商务、新型社区和北欧风情娱乐

休闲特色。

■沪通铁路选线规划听证　沪通铁路是
我国铁路沿海大通道的一部分，也是长

三角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和沪汉蓉通

道与京沪铁路的辅助通道，对上海对外

的客货交流有着重要作用。４月２９日，
新建上海至南通铁路（宝山段）项目用

地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听证会在区规

划和土地局举行，这也是宝山首次就土

地利用规划修改进行听证。上海至南通

铁路（宝山段）项目涉及杨行镇、淞南

镇、罗店镇、月浦镇、吴淞街道５个街镇
（其中涉及本次土地利用规划调整的有

杨行镇、罗店镇）。听证会根据《国土资

源部听证规定》流程进行，听证各方对新

建上海至南通铁路（宝山段）项目涉及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意见。与会代

表同时提出了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征

地安置及铁路沿途走向的意见和建议。

■规划土地行政许可业务　理顺规划土
地工作中行政许可业务，合并成立行政

许可受理中心，“一门式”受理，实行“一

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行政许可业

务实现窗口受理、发证，做到项目运转及

时、资料堆放整齐、数据统计准确。实行

“公开式”服务，主动向社会公开规划土

地行政许可受理中心办事项目、办理程

序、办理时限、收费标准、受理时间等，接

受社会监督，确保行政受理中心办事公

平、公正；同时，对规划土地审批流程实

行全程跟踪督察和效能督察。全年共完

成审批项目５５３件，其中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６５件，用地面积２５７万平方米；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２２３件，建筑面积
４８０万平方米，其中工业仓储面积１０９万
平方米、住宅面积２７８万平方米、市政公
用面积２８万平方米、文教体育卫生面积
２６万平方米、其他商业面积 ２９万平方
米、办公面积５６万平方米；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临时）９件，建筑工程规划设
计要求１３件，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方案
１７６件，个人建房规划许可证３０件，门面
装修（零星）规划许可证７件。

■土地管理　全年上海市下达２３０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区规土局按照“统

筹安排、突出重点、优化结构”的原则，推

进经济和民生改善项目，保障重点基础

设施、社会事业、新农村建设、保障民生

以及扩大内需增长的产业项目用地，其

中市政公益项目５２８公顷、产业项目６１
公顷、经营性项目９０２公顷、区重点民
生工程２６公顷。按照“控制总量、用好
增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的原则，全区

共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２２６公
顷，其中区指标９３公顷、市指标１３３公
顷。加快重大投资项目落地，科学合理

安排好新增建设用地和耕地占补平衡指

标，年内市下达宝山区耕地占补平衡指

标１９４公顷，其中市统筹社会事业及公
共基础设施项目指标４０公顷，宝山区安
排的２４公顷，用于陈行村老年活动中
心、顾村镇九年一贯制学校、盛桥地区公

交终点站等项目；统筹工业用地前期开

发周转指标４０公顷，主要用于解决国家
公告开发区内工业用地的前期开发；统

筹市、区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指标１３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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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推进存量土地处置，加强土地批后

管理。结合“两规合一”工作，开展存量

土地专项调查，针对全区批而未供、供而

未用和三年滚动遗留的控增逼存项目，

与各镇、街道和园区建立推进工作机制，

盘活４幅批而未供、１０幅供而未用和３
幅控增逼存地块，土地面积约４５公顷。

■征地事务　年内承办征地费包干项目
２１９宗，征收土地面积 １７４０公顷（折合
２６１００亩），其中，上年度结转１５２宗，征
收土地面积１２８９公顷（折合１９３３５亩）；
本年度新增６７宗，征收土地面积４５１公
顷（折合６７６５亩）。全年完成征地费包
干项目 ９８宗，征收土地面积 ３８９公顷
（折合５８３５亩）；张贴拟征地公告７５张，
涉及征收土地２８６公顷（折合４２９０亩）；
报批张贴《征收土地方案公告》６４张，涉
及土地征收面积 ４１６公顷（折合 ６２４０
亩）；报批张贴《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公

告》２７１张，签订《征地费包干协议书》７５
份，完成征地费包干项目的宗卷整理结

案归档７８件。全年共承办市单独选址
项目用地征询２２宗，涉及土地面积３８９
公顷（折合５８３５亩），其中，上年度结转
办理１０宗，涉及土地面积３２１公顷（折
合４８１５亩）；本年度新办理１２宗，涉及
土地面积６８公顷（折合１０２０亩）。完成
２０宗市单独选址项目用地的权属核查。

■土地复垦　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
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建设用地

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其它各类

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实现耕地有效

面积增加。经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批准立项的土地复垦项目，宝山区可新

增耕地面积１７５０９９公顷，其中，顾村镇
１６０５９４公顷，罗泾镇 １４５０５公顷。复
垦增加耕地主要有５０万伏高压走廊下
建设用地复垦，南北廊道的建设用地复

垦。宝山工业园区开辟３００米宽的南北
廊道，在“两规合一”中被划为基本农

田，按规定南北廊道的建设用地、未利用

地及其他农用地可以进行复垦增加

耕地。

■土地督察　贯彻国土资源部、监察部
《关于严肃查处未报即用违法用地的通

知》，对辖区内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３１日，通过卫星遥感和动态巡
查，发现的未报即用违法用地进行清查

整改，共计２５宗，１３９５公顷，涉及罗泾、
罗店、月浦、杨行、顾村５个镇。５月１５

日，国家土地督察上海局到宝山展开调

研，主要调研推进“保增长、保红线”，构

建土地管理新机制，探索具有地域特色

的操作方法；探讨将耕地保护、基本农田

保护作为各级政府主要领导离任审计内

容之一的可行性和操作性等。

■规划土地监督检查　完善“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的查处违法建筑及规划落地

的新模式，实施建设项目全过程管理，严

格竣工规划验收关。全年受理土地核验

项目总件数６３件，其中，工业类项目２０
件、综合用地项目２件、仓储项目１件、
商办用地项目１件、住宅类项目２２件、
国有建设用地土地划拨项目１２件、商业
类项目４件、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１件。
规划监督检查受理项目３９６件，复验灰
线及工程竣工验收２６８件，其中，复验灰
线９３件、建筑面积 １６２７７０２平方米，竣
工项目１７５件、建筑面积 ３８２４９４０平方
米。处理违法案件２１件，拆除违法建筑
７５４０平方米。落实相关部门联动机制，
配合区拆违办、城管大队、拆违快速队，

拆除违法建筑２１３４０平方米。

■违法用地查处　开展卫星遥感执法检
查，对区内６９宗变化图斑（地块变化影
像图）逐一核查，共发现违法用地１２宗，
土地面积 ５９１公顷。在土地执法巡查
中，上报违法用地２４宗，占地面积２０７８
公顷，消除５宗。在全区开展的拆违控
违验收达标工作中，配合完成全区拆违

控违验收达标工作，对１１０个村居委开
展验收，严肃查处新违法建筑和回潮现

象的违法建设。结合卫片执法核查，落

实拆违控违机制，坚持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通过层层签订《土地目标管理承诺

书》等形式，形成土地有序监管共识；建

立联动机制，与市区相关部门形成联动，

严格监管规划土地，遏制新违法用地和

新违法建筑产生；配合区拆违办、

“１２３１９”举 报 热 线、快 速 拆 违 队、
“１２３３６”全国统一的国土资源违法举报
电话等，快速查处各类违法用地和违法

建设。

■测绘管理　年内，以“加强基础测绘，
服务灾后重建”为主题，开展测绘知识宣

传活动，向公民发放测绘宣传资料，同时

采用悬挂宣传横幅、摆设宣传展板，利用

规划土地网络和对外电子屏幕等进行宣

传。做好测量标志的保护工作，建立测

绘质量管理体系，完善测量制度，拓展测

量项目范围，为规划编制、建设竣工、监

督检查等提供准确的基础性数据。全年

完成规划测量１１７件，测量面积５６６万
平方米；完成勘测定界２３５件，面积５４５
万平方米；完成地籍测绘 １７３件，面积
３２６万平方米；封闭图 １３件，１７万平方
米；配合土地储备中心交地７幅地块，２０
万平方米。

■地名规范管理　全年共审批地名 ３４
个，其中居住区、建筑物名称１５个，道路
名称１９个；地名名称查询近１０００个，接
受各类咨询、查询、电话咨询共２４００余
次，抄送相关公文３００余份。协办区政
协委员提案１件，办理区长批复、区长信
箱回复、信访回复共５件，区政府网络咨
询３０余件。继续整治全区居住区、建筑
物名称，配合全区重大、重点项目做好现

代产业园名称命名的协调、命名工作，命

名上海智力产业园、上海呼叫中心产业

基地等名称。完成地名档案升级工作，

配合区公安分局做好全区门弄牌号的整

顿工作，配合区市政署完成无名道路的

名称梳理命名工作。加强地名规范化检

查，监督社会使用标准地名，开展全区标

准地名上地形图工作；完成《上海市行政

区划和地名集宝山分册》的审校工作，配

合相关部门完成２００９版地名图集的编
辑出版工作。

■城建档案管理　规范竣工档案验收报
送程序和档案查阅制度，以信息化建设

为抓手，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和重点工程

的业务指导，提升档案管理的综合水平。

结合机构改革做好文书档案《保管期限

表》的修订，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加强

档案验收、指导、收集工作，不断提高城

建档案管理水平，服务重点建设项目，丰

富、优化馆藏，拓展城建档案服务范围，

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做好地下空间地质

资料的收集工作，严把城建档案质量关。

年内向上海市城建档案馆移交城建档案

１６４４５卷，其中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７年用地档
案３０４６卷、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７年规划验收
档案 １６６３卷、１９８８年 ～２００７年处罚档
案２０２３卷、１９９２年 ～２０００年建筑执照
档案４２９２卷、２００５年工业类竣工档案
７３６卷、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民用类竣工档
案４６８５卷。预立登记建设项目３３６个，
受理竣工档案验收申请１４１份，核发工
程竣工档案检查结论单１４１份，核发竣
工档案验收合格证８５份。指导、验收并
接收竣工档案共１１２项２３８４卷（总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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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２４５８６８３平方米），其中工业建筑类
（总建筑面积８０４４４１平方米）６１项２１１７
卷，民用建筑类（总建筑面积１６５４２４２平
方米）３７项１３５２卷，市政类２２项（执照
数２２项）１３２卷。为建设单位编制档案
２３个项目，完成编制８个项目共４４１卷。
接收整理著录检查队２００８年监督检查
档案１９２卷，处罚档案３２卷；接收整理
市政道路管线档案 ２５２卷、９３９８张，其
中，道路项目１２项，管线项目１９７项，工
程１３项，市政用地２９件；接收并完成著
录整理２００８年用地档案７５项，２００８年
执照档案２５２项。做好上一年度文书档
案的预立卷接收工作，完成整理著录文

书档案共 ５７７件，其中，永久 １８９件，３０
年３３８件，１０年５０件。整理编目各类竣
工档案１４８８卷，其中，民用类竣工档案
１８４卷，市政类 ８４２卷，工业类 ４６２卷、
２１６７８张，用地 ７５卷、３０７３张，选址 １２
件、２４６张，建筑执照２８件、４６３５张。接
收征地事务所档案５３卷，用地科业务档
案１７６卷。接待利用档案人数 ６４３人
次，查阅档案 ９５３卷。配合迎世博 ６００
天二次改水项目，集中查阅相关档案资

料１８２卷，１７７０张文件、图纸，并向设计
单位提供相关的电子影像文件；

■罗店老镇向阳新村改造设计　罗店老
镇区在改造中注重功能，突出“江南水乡

之镇，明清繁华贸易之镇，文人雅士寄寓

之镇，民风淳朴生活之镇”的内涵，形成

风味浓郁的传统老镇特色。向阳新村位

于罗店老镇历史文化风貌区，为旧住房

改造项目，东临新街，西至唐家弄，北达

东西巷街，新村内建筑散乱，居户、仓库

混杂，房屋简陋脏乱。改造工程建设用

地面积 ６３８８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９４５７
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４０６５平方米，保
留建筑面积５３９３平方米，改造后由６幢
３～４层建筑组成，改造户数８５户。该居
住小区以改善民生条件为出发点，完善

住宅成套改造设计，充分考虑向阳新村

改造项目与相邻地区外立面的协调，改

造建筑立面与古镇风貌的协调；通过重

新布局绿化景观，追求现代新水乡居住

生活方式，塑造生态、环保的居住小区；

通过重新塑造居住空间，北侧沿街将形

成４层商业居住楼；小区结合传统居住
生活模式，赋予“大院落”、“小庭院”居

住形式；营造绿地、小品，建筑造型采用

江南水乡特色传统形式，粉墙、黛瓦、双

坡屋面，以及精巧的窗构件装饰。为解

决居民住房问题，采取大进深、小面宽结

构的经济房型，增设独用厨卫设备、生活

阳台等，北侧沿街采用明厅、明卧、明厨、

明卫设计，改善居住条件。

■“宝山钢铁园”系列雕塑获奖　由区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报送的上海国际节能

环保园中的“宝山钢铁园”系列雕塑，获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优秀城市雕塑建设项目
年度大奖，成为上海市获此殊荣的三个

项目之一。占地５３万平方米的节能环
保园内的钢雕都是由废钢烂铁，经过创

意再造，产生了观赏艺术价值。上海国

际节能环保园也是国内首家以利用废旧

钢铁为主的钢雕艺术公园，使老厂房的

底蕴与节能环保技术交相辉映。环保园

将打造成宝山钢铁文化的新地标、普通

市民体验钢雕艺术的新平台、上海工业

旅游的新亮点、国内外钢雕艺术家创作

交流和相关艺术品交易的新基地。

■宝山区规划协会建立　１２月 １７日，
宝山区规划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协会通

过加强规划行业诚信建设，重视城乡规

划方案的讨论、评审和社会公示，全方

位、多层次建立包括规划、建筑、园林景

观、生态环境、社会学等方面的规划专家

信息库；建立以规划为主的规划咨询、评

审、评价体系；通过加强规划课题研究和

成果推广，推进专业技术、理论学术培训

交流；通过组织报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

成果评选，组织规划论文汇编评优活动；

围绕规划土地管理，服务“两规合一”，

优化区域空间布局，进一步健全拓展公

众参与、公众评议、专家咨询规划的渠

道；发挥规划专家信息库的“智库”作

用，集思广益，为宝山区的科学决策规划

提供咨询和依据，在规划技术咨询、培训

讲座、课题调研、规划评审、规划专业学

术课题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张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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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规划、建筑方案情况表

序号 规划名称 编制设计单位 批准文号及批准日期 规划范围

１ 黄浦江两岸北延伸段地区结构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沪府［２００９］１３号 北起吴淞口，南至翔段路———五洲大道范围内，黄浦江长
度约１３．３公里，两岸总用地面积约３５．８１平方公里。

２ 黄浦江北延伸段ＷＮ７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沪府［２００９］５０号
东起黄浦江，西至淞宝路、牡丹江路，南起外环线，北抵宝
杨路，沿黄浦江岸线长约 ３．７公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２３３．８公顷。

３ 宝山区罗店中心镇新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Ａ１－４地块局部调整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３５号
２００９．４．３０

４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经济适用房选址地块
控制详细规划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４０号
２００９．５．１５

涉及祁连地区、大场肉联厂、高境等３个规划基地，总用地
面积约２２４公顷。

５ 宝山顾村配套商品房基地拓展区
（ＧＣ－Ｃ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５４号
２００９．５．２７

东至沪太路、西至 Ａ１３高速公路，南至宝安公路、北至
Ｇ１５０１（Ａ３０）高速公路，用地面积１０平方公里。

６ 宝杨路３３２０号保障性住房控制性详
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７１号

２００９．７．３
北至沙埔、西临已建成的宝启公寓小区、南至规划道路、东
至杨盛河，总用地面积约３４８１０平方米。

７ 宝山盘古路南侧、同济路东侧地块控
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９２号
２００９．９．１５

东至同济路、南至老市河、西至企业边界、北至盘古路，总
用地面积１．３６公顷。

８ 宝山区杨行镇?川路西侧、水产路北
侧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９３号
２００９．９．１５

东至?川路、南至水产路、西至规划林安路、北至规划红林
路，总用地面积４８７４公顷。

９ 宝山区大场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Ｈ１
－１４、Ｈ１－１９等地块局部调整方案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９８号
２００９．９．２４

东至沪太路、西至真华路、北至环镇南路、南至汶水路，用
用地面积约２１４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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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规划名称 编制设计单位 批准文号及批准日期 规划范围

１０ 宝山区顾村镇上海新格金属厂地块
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１００号

２００９．９．１２
东至富长路、西至地块边界，南至 Ｓ２０（Ａ２０）高速公路、北
至水产西路，总用地面积约１４７５公顷。

１１
宝山区淞南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Ｄ１－０３、Ｄ１－０５、Ｄ１－０６、Ｄ１－０７、
Ｄ１－０８）地块调整方案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１０４号

２００９．９．２８
北至长江路、南至淞发路、西至规划长江南路、东至淞肇
路，总用地面积１２１５７０平方米。

１２ 宝山区顾村公园特定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１０５号

２００９．９．２９
东至沪太路，南至外环线Ｓ２０（Ａ２０）、?藻浜，西至区界，北
至沙浦，总用地面积为６１５平方公里。

１３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中心镇新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１０６号

２００９．１０．８

东至潘泾、南至杨南路、西至沪太路、北至月罗公路，用地
面积约６８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３．４平方公里，森林、
湖泊区３４平方公里。

１４ 宝山顾村镇基地“四高”示范居住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院
沪府规［２００９］１０８号
２００９．１０．１５

北起宝安公路、南到沙浦、西始陆翔路、东至沪太路，总用
地面积为１１６２３公顷。

１５
上海市配套商品房顾村一号基地
（上海馨佳园）Ｂ４地块修建性详细
规划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９］１号
２００９．１．１

东至菊盛路、西至韵山路、南至沪联路、北至潘广路，规划
总用地约为８５４公顷，其中，住宅组团用地８．０１公顷，绿
地面积０５３公顷。

１６ 上海市“旭辉依云湾小城”修建性详
细规划（调整）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院
上海现代华盖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

宝府［２００９］２号
２００９．１．１

１７ 宝山区罗店镇天平村村庄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宝府［２００９］２７号
２００９．１．２９

东至月浦镇交界、西邻义品村、北接罗泾镇、南至光明村，
规划村域总用地面积２６４．９公顷。

１８ 宝山区大场镇经纬城市绿洲 Ｇ地块
总平面方案

上海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

宝府［２００９］４１号
２００９．３．１０

东至沪太路、西至桃浦、南至锦秋路、北至纬地路，用地面
１０．８７７３公顷。

１９ 宝山区罗泾镇塘湾、洋桥、新陆等三
个村庄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宝府［２００９］４５号
２００９．３．１９

以各行政村为界，其中塘湾村为１７８．２公顷，形成一田园
生态旅游为主的生态农村社区；洋桥村１６９．２公顷，形成
具有一定公共服务功能、以乡村休闲娱乐和田园旅游经济
为主的中心村；新陆村１４６．９公顷，依托都市新材料研发
产业，发展水库生态和田园生态旅游经济的新型农村
社区。

２０ 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局部修编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宝府［２００９］６７号
２００９．６．６

２１ 宝山区罗店镇Ｂ７、Ｂ８地块修建性详
细规划

上海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宝府［２００９］６８号
２００９．６．６

东至罗溪路、西至罗太路、南至祁北路、北至罗新路，规划
总用地面积约１６．８公顷，其中住宅组团约１１．４６公顷，基
础教育用地约０．７２公顷，社区级社会服务设施用地约０．
７７公顷，绿地面积约２．３８公顷。

２２ 祁连山路、丰翔路地块居住小区总平
面方案

上海思纳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９］７２号
２００９．６．１６ 西至祁连山路、北至丰翔路，用地面积３０５０５．６平方米。

２３ 宝山泗塘小区（暂用名）修建性详细
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上海弘维建筑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

宝府［２００９］７４号
２００９．６．２３

东至北泗塘、西至泗塘村现状住房、南至铁路线、北至友谊
路，用地面积约７．６５公顷（其中 Ａ地块用地面积约为３．
４６公顷，Ｂ地块用地面积约为４．１９公顷）。

２４ 宝山区罗泾“海上御景苑”修建性详
细规划

上海经纬建筑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９］８３号
２００９．７．２８

东至罗宁路、西至荻泾、南至陈川路、北至潘沪路。规划总
用地面积１７９３２１４平方米。

２５ 朗诗美兰湖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上海联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９］９２号
２００９．８．３

东至荻泾、南至陶浜、西至罗太路、北至规划道路，规划总
用地面积约为６２８５９２平方米。

２６ 罗店交通枢纽综合开发项目规划总
平面图方案

同济规划设计院
宝府［２００９］９３号
２００９．８．３ 东至罗分路、南临美丹路、西达沪太路。

２７ 宝山区罗店镇罗南社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大域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２号
２００９９．５

东至荻泾、南至Ｇ１５０１（Ａ３０）、西至沪太路、北至杨南路，规
划总用地面积约为７９公顷。

２８ 宝山区月浦镇沈巷社区局部带征地
控制性详细规划

宝山区规划设计院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６号
２００９９２６

东至杨盛河、南至月罗公路、西至?川路、北至安南学校和
规划月浦青坎线，总用地面积为２８３公顷。

２９ 罗店镇Ｄ２－２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总
平面方案

宝府［２００９］１１４号
２００９１１４

东至抚远路、南至美丰路、西至规划路、北近月罗公路，基
地总用地面积９６８４２平方米。

３０ 杨行镇梅林路地块改造方案
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沪）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２００９１２７

东至杨盛河、西至梅林路、南至桃源港，用地面积约１４２
公顷。

３１ 宝山区罗店镇罗南小区（暂名）控制
性详细规划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院
宝府［２００９］１３１号
２００９１１６

东至潘泾东侧规划道路、南至 Ｇ１５０１（Ａ３０）公路、西至荻
泾、北至规划杨南路，规划总用地面积约２２８平方公里。

３２ 上海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
规划

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院
宝府［２００９］１３２号
２００９１１４

东至北?川路，西至潘泾路、潘泾，南至宝钱公路，北至新
川沙河、飞跃路，规划总用地面积约１２７１２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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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地名命名一览表

　　根据《上海市地名管理条例》，下列地名经市、区地名管理部门批准，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所在地 相 对 位 置 及 范 围

１ 逸景佳苑 高境镇 东沿逸仙路，南邻高境二村（殷高西路）。

２ 滨河华城（扩大） 大场镇 东沿真北路，南至汶水路，西迄真大路。

３ 新月明珠园 月浦镇 东沿塔源路，西邻云林路，北迄古莲路。

４ 上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 顾村镇 东沿顾太路，南邻顾陈路，西至沪太路，北近外环Ｓ２０（Ａ２０）。

５ 上海智力产业园 庙行镇 东沿共和新路，西至南
!

藻路（南段），南近南
!

藻路，北临
!

藻浜。

６ 新民商务大厦 杨行镇 东沿北泗塘，南近规划路。

７ 白荡河路 顾村镇 东起潘泾路，西至电台路（规划朝北延伸段）。

８ 苏家浜路 顾村镇 东起潘泾路，西至电台路（规划朝北延伸段）。

９ 宝荻路 顾村镇 南起宝安公路，北至友谊西路（规划路）。

１０ 顾新东路 顾村镇 东起潘泾路，西顾太路。

１１ 福尔大厦 淞南镇 西临军工路，北至长江路。

１２ 东鼎国际商务大厦 杨行镇 东沿北泗塘，南至湄浦路，北临漠河路（规划）。

１３ 制革路 大场镇 南起南大路６９９弄，北至走马塘。

１４ 泰兴桥路 吴淞镇 南起泰和路，北至泰和７１７弄９９号路。

１５ 栀子花路 吴淞镇 东起海江一路，西至海江二路。

１６ 安淞路 吴淞镇 南起安达路，北至安达路２４７号。

１７ 君子兰路 吴淞镇 南起宝山区信访办，北至友谊路。

１８ 方正路 吴淞镇 南起友谊路，北至西门街。

１９ 呼兰西路 庙行镇 东起共和新路，西至规划富长路。

２０ 泾勋路 罗泾镇 南起潘川路，北至飞跃路（延伸段）。

２１ 泾灿路 罗泾镇 东起泾勋路，西至罗东路。

２２ 飞跃路 罗泾镇 东起北
!

川路，西至罗东路，延伸后，东起北
!

川路，西至长建路。

２３ 泗塘路 杨行镇 东起泗塘村１０号仓库，西至铁力路。

２４ 锦友路 杨行镇 南起湄浦，北至富锦路（Ｇ１５０１辅道）。

２５ 锦爱路 杨行镇 南起湄浦路，北至富锦路（Ｇ１５０１辅道）。

２６ 白沙园路 杨行镇 东起江杨北路，西至杨泰路。

２７ 长临路 庙行镇 南起南
!

藻路，北至
!

藻浜。延伸后，南起临汾路，北至
!

藻浜。

２８ 海上御景苑 罗泾镇 东临罗宁路，西濒荻泾，南至陈川西路，北达潘广路

２９ 阳光迪金阁 顾村镇 东沿顾太路，南近外环线绿化带，北临顾新路。

３０ 上置香岛原墅 罗店镇 东至抚远路，南临美丰路，北近宝安公路。

３１ 宝虹水岸景苑 杨行镇 东临杨盛河，南近沙铺，西靠
!

川路。

３２ 朗诗绿岛园 罗店镇 南临罗芬路，北近月罗公路。

３３ 中裕豪庭 大场镇 西近祁连山路，北至环镇北路。

（张明是）

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是宝山城乡建设和管

理全面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年，年

内采取抢抓机遇、加强联系、争取项目、

落实责任、领导包案、现场办公、靠前指

挥、破解难题、加强督查等举措，着重打

好重大市政工程、滨江带开发建设、迎世

博６００天行动、重点基建工程、市大型社
区市政配套协调推进工程“五大战役”。

精心组织春运工作，做到早部署、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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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早落实，春运工作开展安全有序，被

市评为春运工作先进集体。组织实施西

朱１００户基地、顾村１６平方公里、大场
老镇、上海大学基地等７户居民的强制
拆迁工作，为重大工程顺利实施创造条

件，强制拆迁量为近１０年之最。作为全
区迎世博６００天总牵头和推进单位，集
中全力打好迎世博环境整治攻坚战，按

照市、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要求，全面开
展道路、交通、工地、燃气等整治工作，获

市迎世博公共管理贡献奖。

上图：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改扩建一期门急诊大楼

下图：１１月１８日，华山医院北院在顾村镇开工建设
　 　摄影／浦志根

■城市建设管理　全区年内在建工程项
目２４８个，总建筑面积６３０万平方米，创
历史新高；全年竣工备案项目１５８个，建
筑面积３４１４万平方米；共发出质量隐
患整改通知单１３２份、安全隐患整改通
知单１０３份，实施行政处罚２０件，共处
罚金 ３３１万元。２００９年是“管理提升
年”，重点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注重提高

管理质量和效能，强化服务和和谐目标，

落实技术、经济、行政评审工作机制，对

１６４个区域建设项目严格按照规定进行
评审。创新机制，优化流程，对委属单位

的市政、公路、交通等大中修项目实行

“项目并列、提早加入、合并审批、缩短流

程”的“并联捆绑”式审批，提高办事效

率。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

开辟“绿色通道”，加强服务指导，优化

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对小型项

目办理公开招标时间由２０天缩短到１０
天内完成，为项目提早开工创造条件。

严格招标文件及补充文件的备案管理，

实施对专家评标的评估制度，建立宝山

区评标专家不良行为“黑名单”制度。

制定《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方案》并

组织落实推进。加强道路网格化管理，

全年市政、公路发现道路病害信息１３８８４
条，属 于 职 责 范 围 内 的 处 理 率 达

９９４％。注重加大对建筑领域安全隐患
的整治力度，“６·２７”闵行发生楼房倒
塌事件后，对全区在建的高层建筑、沿防

汛墙、现场堆土施工作业的工程项目进

行排摸，对区域内５６个在建工地进行地
毯式大检查，对重点工地实施跟踪监控。

开展争创优质工程和文明工地活动，全

区有４１个工程申报区优质结构工程，其
中１１个申报市优质结构工程；４１个工
地申报区文明工地，其中有８个申报市
文明工地。全年区建设工地发生伤亡事

故１起，死亡１人，比上年下降７５％。

■重大市政工程建设　全年项目总投资

１３０６６亿元，完成沪太路改建及绿化整
治工程，全线通车；同济路下匝道、真北

路、环镇北路、罗北路、军工路地面道路

工程竣工；?川路 Ａ３０人非立交主体工
程竣工；轨道交通７号线主线段竣工通
车；西干线工程规定任务全部完成；潘泾

路三期部分结构贯通；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基本完成腾地；陆翔路开工建设；镜泊

湖路、富长路、康宁路、临江大道加快推

进；宝安公路、Ｓ７公路、Ｓ６公路、Ｇ１５０１
隧道、长江路越江隧道各项前期工作有

序推进。

■重点基建工程建设　宝山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改扩建工程一期门急诊大楼（地

上３层、局部４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
为１４２２１平方米）于年底前竣工交付使
用。武装部民兵训练基地年前基本竣

工。７月２７日，宝山区体育中心及图书
馆改造工程开工，总投资４５４亿元，建
筑面积８２９９８平方米。１１月１８日，华山
医院（北院）开工建设，总投资匡算４４
亿元，建筑面积７２万平方米。河口科
技馆年底实现结构封顶，总投资１９９亿
元，建筑面积７７０７平方米。年初，法院、
检察院大楼和大场医院举行奠基仪式。

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配套“一关三检”

工程加紧推进，码头引桥和码头主体年

内实现结构贯通。

■公共交通和交通环境　年内新辟公
交线路７条，调整延伸公交线路１０条，
改制单一票价线路２条，延长营运时间
线路４条；新建公交候车亭６０个，新建
公交站点４个，更新高等级公交车１５２
辆。率先在全市开通“社区巴士”，全面

实现全区１１１个行政村“村村通”公交。
成立庙行、大场等 ４个镇的道路服务
社，新增停车路段 ７条，开设停车泊位
２１１只。投放４００辆公共自行车，形成
多层次、多类型更加便民的公共交通体

系。规范从业者经营资质，确保辖区港

口、码头正常运作，对 ７７户水路运输
（服务）企业进行年度核查，其中７３户
通过核查，歇业４户。开展水上安全专
项检查和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出动海

巡艇 ４４８８航次，查处违章 ６６５５起，行
政处罚２９０２４万元。春运工作开展安
全有序，春运期间安全运送旅客５７５９
万人次。

■迎世博６００天环境整治行动　市与区
签约确定的规定动作全部完成，完成市

政道路整治８３７公里，其中车行道整治
５３６万平方米，人行道整治９７万平方
米，人行隔离栏２８５公里；累计公路整
治达４８８公里，面积６４７平方米，统一
规范路名牌 １０４０块，国道路名牌 ４６８
块，道路无障碍改建３０条（段）。区自选
道路整治基本完成，完成市政道路整治

２８９公里，其中整治车行道４０万平方米
（１００％），整治人行道 ８１万平方米
（１００％），护栏整治４３９０米（１００％）；公
路整治 ５７７公里，面积 ４０万平方米。
全面完成重点任务聚焦网（８个公交枢
纽站、长途客运站）整治，并落实长效管

理措施。全面完成五路［沪太路、Ｓ２０
（Ａ２０）泰和路、泰和西路、共和新路、?
川路］专项整治。区建交委获“上海市

迎世博公共管理贡献奖”、区第三个百日

“流动红旗”。

■建设项目招投标　全年完成报建项目
３３１个，总投资４６８亿元；施工发包３２９
个，发包价２８９亿元；发放施工许可证
１５４张，工程造价２２７亿元。对应公开
招标的１２４个项目全部采用工程量清单
招标，招标率和公开招标率继续保持双

１００％；９２个财政投资小型项目全部采
用公开招投标，更好发挥财政投资的社

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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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政府实事项目　年内提前完成宝
钢、月浦地区１７０５５户居民的煤气内管
改造，收到居民赠送锦旗７面、表扬信６
封；对２８次管道占压进行整治，及时消
除不同程度渗漏气８１８处；为７０岁以上
老人免费更换燃气金属管１０２８８户；完
成燃气安检２１１８万户，上门服务３３１８
户，有效防范燃气事故发生。排摸梳理

出全区 ５２条无名道路，并将其中的 ２１
条纳入市政设施管理范围。共富路、环

镇北路、龙镇路增设非机动车道和同济

路增辟公交专用车道的排堵保畅工程全

部完成。基本完成西朱 １００户动迁工
作。 （何　飞）

７月，整治后的庙行景观河道段浦河 摄影／尹晓信

水务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水务建设与管理
工作围绕迎世博这条主线，抓好区域水

环境整治，制订出台《宝山区河道养护管

理办法（试行）》等３项管理制度，完成３
条骨干河道综合整治、１５条黑臭河道综
合整治、１２７条中小河道整改提高。建
立水务设施巡查机制，结合安全生产“三

项行动”专项治理，定期对骨干河道、水

闸、海塘、防汛墙等主要设施进行巡查，

确保水务设施保持良好运行状态。完成

月罗路、罗北路和石太路污水干管建设，

完善北部地区污水管网建设；完成９８个
住宅小区８３３万平方米和８９０个企事业
单位内部雨污水分流工作；完成农村

６９０９户农户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农田
保护区范围内生活污水集中处置达

５０％；完成张庙、高境、吴淞等地区４７处
积水点改造。建立水务稽查制度，定期

对骨干河道、防汛墙、海塘等主要设施进

行巡查，全年共查处水事违法案件 １０４
件，立案２５件，移送案件６件，责令整改
７３件，水事巡查６２５人次，与城管、海事、
环保等部门联合执法１７次。在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中，获市文明委第二个１００天
迎世博“环境整治贡献奖”、区第四个

１００天行动流动红旗。

■河道整治　年内完成练祁河、马路河
三期和顾泾河二期等３条骨干河道综合
整治主体工程，提高河道引排水能力，河

道环境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完成潘泾、北

泗塘等河道应急护岸工程建设，河道水

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河道两岸百姓的

居住安全得到保证；完成１５条段、３４公
里黑臭河道综合整治，有效遏制河道黑

臭现象，区域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河

道水质发生显著变化，河道环境面貌得

到进一步提升。

■河道管理　全年围绕“岸景、坡稳、水
清”的治水目标，因地制宜抓好水景观建

设，完成１２７条中小河道的整改提高，区
域河道形成了美兰湖水系、吴淞工业园

区水系、月浦镇游艇码头等一批水景观

片；罗泾镇塘湾村、合建村、罗店镇张墅

村、月浦镇聚源桥村等一批河道生态点；

新槎浦、桃浦、西弥浦、荻泾、马路河、杨

盛河等一批景观河道，初步塑造出人居

和谐、设施完善、布局合理的宝山滨江水

系。先后制订出台《宝山区河道养护管

理办法（试行）》等３项管理制度，建立
河道巡查与考核机制，利用河道 ＧＩＳ网
络平台，实行网格化管理模式，区域中小

河道长效管理机制得到完善，全区河道

管理基本实现全覆盖，初步形成专业化、

科学化的长效管理模式。

■截污治污　年内完成月罗路、罗北路
和石太路污水干管建设，完善北部地区

污水管网。完成北部五镇第四轮环保三

年行动计划１８６公里污水二级管网敷
设，配合市排水公司抓好西干线支线建

设，启动罗溪路、集贤路二级管网和罗南

泵站、小川沙泵站建设。完成９８个住宅
小区８３３万平方米和８９０个企事业单位
内部雨污水分流工作，实现区域污水纳

管率从６０％提升到 ７０％的目标。完成
６９０９户农户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农田
保护区范围内生活污水集中处置达

５０％，从源头上解决农村生活污水出路
问题。

■防汛抗台　根据防汛工作需要，增加
防汛物资储备，从组织结构、预警、应急

响应等方面对防汛预案进行优化，使预

案更具实用性和操作性。完善防汛管理

网络，做到责任到人、分工明确，结合安

全生产“三项行动”，定期检查消除隐

患。年内汛期特点是雨量大、高温天数

多，全区汛期先后遭受５次普降暴雨和
强对流天气，由于指挥得当、工作到位、

措施有力，全区没有造成大面积积水，实

现安全度汛。

■管道设施养护　全年共疏通雨水管
８９６公里、污水管１７２公里、连管１９０公
里、窨井５２９９４座、进水口６９０９８个。完
成张庙、高境、吴淞等地区４７处积水点
改造。在参加全市排水管道养护大会战

中，区给排水管理获上海市“迎世博，保

安全，排水管道大会战”先进集体。

■供水设施建设　年内计划完成罗店地
区６０公里小区供水管网改造，实际完成
１００公里，完成率达 １６７％，提高了居民
饮用水质量。完成６０３万平方米小区供
水改造，二次供水管道污染问题得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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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开展节水型小区建设，配合区文明

办做好节水型文明小区创建，年内创建

５６个节水型小区、１个示范小区。

■海塘、防汛墙建设　上半年，按节点完
成宝杨路码头圈围工程终验。１１月，启
动宝山国际邮轮码头陆域防汛体系封闭

工程建设。年内完成 ４６０米海塘岁修
（含小沙背水闸维修），完成荻泾、杨盛

河、北泗塘３座水闸维修，协助市水务局
完成２０５５米黄浦江防汛墙维修，消除部
分设施安全隐患。

!""#

年宝山区市政道路设施量汇总表

道路类型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市管市政道路２条 ９４３ ２０７１ —

区管市政道路１７７条 ２１８２１ ５１８２７ １１８

其中：主干道１０条 ３８２０ １３０４２ ３０

次干１２条 ３０５７ ８０１４ ２２

支路１５５条 １４９４４ ３０７７１ ６６

镇管市政道路１２８条 ９２２５ １０４９３ ３４

合计：３０７条 ３１９８９ ６４３３７ １５２

■水文测报　定期公布水文测报，实施
水利控制片及区域?藻浜、走马塘等骨

干河道 ３１个水质监测点，进行 ３７２次
水质监测，对新川沙、新石洞等 ３个长
江引水口完成 ３１８８次氯离子监测，为
河道管理、区域河道水质提高提供科学

依据。

■水务规划　年内配合有关部门完成沪
通铁路、Ａ１７公路、陆翔路、滨江大道沿
线水系梳理，协调配合月浦镇沈巷社区

市政配套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参与华山

医院北院布局方案设计。对“十一五”

水务规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启动水务

（海洋）“十二五”规划前期工作。

■水务行政许可　全年完成蓝线划示
５３４件，行政许可审批１１３件，其中水利
类８２件、排水类３１件，配合市局办理３０
件，行政许可结果根据政府信息公开要

求在区水务网上公布。

■管道养护网格化管理　抓好管道养护
范围网格化管理，全年接单处置管理事

件、部件 ８３７件，其中事件 ３８件、部件
７９９件，部件中绝大多数为道路雨水井
盖、雨水篦子损坏及缺失，处置率和及时

率达到１００％。配合区网格化中心完成
逸仙路高架沿线缺失窨井盖的维修。

■工程质量监督　全年完成水务在建项
目工程监督５７项，其中河道整治９项、
农田水利７项、市政排管纳污９项、居民
小区雨污水翻排 ７项、农村生活污水 ３
项、水闸维修 ３项、防汛墙码头工程 ２
项、海塘维修３项，所有工程经核定均为
合格以上，无安全质量事故。

■增设宝山区海洋局　１２月，区水务局
增挂宝山区海洋局牌子，在原履行水

利、供水、排水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增加

海洋管理职能，负责区域海洋资源可持

续利用，审核海域使用申请，实施海域

权属管理和海域有偿使用管理，综合协

调海洋事务，组织海洋环境调查、监测

和预报工作，协助上海市水务局、上海

市海洋局做好海洋保护与利用规划的

编制。

■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纪
念活动　３月２２日，是第十七届“世界
水日”，３月２２日～２８日，是第二十二届
“中国水周”，在“世界水日”及“中国水

周”期间，区水务局系统干部职工走上街

头，开展多形式的纪念“世界水日”、“中

国水周”及《水法》宣传活动，接待市民

水法咨询，宣传宝山水环境整治取得的

成果，增强全民水患意识、节水意识、人

水和谐共处的意识。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水环境整治行动　
年内完成?藻浜河道拦截设施、桃浦河、

走马塘河道保洁等５１个规定项目和９７４
条中小河道保洁、１５条中小河道综合治
理等１１７个自选项目。在第二个１００天
评比中，水务建设与管理工作获市文明

委迎世博“环境整治贡献奖”；在第四个

１００天行动中获区流动红旗。（尹晓信）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境内共有市政道路
３０７条，总长度 ３１９８９公里，桥梁 １５２
座。其中，市管市政道路２条，全长９４３
公里；区管市政道路１７７条，全长２１８２１
公里；镇管市政道路１２８条，全长９２２５
公里。市政道路综合完好率为９２０１％，
比上年提高 ０３３％。全年投入养护经
费３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６％。其中，
养护维修 ２１８９万元，掘路 ３２０万元，检
测桥梁１００万元，排堵保畅 ２２１５万元，

桥梁重点养护６８７万元，道路重点养护
１１８９万元，道路整治工程１２８亿元，其
他市政工程１５０６万元，迎世博６００天整
治３７８１万元，其它资金项目７２７１万元，
政府历年投资项目７１６万元，委托管理
项目１７３８万元。工程合格率１００％，文
明工地创建率、命名率１００％；沪太路道
路大修工程 １标、２标被评为区建设工
程安全质量标准化达标工地，２８个符合
评选条件的工程被评为区级文明工地。

年内获上海市职工迎世博加强市容环境

建设和管理立功竞赛“五色杯”先进

集体。

■道路维修工程　年内共完成４０余项
道路整治和改建任务，其中，完成逸仙

路、安达路、?川路、鹤岗路、沪太路５项
跨年度大修工程和德都路增辟非机动车

道跨年度项目；完成同济路增辟公交专

用车道工程和龙镇路、环镇北路、共富路

增设非机动车道等４项排堵保畅工程；
完成同济路、殷高路、真华路、双庆路、富

锦路５项重点养护工程；完成沪太路、共
和新路、友谊路、双城路、牡丹江路、永乐

路、淞宝路、樟林路、一二八纪念路、安家

路、庆安路等１１项道路整治工程；完成
泰和路、富锦路、宝杨路、共和新路、牡丹

江路、塘后路、同济路、逸仙路、沪太路各

支路口等９项６００天整治专项工程；完
成宝林二小、县佑街、县前街、通河三村、

牡丹江路２２４弄通道等５条无名道路专
项整治；完成铁通路道路新建工程；完成

５０个公交候车亭建设。

■开展迎世博道路环境整治行动　完成
“规定动作”道路整治 ６２条，包括“整
洁”性质的３７条，“整治”性质的１４条，
“整容”性质的１１条。其中，完成整治车
行道５３６４万平方米、人行道９７５万平
方米、隔离栏２７９万米，整治检查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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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完成“自选动作”项目 ２５个，宝杨
路、淞宝路、双庆路、牡丹江路、双城路等

一批道路列入整治范围。其中，完成整

治车行道４４万平方米、人行道８１２万
平方米、护栏２９９０米，新排侧平石４３４
万米，安装防沉降窨井座１１６２座。逸仙
路—同济路、共和新路—?川路、沪太

路、Ａ２０、Ａ３０等“三纵两横”道路列入重
点整治，完成 Ａ２０化成路至?川路段的
道路整治工作，对 Ａ３０北泗塘河桥重新
进行粉刷，安装护栏３９０米。完成吴淞
大桥桥面及桥南东西辅道、?川路辅道、

安达路、鹤岗路等道路的整治。投入近

１２００万元，推进排堵保畅工程，并更换
新型路名牌 １０４０块，整治指路牌 １９７
块，完成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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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公路情况表

公路类型 长度（公里） 总面积（万平方米） 桥梁（座）

公路１７２条 ３３９４９０ ５６５３０８ ２６４

其中：省道２条 １５０１ ４１９２５ １２

县道５９条 １４４７８ ３４６２８９ １０７

乡道１０１条 １７４９３８ １７１１３３ １４３

村道１０条 ４７６２ ５９６１ ２

■设置非机动车停放点　３月，通过实
地踏勘，并根据实用、美观等功能需要，

在月浦地区进行试安装，设置非机动车

停放点。集中听取区人大、政协、镇政

府、交警等各方面意见后，在４０条道路
上安装非机动车停放车架，并通过油漆

划线方式，共增加非机动车停放点

１３００个。

■桥梁检测　全年对 １５２座市政桥梁
进行检测，桥梁状况指数（ＢＣＩ）平均为
９２分，总体使用性能处于良好状况。其
中，处于良好状态（Ａ级和Ｂ级）的桥梁
有１４６座，占 ９４９６％。区管桥梁共有
１１８座，处于良好状态（Ａ类和 Ｂ类）的
有１１７座，不合格（Ｄ类）桥梁有 １座；
镇管桥梁共有３４座，处于良好状态（Ａ
类和Ｂ类）的有２９座，合格（Ｃ类）桥梁
有３座，不合格（Ｄ类）桥梁２座。

■市政道路行政许可　全年共受理审
批行政许可项目６２８项，掘路计划执行
率为９５％左右。其中，大型掘路４６项，
小型掘路 １８９项，抢修掘路 ２９７项，工
程性掘路３９项，零星掘路２项，违章掘
路补办手续 １７项，开设进口坡 １５处；

临时占路 １５项，面积 １６２５平方米，临
时占路率０２１‰（１５‰以下的指标）。
对大型掘路、在建市政工程文明督查

５２８次，针对护栏未封闭、余土清除不及
时、夜间施工噪音等问题开具整改单１６
份，整改率达１００％。结合全年施工项
目，通过走访与召开管线单位沟通气会

等形式，促成管线掘路工程与大中修工

程同步施工，２４个大中修项目中有 ２０
个实现同步施工。

■市政专业网格化管理　全年共发现
病害９００７起，属于区市政署所辖范围
的有 ６３３５起，署内结案 ６３１６起，处置
率达９９７０％。区市政署属于区城市网
格化管理中心的终端单位，全年共接收

区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心派发的案件９８７
件，结案９８７件，结案率 １００％，在主要
终端单位排名第一；及时处置 ９８４件，
及时率９９６９％，在主要终端单位中名
列前茅。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建设　年内
继续推进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的建

设，完成 ７个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点建
设，５年累计采集点总数达到 １０３个。
实施第五期２０个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点
建设，推进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的平

台化管理，及时上报修复数据，修复损

坏设施，确保各项交通数据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完成２００８年区道路交通信息
状况分析报告及２００９年上半年道路交
通状况分析报告，印发两期区道路交通

状况简报，制订出台《道路交通信息系

统管理办法（试行）》，并年底起试行。

（徐根福）

公路管理
■概况　至年末，区境内公路有１７２条，
比上年增加３０条；全长３３９４９公里，比
上年增加３７８７公里。全年投入建设经
费２４８０１７２万元，比上年增加 ８８８０７２
万元，其中，公路养护及管理７８０３７２万

元、大中修工程 ２６０７万元、迎世博 ６００
天道路环境整治及抢修等工程１１８９１万
元、农村公路建设计划补贴２５００万元，
全部工程合格率 １００％，优良率 ８０％。
年内完成新月翡翠园的声屏障安装，解

决当地居民噪声污染问题。在时间节点

里，完成沪太路搭接口工程，为公路畅通

安全做好基础工作。完成南陈路２３盏
路灯、顾村地区１０座公交候车亭和６只
公交港湾式车站的安装等区政府实事工

程。全年共征收通行费２２７亿元，道口
通行费１８７７万元，追回历年养路费、通
行费４８７万元。

■农村公路建设　全年完成农村公路建
设３８公里。制订出台《宝山区农村公路
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及《农

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农村公路养护

管理考核办法》、《农村公路养护经费补

贴办法和养护资金管理办法》等配套实

施细则。１２月４日，在区公路署挂牌成
立１１个农村公路管理站，标志着区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工作基本完成。

开展“宝山区农村公路建设项目创建区

级文明工地”活动，制定考核办法，通过

月度与定期性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考评

出７个区级文明工地。

■开展迎世博 ６００天道路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　迎世博 ６００天环境综合整治
行动是 ２００９年的重点工作。整治前，
走访街镇，形成合力；整治中，做好安

全、文明施工管理，确保将施工对沿线

百姓、厂家出行的影响降至最低。完成

祁连山路、潘泾路、江杨北路、南大路、

富锦路、泰和西路、水产西路、罗太路

（罗新路～月罗路）、陈广路、富联路、联
谊路、泰联路、聚丰园路、南陈路、业绩

路、月罗路、汶水路、沪太支路、宝杨路、

集宁路等２０条公路的整治，使公路环境
面貌有较大改观。

■公路路政许可　全年共许可审批２１５
起，收取费用４２２５６万元。上路查处超
限运输车辆２４次，共检查１０６辆，查处
超限车６９辆，其中立案查处一般程序２３
起，简易程序 ４６起。提高窗口服务质
量，自行研究开发的掘路许可软件全年

运行正常有序，完成与市公路处路政系

统的数据交换。制定路政业务受理窗口

工作制度，规范行政行为；开展公路行业

规范服务岗位大练兵活动，并获流动红

旗一面。 （李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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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概况　２００９年是宝山区第四轮环保
三年行动计划开局年，宝山环境保护工

作围绕上海世博会召开和上海市创建国

家环保模范城市展开，各项任务完成情

况良好。全年共审批环保项目１５４９个，
其中环境报告书２０个，报告表２９２个，
环境影响登记表１２３７个，试生产９３个，
验收项目１７０个；行政处罚案件１０７件，

处罚金额 ３３２５万元，征收排污费
９０６９９万元；受理环境信访９９２件，处理
９９２件，处理率１００％。全区环境保护总
投资 ４４８７亿元，其中市级财政投入
３６２亿元，区级财政投入１７亿元，镇级
财政及企业与其它资金投入 ２４２４亿
元。年内全区共成功创建绿色小区 ２７
个，绿色学校 １所，环境友好型机关 ２
家。在１０所学校建成无土载培基地。
开展“宝山杯”长三角地区青少年生物

与环境论文竞赛，建成永清路环保宣传

廊。在全区居委会设立环境宣传点，开

展“长江—水学校”宣传活动。基本实

现区域减排目标，环境面貌和环境质量

呈好转趋势，全年区管工业 ＣＯＤ排放量
削减１２３２吨，削减率８０％；二氧化硫
排放量削减２８４５吨，削减率５２％；燃
料煤减少 ６９万吨，重油减少 １３００吨。
区各项指标均提前超额完成国家和上海

市下达的“十一五”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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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表

序号 指　标 单位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比上年增减％ 备　注

１ 统计户数 户 １８３ １４７ －１９７ 　

２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吨 ４２６８６７ ３２５１２４ －２３８ 　

３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 万吨 ４２０６２８ ３１９５９５ －２４０ 　

４ 化学需氧量 吨 ２０３０００ １６８３４２ －１７１ 　

５ 氨氮 吨 １０７３１ ８８６４ －１７４

６ 油 吨 ８１１６ ５０５２ －３７８

７ 氰化物 吨 ０７５ １０７ ４２７ 宝钢分公司增加３９０公斤氰化物

８ 挥发酚 吨 ０５１ ０２９ －４３１

９ 砷 吨

１０ 汞 吨

１１ 铅 吨

１２ 镉 吨

１３ 六价铬 吨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

１４ 废气排放量 亿标立方米 ６２０３７ ５７４０７ －７５

１５ 耗煤量 万吨 ２１１４３ ２０８１０ －１６

１６ 二氧化硫 吨 ７２２７５０ ２４２７９０ －６６４

１７ 烟尘 吨 ８４３１．０ ６５２４．０ －２２．６

１８ 工业粉尘 吨 ６７３６．４ ６９５１．４ ３．２ 宝钢分公司增加３４９吨粉尘

１９ 氮氧化物 吨 ５２４７１．０ ５５５６９．０ ５．９

２０ 工业固废产生量 万吨 １５２０．２ １５３３．６ ０．９

■环境空气质量　宝山友谊地区优良天
数为３３５天（有效天数为３６５），占全年的
９１８％（２００８年为９２３％）；吴淞地区优
良天数为２８３天（有效天数为３５７天），占

全年的７９３％（２００８年为７７０％）；杨行
地区优良天数为２９３天（有效天数为３６５
天），占全年的８０３％（２００８年为７４２％）。
年内区年均降尘量１０５吨／平方公里·

月，超过参考标准，与上年（１１８吨／平方公
里·月）相比，降尘量下降１１０％。酸雨频
率４１１％，与上年（７８６％）相比，酸雨频率
下降３７５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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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环境空气质量各级别分布表

友　谊 杨　行 吴　淞 上海市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Ⅰ １２０ １６７ ３６ ４５ ６４ ６８ １０１ １０７

Ⅱ ２１８ １６８ ２３４ ２４８ ２１７ ２１５ ２２７ ２２７

Ⅲ ２８ ３０ ９４ ７２ ８４ ７４ ３８ ３１

优良率％ ９２．３ ９１．８ ７４．２ ８０．３ ７７．０ ７９．３ ８９．６ ９１．５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骨干河流水质变化图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区域噪声超过６０分贝点位示意图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区域降尘量月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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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年宝山区降水监测统计结果对比表

年份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ｐＨ值 ４．５１ ４．４８ ４．４２ ４．４１ ４．４５ ４．１０ ４．５８ ５．０９

酸雨频率（％） ６２．５ ７２．０ ７８．６ ７５．９ ８９．５ ９４．５ ７８．６ ４１．１

■河流水质　年内共监测区境内骨干河
流２２条，涉及断面６８个，与上年相比，
河流达标率上升２７３个百分点。其中
新川沙河、南泗塘、沈师浜、顾泾４条河
流的水质轻微改善，其余２１条河流的水
质基本不变。２２条河流中１１条达标、１
条黑臭，黑臭河流为小吉浦。６８个断面
中３０个达标，３个黑臭，黑臭的断面均位
于?南地区，分别为桃浦汶水路桥、小吉

浦三门路桥、小吉浦殷高路桥。练祁河

罗店境内的金星桥、联杨路桥断面水质

稍差，超出Ⅳ类水质标准，其余断面的水
质均能达到Ⅳ类水质标准。蕴藻浜各断
面的水质与上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

的好转，但由于中段有其他水质差的小

河流流入，造成各断面水质与往年一样

呈两头好、中间差的状况。

■环境噪声　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
效声级 ５４０ｄＢ（Ａ），夜间为 ４８５ｄＢ
（Ａ），昼间比上年下降０２ｄＢ（Ａ），夜间
比上年下降０３ｄＢ（Ａ）。在所测试的６９
个点位中，有 ５８％达到 ０类标准，有
３７７％达到 １类标准，４２０％达到 ２类
标准，１０１％达到３类标准，４３％达到４
类标准。道路交通噪声昼间等效声级

７３９ｄＢ（Ａ），比上年下降１５ｄＢ（Ａ）；夜
间等效声级 ７００ｄＢ（Ａ），比上年下降
１５ｄＢ（Ａ）。二类功能区的昼间噪声等
效声级为５６１ｄＢ（Ａ），夜间噪声等效声
级为 ５１０ｄＢ（Ａ），分别比上年下降
３０ｄＢ（Ａ）、０５ｄＢ（Ａ）。三类功能区的
昼间噪声等效声级为６１４ｄＢ（Ａ），夜间
噪声等效声级为５７０ｄＢ（Ａ）；四类功能
区的昼间等效声级为６９３ｄＢ（Ａ），夜间
为６７４ｄＢ（Ａ）。全区范围内噪声达标区
创建和已创建区域通过市局验收和

复验。

■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启动　年内
是宝山区年内启动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

计划，该计划列入宝山区第四轮环境保

护和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０９年度的
项目任务共１７３项，涵盖水环境治理与

２７１

环　境



保护、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噪声、固体

废物治理、工业污染治理、循环经济与清

洁生产、农村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区域

网格环境整治、吴淞工业区环境深化整

治、环境保护公众参与九个领域。全年实

际实施项目１７１项（其中有２项因规划调
整原因，暂时取消），全面完成１５５项，完
成率达到９０６％，还有１６项任务因动迁、
项目审批、资金等原因未能按计划节点完

成，但均已启动实施，并将项目结转至下

一年度继续实施。宝山区纳入上海市第

四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专项任务共３２项
（富锦工业区和罗店镇现代服务业基地

污水纳管项目因规划调整原因暂缓实

施），其中重点建设类项目９项，管理类项
目２３项。至年末，有２４项任务全面完成
年度计划，完成率为８００％。

■水环境治理与保护　区域骨干河道整
治进程加快，练祁河、马路河、顾泾河综

合治理全面完成。开展河道黑臭专项治

理工作，１５条区域创模河道得到综合治
理，整治长度达 ３４１７９公里，新建河道
护岸７５１１公里，疏浚河道土方１２１１９
万方，新植河道绿化３８９５万平方米，敷
设河道截污管道 １５５公里。截污内管
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完成月罗路和罗北

路污水管网建设，共敷设管道１１１１公
里；完成北部五镇罗溪路、集贤路等

１６８公里二级污水管网和罗南泵站、小
川沙泵站建设。完成９８个小区８３３２８
万平方米和８９０个企事业单位内部雨污
水分流工作。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置工

作稳步推进，完成３１０４户农户的生活污
水集中处置。区域污水纳管率从 ６０％
提升到７０％。

■大气环境治理与保护　有序推进脱硫
工作，宝钢电厂３号锅炉烟气脱硫装置
完成调试，广裕精细化工厂、粤海纺织印

染有限公司等企业７台１０吨以上锅炉
完成脱硫改造，有 １３家企业的 ２６台 ４
吨以下锅炉同步实施脱硫改造，跃龙新

材料有限公司锅炉被停用。加强扬尘污

染控制，建立由区环保局、建交委、市容

局、房地局等１１个职能部门联动的区域
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平台，共同开展 １１１
平方公里扬尘污染控制区的长效管理，

完成宝山工业园区、杨行工业园区的扬

尘控制区创建工作。

■实施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　年内完成
对上海昊华聚苯乙烯有限公司、上海汉

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等２０余户企业环
境设施综合治理。企业废水、废气稳定

达标排放不断强化；动态３３０家排放重
点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污染指数保持

稳定并呈下降趋势，从 ２００６年的 ４０３０
点下降到４０２５点。３７家企业污染指数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关停并转８６家污染
指数高的企业。淘汰落后生产线，全年

共关闭或搬迁４６户生产工艺装备落后
企业。日处理５００吨的宝山神工生活废
物综合处理厂按计划实施建设，该项目

建成后，全区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

达到３５％。宝山区循环经济发展工作
方案得到市发改委批准，有重点地选择

电镀、药业、造纸、水泥等行业的肖泾电

镀厂、复星朝晖药业有限公司、诺斯克泛

亚潜力纸业有限公司、海豹集团有限公

司４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试点审核。除
复星朝晖药业有限公司，另三家已完成

清洁生产试点审核的验收。

■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年内完成
月浦镇、罗泾镇、罗店镇、顾村镇４个镇
２２９７户农村村庄改造，并通过市级验
收。高境镇、顾村镇“全国环境优美乡

镇”通过市级复验。投资９６万元，对罗
南奶牛场４０００平方米畜禽棚舍进行改
建并完成雨污水分离。完成炮台湾湿地

森林公园二期建设，顾村公园一期已于

１０月１日建成对外开放，罗溪公园改造
全面完成，智力产业公园一期建设基本

完成。完成滨江景观带建设方案优化，

进入编制工程可行性报告程序。

■区域网格环境整治　重点推进全区共
１６１个网格中的 １９个网格进行环境整
治，涉及２８项具体整治项目，整治面积
２８０７平方公里。年内完成２６个项目，
完成率 ９２９％，使占全区总面积 ９６％
的网格环境等级得到提升。与上年相

比，全区新增一个黑色网格，减少８个红
色网格，重、中污染区域面积减少 １６６
平方公里；黄色网格增加６个，绿色区域
面积增加４８８平方公里。全年区域整
体网格等级由橙色提升为黄色。

■吴淞工业园区环境深整治　年内，?
藻浜以南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全面启动，

完成宝钢电厂１台３５０千瓦机组烟气脱
硫改造。宝钢分公司１、２号烧结增设烟
气脱硫装置改造完成可研报告并进入报

批阶段。对特殊钢分公司、天通磁业有

限公司、冠达尔钢结构有限公司３家企
业实施环境改造项目，实现稳定达标排

放。结合淞浦路、淞浦码头等无组织扬

尘点的综合整治，建成３８６０平方米的绿
地面积。 （赵晓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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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绿色创建小区名单

序号 街　道 小区名称 验收级别 创建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友谊路街道

吴淞街道

张庙街道

顾村镇

高镜镇

淞南镇

宝山二村

宝钢九村

泗东小区

吴淞社区一纺居民区

通河七村一居委

昌鑫时代花园

新顾村大家园Ａ区

天极盛宅

高镜一村

逸仙二村第五居民区

嘉骏香山苑

新逸仙公寓

区级验收通过 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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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街　道 小区名称 验收级别 创建时间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大场镇

庙行镇

杨行镇

月浦镇

罗泾镇

罗店镇

祁连和泰苑

和乾苑

大华五村一居

联合居委

和欣国际花园

馨康苑

宝启花园

杨泰春城

柏丽华庭

宝地绿洲

禄德花苑

新月明月苑

新月明星苑

罗泾一居委

罗溪花苑

区级验收通过 ２００９年

!""#

年宝山区创建绿色机关名单

序号 机关名称 验收级别 创建时间

１ 宝山区综治办 区级 ２００９年

２ 宝山区６１０办公室 区级

３ 宝山区水务局 区级

（赵晓怀）

市容环卫管理
■概况　２月，按照宝山区机构改革工
作部署，由原区市容局、城管大队和绿化

局三家单位合并成立区绿化市容局。５
月，区政府确定区绿化市容局的主要职

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下设党政办公

室、组织宣传科、综合计划科、环卫管理

科、市容管理科、规划建设科６个科室，
机关编制３４人。年内全系统共引进各
类管理技术人员２１人，招录沪籍一线职
工１８人。实施环卫企业年金制度，提高
环卫职工养老待遇。全年共受理市容环

境卫生投诉８５６件，处理率１００％，满意
率９６５％。组织窗口服务行业迎世博
培训１６次，考核合格率９８％。举办《市
容条例》和迎世博“三·五”行动等大型

宣传活动。举行首届市容环卫职工文艺

汇演，第二届绿化市容、城管执法职工运

动会。

■绿化市容局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将迎
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列为年内中心任务和
“三重工作”，完成１１项规定任务。（１）
净化立面空间。拆除户外广告设施

３６９３块，其中楼顶墙面广告５６９块、高炮

广告８４个、地面广告３０４０块。拆除“一
店多招”２２４４块，改造提升店招店牌
２６０７块。（２）开展综合整治。整治中小
道路 ４８条，整治轨道交通和国省道 ５
条，整治轮渡码头渡口３个、公交枢纽站
７个、长途客运站１个。新增公厕２０座，
社会单位厕所对外开放１５座，配置流动
厕所２座。建立“有序设摊”差别化管理
区域３个、疏导点１处。清除建筑渣土
历史堆积量 １４万吨。（３）整治重点道
路。逸仙路—同济路和共和新路—?川

路实施道路整修１４４万平方米，调整改
造绿化１２９８万平方米，清除各类暴露
垃圾９７万吨，清洁建（构）筑物立面和
围墙６０余万平方米。拆除户外广告设
施３８４块，整治店招店牌 ３２０块。在第
三个１００天行动考评中，名列委办局第
一名，获得区委区政府颁发的流动红旗。

■景观灯光建设　全年共投入景观灯光
建设资金６５９３万元，其中景观灯光建
设专项费４６８６万元、市容整治专项费
１２８６万元、迎世博聚焦资金６２１万元。
完成７个景观灯光建设项目，包括恒鑫
公寓、海淞苑、宝山电力办公楼、宝山海

关Ｈ９８６办公楼，永清公园外侧公共绿

地、宝杨路同济路口公共绿地、牡丹江路

西侧水产路至淞宝路公共绿地，建成灯

光楼宇８幢、灯光绿地１１７７万平方米、
灯光小品４处。通过建设补贴和电费补
贴等方式，启用逸仙路 ＳＣＴ集团办公楼
宇灯光、高境商务大楼楼宇灯光等社会

灯光项目。

■渣土专营整治　年内对渣土运输处置
市场开展以渣土专营为核心的整治活

动。确定区渣土运输政府指导价为０９０
元／公里·吨，渣土处置价格为２５元／方
（可上浮１０％），农商行和农业银行为区
建筑渣土运输和处置专用账户所在行，

海淞公司为区建筑渣土运输专营企业，

渣土行政许可为建设工程安监许可前置

条件，浏河洋桥为区指定卸点。自９月
以来，海淞公司承运１５个建设项目和３０
余个市政道路工程渣土运输项目，签订

专营合同４５份，涉量１００万吨。

■世博园区环境服务　区绿化市容局下
属东晨公司以道路组团式保洁法为品

牌，积极参与世博场馆保洁。４月３日，
东晨公司参加上海环境实业有限公司召

开的《中国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环卫保洁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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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营服务意向征集书》发布会，被确

定为世博会片区道路广场保洁维护服务

的意向加盟单位。公司组织编写保洁项

目运营方案书，在世博园区保洁竞标中

获得技术评标第一。７月２３日，东晨公
司收到上海环境实业有限公司的确认

函，正式确定成为世博园区环境服务的

５个加盟商之一，负责 Ｃ片区道路广场
保洁业务，作业面积约３０３万平方米。

■环卫设施设备建设　年内完成８座老
小区压缩站建设任务，加快镇区压缩站

建设，在罗泾中转站启用生活垃圾压块

机，提高垃圾压缩收集率。推进大场、顾

村、罗店、高境等区域的环卫停车场和办

公业务用房建设。泰和路环卫码头办公

大楼建成，除臭喷淋设备投入使用，市容

信息中心大楼开工建设，对６座道班房
和５座环卫公厕进行大修。 （毛荣峰）

城管监察执法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城管大队以“打基
础、促突破、树形象、谋发展”为思路，紧

扣迎世博６００天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重点，在执法人员少、整治任务重、工作

要求高的情况下，着力破解难题顽症，城

市环境秩序有了较大改观。全年新增更

新执法车辆３辆，增添一批执法取证设
备、视频监控设备。年内继续创建规范

化分队，在巩固完善大队质量管理体系

的基础上，按照规范化分队建设的标准，

新建吴淞、大场、张庙３个规范化分队，
并通过市执法局验收。严格制度管人，

制定行政效能监察实施办法，强化两级

督察制度、分队和队员综合业绩月考季

评奖惩制度、队员执法过错追究制度等。

大队先后被评为上海市重大工程实事立

功竞赛优秀单位、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白玉兰考核奖；大队专业考核名列

全市城管执法系统第四，郊区组第一。

■城管日常监察　年内，各分队针对辖
区城市管理工作实际，按照建立“全方

位、全天候、全覆盖”监察执法工作机制

的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日常监察执

法，提高街面市容环境的管控能力，遏制

新的违法行为的产生，着力解决影响市

容环境的突出问题。全年累计查处各类

乱设摊７７３６５６件，整治破损横幅（条幅）
３９４４条，清除破损灯箱、牌匾５３５０块，清
除“三乱”６８９２０处，整治跨门经营３３０７２
起。累计查办乱倒渣土案件２３４起，扬
尘污染案 １７５起，夜间施工噪声案 ２３０

起。按照“三个二”（２０分钟派勤、２小
时到达现场、２４小时处置完毕）的要求，
认真、快速处置群众有关城市管理方面

的信访投诉，全年共受理群众信访投诉

７１８２件，完成率１００％，收到锦旗１２面，
表扬信１８封。

■百日整治专项竞赛　年内，大队按照
区６００办的工作部署，结合城管执法工
作实际，组织各分队聚焦目标、任务和时

间节点，连续开展了５个百日整治专项
竞赛行动，共整治摊亭棚７８８平方米，治
理跨门营业 ３２３９家，治理乱堆放 ２２８４
处，消除“三乱”（乱张贴、乱刻画、乱涂

写）６８０９７处，有效治理违法搭建 ３１８７３
平方米，超额完成“聚焦网”中规定的各

项整治任务。以同济路逸仙路、沪太路、

?川路、Ｓ２０（Ａ２０）、Ｇ１５０１（Ａ３０）等５条
主要道路整治为突破口，加大对违法户

外广告的治理力度，强拆、助拆高炮广告

８８座、跨街灯箱广告１９座、屋顶墙面广
告６２５块，拆除依附市政公共设施的地
面违法广告设施３１４７块。

■城管法制管理　按照严格执法、规范
执法的工作要求，落实案件定量率、案件

审查合格率两个考核指标，在确保案件

数量的同时，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全

年办理一般程序案件３６５４件，案件定量
完成率达 １３０２％，案件审查合格率
９９６％。加强暂扣物品保管和处置，研
制暂扣物品一次性锁具，公平、公开、公

正的落实暂扣物品保管制度，其做法在

长三角城市管理路论坛上作专题交流发

言。强化语音影像工具的使用，强化取

证意识，逐步将语音影像工具使用纳入

到日常执法工作之中，尤其在组织开展

集中整治工作上得到较好落实。

■拆违控违　年内，大队牵头抓好全区
拆违控违工作，起草《关于本区加强农村

地区拆违法建筑的实施意见》，筹备召开

３次拆违控违现场推进会。以行政村
（居）拆违控违达标验收为抓手，高标

准、高质量地推进行政村拆违控违工作，

共拆除各类违法建筑２３８余万平方米，
有５９个行政村、１７９个居委通过了达标
验收。落实行政村（居）控违巡查日志

和违法建筑举报制度，承担全区违法建

筑举报“一口受理”职责，对市１２３１９热
线和区５６８４３９００热线实行２４小时接听
受理。成立拆违机动队，主要承担３个
街道范围内新建违法建筑的拆除工作，

成立２个月即拆除新建违法搭建 １０１
个，拆除率达到１００％。

■城市网格化管理　年内协调督促各终
端单位，及时处置网格部件、事件，案件

处理质量有明显提高，案件处置及时率、

结案率等各项指标均达到市级平台的考

核要求。全年共受理案件 ８７２７４件，其
中部件立案 ５５８５件、事件立案 ８１９１２
件，结案 ８７２００件，结案率 ９９９２％。充
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配合有关职能

部门对市政道路两侧广告牌、指示牌、店

招店牌以及５７条重点道路和２４条创建
道路两侧的乱设摊、跨门营业等进行专

项调查，网格化管理“发现及时、处置快

捷、运转高效”的效应在城市管理中得到

体现。配合区民防办落实地下空间设施

网格化管理试点工作。 （范丽
!

）

绿化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级财政用于绿地建
设的资金 １２１８０万元，比上年增加
１８８２％，另２００９年度全区投入１３亿元
用于生态专项建设。全区新建各类绿地

１９３０７万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 １２１５
公顷，居住区绿地３３５公顷，道路绿地
２７４５公顷。至年末，全区各类绿地总
面积４３３６３８公顷，其中公共绿地总面
积１７９６１４公顷，单位附属绿地总面积
１４４２４１公 顷，居 住 区 绿 地 总 面 积
７２６０４公顷；防护林带 ２６４７３公顷，道
路绿地１０７０６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由上年的２０平方米提高到２１平方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４１５％，比上年
增加１个百分点。

■绿化建设和养护管理　吴淞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二期绿化种植完成５０％，计
划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竣工。智力产业公园土
方地形完成９０％，苗木种植完成 ８０％，
于２０１０年６月底竣工。１０月１日顾村
公园一期对外开放。沪太路道路两侧及

红线内绿化历时３年建设，除部分路口
景点景观提升外，可实施地块都已完成

绿化种植工作，道路已通车。后工业景

观示范园、淞浦路滨河景观带、北?川路

道路绿化、环镇北路道路两侧绿化、罗北

路道路两侧绿化、石太路三期道路两侧

绿化年内竣工。结合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
动，加强公共绿地调整改造力度，对全区

１００余条（段）道路绿化进行整治，完成
绿地改造１２３４公顷、绿地整治２６６公
顷、更新行道树设施４０６５套。罗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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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整体改造，月浦公园建成“上海市三

星级公园”，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建成

“上海市文明示范公园”，淞南公园建成

“上海市文明公园”。全区现有文明示

范公园１座，文明公园６座，三星级公园
５座。

!""#

年宝山区新建
'"""

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共绿地表

绿地名称 位　　置 面　积
（平方米）

投资金额
（万元）

所属单位

淞浦路滨江景观绿地 淞浦路南侧 ５５００ ３４０ 宝山区绿化管理局

顾村公园 摄影／经瑞坤

■道路绿化建设　年内重点抓好６条道
路绿化。（１）沪太路（外环线—洋桥）道
路两侧绿化，全长 ２０公里，绿化面积
５１２２公顷，总投资８７８６万元，２００７年５
月开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竣工。（２）沪太路
（外环线—洋桥）道路红线内绿化，全长

２０公里，绿化面积 １６５６公顷，总投资
２２７０万元，２００９年６月开工，１２月竣工。
（３）北?川路（石太路—洋桥收费站）道
路绿化，全长 １１公里，绿化面积 ２８公
顷，总投资２８０７万元，２００７年６月开工，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竣工。（４）环镇北路（文海
路—祁连山路）道路两侧绿化，全长

１１６公里，绿化面积１６８公顷，总投资
２４０万元，２００９年６月开工，１２月竣工。
（５）罗北路（沪太路—?川路）道路两侧
绿化，全长 ６１公里，绿化面积 ６２１公
顷，总投资６１０万元，２００９年８月开工，
计划２０１０年１月竣工。（６）石太路（?
川路—沪太路）三期道路两侧绿化，全长

７１公里、绿化面积１４７４万平方米，总
投资１５７５万元，２００８年６月开工，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竣工。

■顾村公园一期对外开放　顾村公园是
上海世博会的配套工程，是宝山区生态

专项工程的主体工程，纳入市重大工程

管理范畴。顾村公园东起沪太路，西至

陈广路，南接外环线 Ｓ２０（Ａ２０），北抵沙
浦河，规划总用地约４３０公顷，总投资约
４９８３亿元。公园定位为以生态休闲娱
乐为主题的城市郊野森林公园，与传统

的城市公园形成功能互补，建成后将成

为镶嵌在上海北翼的一颗璀璨明珠。顾

村公园以中心河为界分为两期：公园一

期用地约１８０公顷，规划布局为“一轴、
一带、三区”。公园二期用地约 ２５０公
顷，规划提出“一轴、一弧、三片”的结构

布局。由于顾村公园规划面积大，规划

要求高，资金需求量大，建设周期长，实

现整体开放仍需较长时间。１０月１日，
公园一期已建成的７０公顷区域试开园。
一期剩余１１０公顷正在加紧建设，计划
２０１０年逐渐对外开放。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建成　后工业景观
示范园位于吴淞工业区南部的长江西路

１０１号“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内，南临
城市主干道长江西路，西临规划城市次

干道长江南路，东侧和北侧为“上海国际

节能环保园”。示范园原为上海铁合金

厂，地块内多为仓库、料场、行车架以及

工业设备，绿化用地较少。根据原有特

征，将“后工业景观示范园”分为入口广

场区、入口景观区及核心景观区三部分

建设，并设置城市林荫道、草坪活动场

所、水体净化系统、钢雕展示区等。该项

目占地面积 ５３公顷，总投资 １８９０万
元，于２００８年９月底开工，２００９年６月
竣工，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绿化种植、土方

工程特色小品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建
设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位于宝山
区东部，东濒长江，西倚炮台山，南迄塘

后路，北至宝杨路，陆地面积６０８４万平
方米，沿江岸线长约２公里。二期规划
总面 积 １９５７万 平 方 米，总 投 资
１３７９２６４万元。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开工，计
划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竣工。公园的设计理
念是环境更新、生态恢复、文化重建创造

多重含义的景观。炮台湾公园背山面

水，地理位置优越，整体设计时保留了长

江滩涂地的原生态风貌，以满足长江防

汛功能为前提、突出滨江湿地为特色、展

现工业遗迹为亮点、提升文化教育为补

充，同时满足公园基本服务要求和国防

安全要求，设计建设了一系列景点：体育

俱乐部、沿江抛石景观、矿坑花园、长江

河口科技馆、贝壳剧场、游船码头、河口

广场等。

■罗溪公园改建　公园位于罗店镇市一
路１５０号，北接练祁河，占地７５万平方
米，改建总投资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９年９月开
始改建，１２月底竣工。改建工程主要包
括：梳理绿地景观系统，调整绿地布局；

改造北区、苗圃和公园主轴线；疏通园内

水体，改善水质，增加水生植物；增加园

６７１

环　境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 区绿化局／提供

内活动、停留空间；梳理园内建筑，统一

建筑风格；优化园内道路系统，翻新破旧

路面；改善、更新园内基础设施。

■滨江景观带方案设计　（参见滨江带
建设）

■淞浦路滨河景观带建设　（参见滨江

带建设）

■智力产业公园建设　该项目东接共和
新路，北靠?藻浜，南邻呼兰西路，西侧

为规划中的智力产业园广告传媒艺设计

区。园区分为想象园、记忆园、观察园和

创造园四个园及一条滨河景观带，各园

从构筑物、空间、色彩、形体等方面的表

现手法上帮助开发开展青少年的智力发

展。在种植设计上，以“人性化”为前

提，营造层次丰富、色彩多样、植物品种

新优的自然景观，达到和谐、自然的景观

特色。项目占地面积４８５公顷，总投资
１５５２万元，２００９年６月底开工，计划于
２０１０年６月底竣工。 （袁　瑶）

!""#

年宝山区各绿地建设周期表

项　　目 面积（公顷） 投资额（万元）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一、２００８年结转项目

沪太路道路两侧绿化 ５１．２１７５ ８７８６ ２００７．５ ２００９．１２

沪太路道路红线内绿化 １６．５６ ２２７０ ２００９．６ ２００９．１２

罗溪公园改建 ７５ ５００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０９．１２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 １９．５７ １３７９２．６４ ２００８．１１ ２０１０．１２

罗北路道路两侧绿化 ６．２１ ６１０ ２００９．８ ２０１０．１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 ５．３ １８９０ ２００８．９ ２００９．６

二、２００９年新建项目

环镇北路道路两侧绿化 １．６８ ２４０ ２００９．６ ２００９．１２

宝安公路道路两侧绿化 ３７．６ ５４８８ ２０１０．１２ ２０１１．１２

滨江绿带 １３．６ ７４６６ ２０１０．４ ２０１０．１２

智力产业公园 ４．８５ １５５２ ２００９．６ ２０１０．６

（袁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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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与邮政
■编辑　吴思敏

１２月２８日，宝山８５路首班车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全区１１１个行政村已全面实现公交村村通
目标 区交运署／提供

交通运输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域内道路货物运输
企业有３４７３户，比上年增加 １２６户；拥
有运输车辆２０２５４辆，比上年增加１３４５
辆。其中，道路危险货运运输企业 ２２
户，运输车辆 ７６４辆；集装箱运输企业
２８９户，集装箱运输车辆５９１８辆。综合
检测站２户，汽车维修企业有３２０户，比
上年增加２户。其中一类汽车维修企业
１７户，二类汽车维修企业 １３８户，三类
汽车维修业户１４９户，摩托车维修业户
１６户。公交线路 １１８条，公交车辆
２１８０辆（其中空调车占 ９０％），线路里
程２０７０公里。出租汽车企业 ２家，运
营车辆 ６７０辆。公共停车场（库）７５
户，停车面积４７６２１７平方米，停车泊位
１２５２７个。全年共审批行政许可 ４７６
件，行政备案２５２件，行政检查监管６２３
次，出动执法人员１７９３人次，在全年的
行政许可、行政监管中，未发生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道路运输管理　年内共办理道路运输
业新开业行政审批许可４４０户，新增车
辆３８８２辆，货运代理备案４户，驻沪运
输备案１４７户，驻沪运输车辆备案６７９３
辆。年审业户２１５０户，年审车辆１５９２０
辆，追缴运管费４３万余元（涉及相关单
位１３５户）。完成货运业态诚信考核企
业４６户（货运场站 ２３户、危运企业 ２３
户）。建立车辆技术档案３８８２份。移送
超保案件５２件，移送超保车辆６１辆。

■汽车维修管理　年内共办理机动车维
修经营行政许可１８户，机动车特约维修
经营备案６０户；办理机动车维修业质量
检验员证 ５２本，发放两级维护合格证
１３０００本。完成辖区内一、二类维修企
业的诚信考核１４６户。完成三类机动车
维修、二类摩托车维修业户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换证１１９户。组织开展维修
企业废气分析仪、烟度计年度检验检定

１４０户，合格率达１００％。组织辖区１１２
家汽车维修企业开展以“消费与发展”

为主题的“３·１５”维权活动，共接待消
费者７１５９人次，解答各类咨询问题３３０
个，发放宣传资料１２８９８份，受理消费者
投诉１４６件，５１６６辆车享受到优惠折扣
工费，并为 ２１２０辆车提供免费尾气检
测、调试。

■公交客运行业管理　优化调整区域公
交线网布局，完成新辟公交线路５条（宝
村２路、宝山１２路、宝山１７路、宝山８４
路、宝山８５路），新辟社区巴士线路２条
（共富社区１线、富锦社区１线），调整延
伸公交线路 １０条（５５２路、９５２路、７１１
路、７６７路、８４４路、８４８路、淞嘉线、７２２
路、宝山１０路、彭泾线），完成村村通公
交。落实惠民措施，实施公交多级票价

改制单一票价线路 ２条（５２７路、５２８

路），延长营运时间线路４条（宝山１路、
５２７路、５２８路、７２２路），公交换乘优惠
政策在宝山１１８条公交线路和 ２１８０辆
公交车上得到全面落实，市民出行成本

进一步降低。推进公交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新建公交候车亭６０个，新建公交站
点４个（集宁路、祁华路、宝祁路、祁北
路），更新高等级公交车１５２辆。全年共
审批公交线路行政许可１８件，公交线路
备案６件。完成３５条公交线路 ６０９辆
公交车 ＧＰＳ系统安装和系统更新工作，
完成２家区域性出租车公司出租汽车运
价调整工作，完成２１１辆区域性出租车
车身改色工作，完成７个出租汽车扬招
点的布设工作。对全区２４所中小学、幼
托园所的校车进行登记备案，并对４４名
校车驾驶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和考核，

统一发放校车驾驶员合格证。做好清

明、冬至、迎世博彩车巡游、国庆燃放烟

花等特定时期的交通组织和供应服务保

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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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停车场管理　年内共受理新开业
公共停车场（库）备案 １３户，新增泊位
２１３２只，新增面积１０６５４１平方米。组织
成立庙行、大场、高境、淞南４个镇的道
路停车服务社，新开设停车路段７条，新
增停车泊位 ２１１只，收缴停车费共 １５０
余万元。完成公共停车场（库）诚信考

核工作，评出ＡＡ级企业３０户，Ａ级企业
５户。完成７１户公共停车场（库）备案
证的换发工作，换证率为 １００％。完成
《关于加强管理、规范停车秩序，努力改

善停车难问题》的调研课题，制订《关于

淞宝地区增设道路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公交环境整治
　完成９个公交枢纽场站、１个长途客
运站的环境整治工作，累积清洗粉刷外

立面２５３３８３４平方米，站容站貌明显改
观。开展迎世博“三五”集中行动，在吴

淞公交客运站、通河新村公交客运站、共

富新村公交客运站、纪?路枢纽站和区

文化馆广场组织开展５次特色服务和便
民服务。开展交通运输行业一线从业人

员迎世博培训３５８９人次，提升窗口服务
人员的基本素质、专业技能和规范服务

水平。 （单　隽）

交通行政执法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
大队坚持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对公共交

通客运、出租汽车、汽车维修、道路货

运、停车场（库）、客货运场站和驾驶员

培训学校各个职能管辖领域开展执法

检查工作。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１２３８３
人次，执法车辆２９５３辆次，检查公交线
路４３６条１４３７辆，出租汽车５２３４辆，普
通货运车３８６７辆，长途客运车５３４辆，
汽修企业１４０户，危险品企业７３户，危
险品运输车６２２辆，停车场（库）７７户，
驾校５户。共立案查处各类违规违章
案件２１６４件，其中非法营运案件 １７２１
件，公交１件，出租汽车４件，普通货运
３９７件，长途客运２３件，汽修 １８件；接
受区公安交警移送二轮摩托非法营运

案件１４９件，三轮非机动车擅自安装客
运设施案件 ２５２３件；接受区交运署移
送二级维护案件 ５３件，其他违法案件
２１件。

■打击非法营运　加大非法营运查处力
度。（１）明确重点，重拳出击。根据区
内“黑车”分布情况和特点，制订以宝山

中心城区、公交枢纽站、医院、码头、大卖

场为重点整治区域的工作方案，全年共

打击取缔固守点黑车４１２辆。（２）加强
宣传，扩大效应。通过与社区居委共建、

上路分发年历和宣传伞、在候车亭宣传

栏张贴广告等途径，广泛宣传乘坐黑车

的危害，号召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执法部

门取证，改善执法环境。

■公交行风建设　严格对照公交行业考
核标准开展日常执法检查，全力推进《迎

世博６００天公交行风专项检查、线路经
营权考核行动计划》，提升公交服务规

范。（１）双休日多次组织全体执法人员
通过跳车方式突击检查区内线路，提高

公交行业规范行车、规范停站、规范服务

执行率，整治公交不规范、不文明行为。

期间，共检查辖区公交线路３６条，公交
车４４３辆次，其中存在违规行为车辆８６
辆。（２）针对公交车自燃事故频发现
象，对吴淞公交枢纽站和宝杨码头公交

站内１０条公交线路开展安全大检查，提
高公交车辆安全性。共出动执法人员

３６人次，检查公交车４５辆，所查车辆均
配备灭火器和救生锤，车辆设施无老化

现象。

■危险品运输监管　根据《迎世博６００
天高温季节危险品运输专项整治行动计

划》，从严把好道路运输危险品企业和从

业人员资质关以及营运车辆技术标准

关，加大危险品运输源头监管力度。

（１）４月９日，组织区内５家公交公司和
５１家危险品运输企业召开迎世博６００天
公交、危险品运输行业自查工作推进会，

要求企业做好自查自纠工作。（２）５月
１３日，组织区内２家危险品运输企业的
２０余名从业人员举行消防演练活动，加
强夏季危险品运输企业防火安全工作，

提高从业人员消防意识，掌握火警应急

处理及安全疏散技能。（３）５月至 １０
月，开展危险品运输企业安全专项检查，

通过上户检查和设点稽查，督促各危险

品企业和车辆做好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

工作，落实专项整治工作。

■省际客运专项整治　１月１１日至２月
１９日春运期间，以“迎世博，加强城市交
通行业秩序监管”为宗旨，结合区内省际

客运动态，围绕重点区域（吴淞长途客运

中心、宝杨路码头、石洞口码头）、重点线

路（沪太路沿线、轨道交通１号线沿线、
轨道交通３号线沿线）、重点车辆（非法

营运黑长途和存在违章营运行为的长途

客运车辆），集中力量重点稽查，保证春

运期间客运市场安全稳定。共出动执法

人员１２６１人次，执法车辆 ２７９辆次，检
查各类道路客运车辆９０９辆次，查获各
类违章、违规车辆２５３起，扣押违章车辆
１９９辆。

■无证汽修专项整治　年内开展系列无
证汽修整治行动。（１）“３·１５”消费者
权益日，组织执法力量整治汽修摊点较

为密集的富长路联谊路地区，向不具备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２８户汽修摊点
开具《交通行政检查告知书》，责令其停

止营业。同时，发放宣传资料，告知汽修

行业的开业条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无

证经营的处罚内容，规劝汽修经营户合

法开业，规范经营。（２）针对迎世博６００
天市民巡访团反映的塘后路无证汽修问

题，会同海滨街道、公安、城管等相关部

门组成联合执法小组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共出动执法人员２８人次，执法车辆５
台次，检查汽修摊点８户，依法取缔３户
无证业户，暂扣各类维修设备和机具２０
余件。（３）联合顾村镇政府、公安、城
管、工商等部门取缔顾村地区无证汽修

店面，共出动执法人员１６人次，执法车
辆３辆次，检查各类汽修业户６户，取缔
３户无证汽修摊点。

■节假日秩序维护　贯彻落实迎世博计
划，确保节假日期间区内客运市场秩序

和道路交通安全。（１）清明节期间，加
大区殡仪馆、宝罗瞑园、月浦安息陵园等

周边路段的巡查力度，对进入区殡仪馆

和各墓区的非法营运行为进行布控并实

施打击，共出动执法人员５３１人次，查扣
从事非法营运黑出租 １６辆，黑中巴 １
辆，保障道路畅通和区内交通秩序良好。

（２）“五一”期间，加大对城市公交、长途
客运、出租汽车行业，以及宝杨路码头、

吴淞客运码头、石洞口码头监管力度，共

出动执法人员４６人次，执法车辆１２辆
次，检查营运车辆１２３辆（公交２４辆，出
租８７辆，长途客运１２辆），教育纠正出
租车轻微违章１６起，查扣非法营运车辆
８辆。（３）冬至期间，巡查水产路至宝罗
暝园的专线车始发站内和周边交通情

况，分类疏导扫墓车辆人员和社会车辆

人员，确保现场秩序安定，共出动执法人

员３６人次，执法车辆８辆次，疏导祭扫
市民约 ５５００人次，扫墓专线车 １８８辆
次。 （陈瞡晔）

０８１

交通与邮政



!""#

年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运行时刻表

上海—岱山—普陀山

全程 船名 上船码头 上海开 岱山开 到普陀山 普陀山开 岱山开 到上海

１３２海里

洛伽山

锦　屏

普陀山

吴淞

客运中心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３０（２）０７：３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６：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３０（２）０７：３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６：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５：３０（２）０７：３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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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三岛”（崇明、长兴、横沙）客轮班期运行时刻表

始发港 船名 开船时间 目的港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

华丰 ０５：３０

沪航 ０７：４５

沪航 ０９：００

沪航 １１：２５

沪航 １３：３０

沪航 １７：００

华丰 ２０：００

沪航 ０５：００

沪航 ０６：００

华丰 ０６：２５

沪航 ０７：００

沪航 ０８：１０

沪航 ０８：３５

华丰 ０９：３０

沪航 １０：３０

沪航 １１：００

华丰 １１：５０

华丰 １２：１５

沪航 １３：００

沪航 １３：５０

华丰 １４：５０

华丰 １５：１５

沪航 １５：４０

沪航 １６：０５

华丰 １７：３０

华丰 １８：００

沪航 １８：３０

崇明新河

长兴

横沙

　（船期以当日售票公告为准） （张　妍）

２００９年上海—“三岛”（崇明、长兴、横沙）客轮班期运行调整时刻表

始发港 船　名 开船时间 目的港

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

沪航１７ ５：３０

华丰１ ７：４５

沪航２１ ９：００

沪航１９ １１：２５

沪航１８ １３：３０

华丰２ １５：１５

华丰１ １７：００

沪航１９ ２０：３０

崇明新河

　注：受长江隧桥通车影响，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日起，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始发的上海—“三岛”的轮船班期有
重大调整。

水陆客运
■上海宝山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至
年末，公司有职工４７４７人，拥有营运线
路７４条，市区线路２１条，郊区线路 ３０
条，专线２１条，村村通线路２条。拥有
营运车辆 ９３５辆，空调车 ９２０辆，高等
级空调车６０４辆。全年运客人数 １３６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８％；日均运客数达
３７３５万人次，增加８％；全年行驶里程
６０３３７５万公里，日均行驶里程 １６５３
万公里，上升６％。在上海公交改革和
迎世博的的背景下，公司以服务乘客为

基本思路，着力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

务供应水平，围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

地面交通为基础的公共交通新思路，对

一些曲折系数过大、与轨道交通复线路

段过长的线路进行实地调研，拟定线网

调整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年内新

辟、延伸、调整线路共计 ２５条，建立了
线网布局合理、市民出行便捷、换乘快

捷方便的公交新体系，为宝山区市民的

出行便利提供有力保障。（１）新辟线
路。新辟宝山 １２路，填补月浦镇中西
部农村地区公交空白，受益人口达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人；新辟宝山１７路，弥补泗塘新
村、共康新村至轨道线的交通空白，方

便当地市民出行。在全市率先新辟共

富社区一线和富锦社区一线两条社区

巴士线路。新辟宝山 ８４路，填补石太
路公交空白；新辟宝山８５路，为沿线居
民换乘轨道 ７号线提供方便。（２）调
整、延伸线路。年内恢复北华线原线，

增设华亭到罗店区间，实行１元单一票
价，降低市民出行成本。调整淞嘉线线

路走向，增设淞嘉线站点，缓解罗店老

城区的乘车拥堵现象，减少市民的出行

时间。调整５５２路线路走向，增加西塘
桥高峰断面通过班次。７１１路由湄浦路
延伸至铁山路铁通路，解决铁山路友谊

西路新建小区居民的出行难问题。１１６
路增设淞滨西路站点。５０８路改道行
驶，走向沿和龙路草高支路向浦东方向

循原线至宝杨路，增设市第七人民医院

站，既方便了市民就医，又避免了因港

城路大型集卡拥堵造成公交车晚点情

况的出现。宝山１０路延伸至石洞口码
头，解决“三岛”市民与轨道交通的换

乘。（３）整合、收购社会公交线路。支
持政府关于调整公交经营格局的改革

举措，严格按照上级政策口径，规范收

购，平稳、顺利地推出各线实施方案，先

后完成４家社会公交企业的５５４路、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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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吴淞口长途汽车运行时刻表

线路名称 日发班次 发车时间 票价

滨海 １ ０６：００ ８８

启东 １ ０６：００ ４３

响水 １ ０６：２０ ８８

盐城 １ ０６：４０ ８０

如东 １ ０７：００ ６６

沭阳 １ ０８：００ １２８

商丘 １ ０８：３０ １２８

道县 １ ０９：００ ３２０

盐城 １ １０：４０ ８０

启东 １ １１：３０ ４３

响水 １ １１：４５ ８８

江都 １ １２：３０ ８３

沈丘 １ １５：００ １６４

颖上 １ １５：３０ ８８

黄冈 １ １５：３０ ２１７

苍山 １ １６：００ １１６

汝南 １ １６：００ １６７

宁陵 １ １６：００ １２８

颖上 １ １８：００ ８８

泗阳 １ ２０：００ ８４

（张　妍）

　　７月１８日上午，宝山区政府与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上海吴淞口邮轮港发展
有限公司”，市发改委副主任叶明忠（左）、区长斯福民为吴淞口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揭

牌 摄影／黄永庆

８４８路、８２３路、北石专线、北宝专线、
８１２路、８１３路、８１７路等 ８条线路的整
合和收购任务。 （田　?）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年内，公
司的主营业务客货运输港口服务受到长

江隧桥正式通车的严重影响，１１、１２月
“三岛”车客渡运输业务量锐减至通车

前的６％；同时，受舟山跨海大桥通车影
响，公司省际航线（上海—岱山—普陀

山）同比下滑近２５％。全年吴淞客运中
心到发旅客１５８８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６４６％，其中，发送省际旅客１６４３万人
次，“三岛”（崇明、长兴、横沙）旅客

５５５７万人次；到达省际旅客１００５万人
次，“三岛”旅客 ７６７５万人次。完成
“三岛”车渡总量 １６４４万辆次，下降
６５％。停靠出发国内长江游船 ３４艘
次，下降２１％。全年运送新老兵７１８人
次。春运期间发送省际旅客 １２８万人
次，下降 ８６％；“三岛”旅客 ０９万人
次，下降 ５５％，“三岛”车辆 ００８万辆
次，下降 ７５４０％。全年完成货运总量
１２７５５万吨，减少 ９９％。电子（计算
机）售票中心全年出票 ６３１万张，下降
７３４％。巴士高速吴淞客运有限公司全
年发车１４１万班次，增长６１８％，完成

客运总量２３７９万人次，增长２９４３％。
针对水路交通运输方式逐步被陆路运输

取代的趋势，公司调整主营业务结构，年

内开设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试验

性推出长江旅游线路，并发起成立上海

市水上旅游促进中心并投资成立全资子

公司上海吴淞口水上旅行社有限公司。

全年上海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共接待游

客２４２０人次。７月２４日，长江中下游旅
游航线（上海—九江）首航，试运营期２４
天，载客总数８５２人；１２月１９日，上海市
水上旅游促进中心在美兰湖举行中国首

次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世博论

坛·水上旅游与城市生活”，副市长赵

雯，国家旅游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金

平，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钱永昌，区长

斯福民等领导出席论坛开幕式。

　　５月３１日，区委下发《关于成立宝
山区滨江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通

知》，明确原宝山区黄浦江沿岸开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区浦江办）与新

成立的宝山区滨江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简称区滨江办）合署办公。自此，公司

与区浦江办合署办公体制不再存续，但

公司仍直接参与宝山区滨江土地收储工

作，并在年内配合区土地储备中心完成

吴淞豆制品厂土地收储工作，收储面积

８１５６平方米。同时，公司参建项目举得
进展：代建项目长江河口科技馆 ５月 ５
日正式开工，主体结构年底完工。该项

目地处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占地

６０８４平方米，高１９米，内设５４个展项，
是吴淞口滨江景观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建项目上海港吴淞客运中心客运楼年

内完成结构封顶，因功能调整，启用时间

由原定２００９年底推迟至２０１０年 ７月；
投资项目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年底已完成

工程总量的５０％，并于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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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迎来首艘靠泊邮轮“钻石公主”号。

年内，公司蝉联“上海市文明单位”称

号，并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度诚信企业”、“迎
世博爱国卫生合格单位”；上海港吴淞客

运中心被评为“２００８年度重点工程立功
竞赛先进集体”；吴淞客运中心客运服务

班获“上海市总工会工人先锋号”称号。

（张　妍）

７月２４日．宝山打造吴淞滨江旅游集聚区长江中下游首条旅游航线从吴淞起航 摄影／黄永庆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
公司完成客运量６３４万人次，比上年减
少６５万人次，减少 ９３％；完成车运量
５１４万辆次，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 １
至１０月份完成客运量 ５９０４１万人次，
比上年同期增加６７万人次；完成车运
量４７６２万辆次，比上年同期增加 ６５
万辆次。全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１８４
亿元。公司总体经济运行呈现出“淡季

不淡，旺季不旺”的局面，前１０个月，公
司的各项经济指标均创出历史新高，但

由于１０月底长江隧桥的全面贯通，对以
水上运输为主营业务的客轮公司形成强

烈冲击，直接造成后两个月车、客流量和

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减少，公司压缩企业

经营规模，先后安排“华丰 １”、“华丰
２”、“沪航１５”、“沪航５”、“沪航６”、“沪
航７”、“长横渡１”等７艘无法适应市场
需要的老旧船舶退出运营；同时实行企

业瘦身，至年末与１５２名聘用劳务人员
达成解除聘用或劳务协议。９月 ８日，
与上海崇明港务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长兴对江渡客运站租赁协议，建立

长横对江渡轮站及相关的管理机制，经

营长兴—横沙对江车客渡航线。年内为

迎接世博会的到来，对所属的吴淞、新

河、长兴、横沙四个客运站进行综合环境

整治，对公司大楼外立面进行改造，对所

属船舶进行整修涂饰，整治工程总投资

额８３９８９万元。 （沈嘉斌）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公
司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原

则，在尽最大能力满足崇明民众出行需

要的同时，不断拓展企业自身发展，至年

末，公司总股本达 ３５１７６４５万股，市值
约为３４０８５９３８万元，其中国有股市值
为１１０７９７１５万元。拥有全资子公司９
个，参股公司９个，员工１８０８人，经营业
务涵盖内河航运、出租汽车、通信工程、

文化传播、房地产、旅游和贸易等领域。

至１０月，公司安全运送旅客７０３３８４４人
次，同比增长３７％；车辆１０５３０７５辆次，
同比增长５２４％；营业收入达２５３９８万

元，同比增长 ４９７％；航班数 ６６７８５航
次，同比增长 ２９５％，再一次刷新了亚
通公司经营业绩的新峰值。（１）设施建
设。南门港区改造工程中的南门车客渡

候船室正式启用，南门３号码头景观工
程在被列入世博６００办工程后，为满足
世博要求，加快改造进度，自筹资金

１０００余万元，至年底基本完工。（２）世
博安保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总经

理为世博安保第一责任人，建立以公司

总经理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为成员的世博

安保领导小组，下设世博安保工作办公

室和世博安保指挥部 ２个工作机构。
按照上级要求拟定公司世博安保工作

实施方案。建立 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加
强对客运站和船舶的巡察频率，重点部

位设有专人值班，设立禁止无关人员进

入的相关区域等。投入专项资金，添置

安保设备，按照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

的要求，安排专门资金采购添置相应的

安保检测设备，共安装监视器５２个，有
效扩大监视范围；配备 Ｘ射线安检仪５
台，手持式金属探测仪８台，防爆毯１０
条，远距离炸药探测仪４台等。年内公
司内部进行两次世博安保大检查，重点

对人员密集的客运站候船室、引桥长

廊、趸船及待渡停车场内货车所载物品

进行全面检查，迅速解决自查暴露的薄

弱环节。 （徐　洁）

邮政
■概况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邮政公司宝山
区邮政局辖 ２３个支局、４７个邮政所、２
个邮政服务处、３个大宗邮件处理点、３
个专业公司，新成立上海邮政速递物流

宝山分公司。全局投递邮路５６７条，比
上年增加３１条；开箱邮路２０条，摩托化
邮路 ２条（长度 ８５公里），邮路总长
１０７６１公里，比上年增加３８５公里；设有
信筒信箱 ３６６个。全年业务总量 ６４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９％，实现业务收入
４４６亿元。全年发送函件 ９７２０６０万
件，增长 ２２１％；报刊累计订销数 １４４
亿份，增长７４６％。至年末有从业人员
２１３６人，增长 ３２４％，劳动生产率为
２０８８万元／人·年。该局被上海市总
工会评为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职工
最满意的企（事）业单位”；在宝山区政

风行风测评中位列第２名；被上海邮政
公司评为２００９年度上海邮政行风服务
优胜单位、上海邮政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六比”表扬单位、上海邮政系统安全生

产和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友谊路支

局营业组被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巾

帼示范岗”称号。

■邮政专业体制改革　１２月，邮政体制
机制改革深入推进，速递物流资源重组

整合，成立上海邮政速递物流宝山分公

司，独立经营速递物流类业务。邮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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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从原来传统的函件、包件、速递、储

汇、集邮、报刊发行六大专业转为邮务

类、代理金融类两大板块业务，其中邮

务类包括函件、包件、集邮和报刊发行

专业，代理金融类包括储蓄存款、代理

销售保险基金国债、人民币理财、外汇、

汇兑以及代收费等理财中间业务。４
月，邮政电子商务类业务新兴崛起，在

原有演出、会展票务代理销售的基础

上，集中开展世博会门票、航空票务等

代理销售工作；电子商务类业务新增邮

储短信、汇兑短信、邮政速递邮件寄达

回音短信及新邮预订取票短信业务，进

一步完善服务功能，突出现代邮政服务

的高效与便捷。

上海宝山少年邮局成立纪念封 上海市邮政公司宝山区邮政局／提供

■宝山少年邮局成立　９月１０日，由宝
山区邮政局与上海市行知初级中学共建

的“上海宝山少年邮局”成立。为贴近

校园文化，少年邮局起名为“小陶子邮

局”，当日启用“上海宝山少年邮局”日

戳１枚，“上海宝山少年邮局”、“上海行
知初级中学小陶子邮局”成立纪念戳各

１枚，“庆祝第二十届教师节”、“校园集
邮品牌”纪念戳各１枚，并印制纪念封和
少年邮局公函封。该邮局设于宝山友谊

路支局集邮席位，营业时间为每周六上

午８：３０至１１：３０，业务功能有出售邮票、
邮品、信封，领取挂号信件、特快专递邮

件，用邮指导、物品管理等便民服务，投

递校内邮件和报刊。作为宝山青少年实

践基地，少年邮局的日常运营是在宝山

邮政和行知中学的指导帮助下，全部由

６至８年级的学生组成邮局工作人员自
主管理。

■开设邮民联系箱　５月，区局响应上
海市邮政公司关于做好“邮民联系箱”

（以下简称联系箱）管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在本地投递道段范围内陆续安装联

系箱１５４只。联系箱开箱作业按每日一
频次执行，开箱工作由联系箱所在地界

负责投递的作业人员承担。安装位置大

多设于居民住宅出入口附近背风的墙面

上，既便于用户投寄，又防止雨水侵入。

邮民联系箱的推出进一步加强与用户的

沟通，密切与用户的关系，是邮政迎接上

海世博会的一项重要举措。

■开办“爱心包裹”业务　４月２６日起，
中国邮政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开始

开办“爱心包裹”业务，承担“爱心包

裹”受理、寄递以及捐赠款的归集等工

作。该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借四川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和“六一”儿童节到

来之际，发起和组织社会各界向四川、

陕西、甘肃等地震灾区的中、小学校和

学生捐赠礼物的主题活动。“爱心包

裹”分为两款：学生型，重量约 ２５公
斤，捐赠价为１００元；学校型，重量约１５

公斤，捐赠价为 １０００元。通过邮政营
业网点设立的爱心捐赠站受理相关业

务。区局全年完成学生型包裹 ４１９７
件、学校型包裹５５件，排名全市各区县
局首位。

■宝山区大宗邮件收寄处理点迁址　１２
月２８日，宝山大宗邮件收寄处理点（原
址在三泉路１７１１号，局所代码２００９４４）
搬迁至盘古路 ２０７９号（江杨北路口）。
２９日，宝山大宗邮件吴淞收寄处理点
（原址在淞兴西路７６号 Ｇ楼，局所代码
２００９４４－１，机构代码２００９４００６）搬迁至
三泉路１７１１号，并同时更名为宝山大宗
邮件庙行收寄处理点。搬迁后，两个大

宗邮件收寄处理点的业务功能、局所代

码、机构代码均维持现状。

■杨行支局投递部门搬迁　７月 ３日，
杨行支局投递部门（含发行）从影院路

４３３号搬迁至盘古路２０７９号（营业部门
留在原处），局所代码２０１９０１，机构代码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投递作业频次、服务功能
不变。

■撤销蓝麦兜邮政服务处　６月２８日，
吴淞邮政支局所属上海蓝麦兜有限公司

邮政服务处被撤销。地址：杨南路２０６５
号，局所代码 ２００９４０－２０，机构代码
２００９４００５。 （李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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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燃气·自来水
■编辑　吴思敏

电力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至年末，
有员工１０５３人，其中具有中高级以上技
术职称１０６人，占１００７％。全年完成发
电量 ６８４７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１３４％；累计发电１５０５４７亿千瓦时。机
组年利用小时达５３９１６４小时，高于统调
火电机组７６５０６小时。年完成税前利润
２００２７９６万元，比上年增加７８６１９３５万
元，完成上级公司下达计划的１１５％。年
度综合结算电价４２５７６元／千千瓦时（含
税），销售收入２７３０亿元（含税）。年内
完成１号机组贫煤改烟煤技术改造大修，
经性能试验，单机供电煤耗下降１７克、厂
用电率下降 ０９％，改变了单一煤种结
构，达到机组改造预期目标。完成３号机
组Ｂ级和４号机组Ｃ级计划检修，完成１
号卸船机大修改造等重要辅助设备和一

些系统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１１月２２
日，２号机组贫煤改烟煤技术改造大修正
式开工。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实现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注重低碳环

保绿色发展，在４台机组脱硫设备全部投
用的情况下，两大节能指标再创该厂最好

水平，综合供电煤耗完成３４４４克／千瓦
时，下降６９３％；扣除脱硫用电量后，综
合厂用电率完成５０４％。全年接卸海轮
１１７艘，共接卸燃煤２８７３９万吨，耗用原
煤２８５５８万吨。年取用长江水量 ６１４
亿吨，其中，机组冷却用水６０７亿立方
米，生产用水６０９万立方米。全年脱除二
氧化硫４２５９０吨，废气、废水、固废等污染
物合格排放，未发生重大设备事故、火灾

事故、人为误操作事故、本企业负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本企

业负责的轻伤以上人身事故，实现跨年度

三个百日安全无事故纪录。 （徐宏伟）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全年发电
量及能耗指标保持较好水平，累计完成电

量７６亿千瓦时（一期完成电量６６９亿千
瓦时，二期完成电量９亿千瓦时），机组累
计利用小时达５５７５８小时，在电网内处
于领先水平，领先对标电厂４０７小时；全
厂等效可用系数达９３３％，生产供电煤耗
为３０５６克／千瓦时，生产厂用电率为
３７５％，均优于公司年度考核指标。全年
累计完成税前利润３３１亿元，平均结算电
价（含税）为４１１８０元／千千瓦时；全年电
费回收率 １０９６２％，单位供电燃料成本
１９７８１元／千千瓦时，综合标煤采购单价
７６９８９元／吨，完成公司下达的四项费用考
核指标。全年未发生重大设备、火灾和交

通责任事故，未发生人身死亡和群伤事故，

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未发生

危及电网安全运行的事故。年内二期工程

实现“双投”（三号机、四号机）的目标。３
号机组于１１月１６日完成１６８小时试运行，
４号机组于１２月１５日完成１６８小时试运
行，两台机组运行情况良好。二期工程建

设的两台６６万超超临界机组，集烟气脱
硫、脱硝、脱碳等环保装置于一体，是国内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节约型、环保型燃煤

发电项目，完善的环保设施是整个工程的

最大亮点。脱碳装置于１２月３０日建成投
产，开创了我国燃煤电站实现二氧化碳捕

集规模化生产的先河，对于煤电行业参与

温室气体减排、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具有十

分重要的示范意义。 （邢　侠）

燃气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公司隶
属于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至年

末，有职工 １２００余人，其中技术人员
１８０人，下设１３个部室、７个车间，固定
资产５亿余元，生产能力达到上海城市
人工管道燃气２２％的供应量，并生产热
能供气、余热发电，各项燃气质量指标

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公司形成以 ４
台燃煤锅炉为热源，３台３０００千瓦的发
电机组，长度达４８公里的用户供热管

网。２００９年对外供应蒸汽近４万吨，年
发电量１１７２万千瓦时。公司针对输气
变化大、气源种类多的现状，完善应急

预案和应急指挥系统，安全生产连续超

过４５００余天，连续１２年实现职工工伤
死亡事故为零、重大火灾事故为零、重

大交通责任事故为零、重大危险品泄漏

事故为零、重大生产设备事故为零；职

工重伤、轻伤事故及一般火灾事故均控

制在上级下达的“五零一控”安全生产

指标内。 （吴为文）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至年
末，有职工３７６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８９
人。全年生产城市煤气６３４８７１万立方
米，比上年减少５１６７％，煤气最高日产
量为８５４９万立方米，完成煤气生产调度
令，实施了用天然气为原料替代轻油制气

的生产调试并投入生产运行。主体生产

设备包括日产城市煤气２１０万立方米的
轻油制气生产线３条、１万吨级危险品专
用码头和总容量为８５８万立方米的油
槽。年内，公司被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管

理委员会评为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平
安单位，石洞口燃气生产和能源储备项目

被列为２００９年市重大建设项目计划；与
西南化工设计院合作研究的“一种轻度

碱化烃类水蒸气转化催化剂及其制备方

法”项 目 获 得 国 家 专 利 （专 利 号：

ＺＬ２００７１００５０４８７４）；公司检修部金工组
的《延长进口多级离心泵的连续运行时

间》获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２００９年度优秀ＱＣ成果一等奖；生产部的
《国产催化剂的应用》获上海市市政公路

燃气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展示会 ＱＣ
成果二等奖。 （贝　蓉）

自来水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至年末有职工２１４人，其中各类专业技
术人员４２人。全年实现供水量５７９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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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原水厂取水泵房 长江原水厂／提供

立方米，平均日供水量１５８７万立方米，
最大日供水量 １７８６９万吨。年内成功
抵御１０次咸潮入侵。完成１１台机泵大
修，１３台ＶＡＧ阀门大修，１４台虹吸破坏
阀维修和宝钢翻水泵的大修等改造任

务，不仅增强机泵运行的安全可靠性，又

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经测算，节约用电

５０７万千瓦时。全面开展生产运行保障
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和生产成本核算体

系建设，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六化”

安全管理从车间可视化管理深入到职工

的行为规范；派遣技术人员参与青草沙

原水工程的生产筹建工作。以迎世博为

契机，实现厂容厂貌的和谐美化，推进管

理水平整体提升，提高供水服务能力水

平。陈行水库被列为市级重要目标，长

江原水厂充实和完善各项安保措施，实

现水库和新、老取水泵房全封闭化管理，

进出道口门禁电子化，建立外来人员出

入信息管理系统，提升防区密度，犬防管

理到位，确保水库安全。年内该厂被评

为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
竞赛优秀集体。 （魏巧芬）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至年末，有职工８１人，其中各类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员２７人。全年完成总供
水量４７４３万立方米，比上年减少２６３％；
日平均出水量 １３０３万立方米，减少
２４６％；最大日出水量１７６２万立方米。
在线仪表完好率、调度指令保证率、调度

指令执行率均达到１００％。为确保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举行，展开新一轮安保工

作，有效贯彻各项规章、预案，投资２０万
完善技防设施，加强警卫力量，把好入厂

第一关。年内投资５６万元更新便携式浊
度仪、完善出厂水数据系统、双阀滤池安

全运行控制系统、更新清水库进水阀门、

液位仪等，完善制水全过程自动化监控系

统。该厂在市总工会、市文明办等八部

委，联合召开的上海市学习型企业建设推

进大会上，被授于“上海市学习型企事业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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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人，其中各类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员２７人。全年完成供水量
１０５５２万立方米，日平均供水２８９万立方
米，比上年减少 ８７％，最大日出水量
３５８万立方米。出厂水平均浊度为
００４ＮＴＵ，优于国家规定标准（国标为≤
１ＮＴＵ）。主要生产设备完好率、调度指令
执行率、出厂水四项指标合格率均达到

１００％。为确保水质，年内该厂对９组 Ｖ
型滤池清水阀进行改造，对清水库进行内

壁涂防水涂料，对沉淀池排泥行车水下部

分设备进行更换，并完成消毒系统工程的

改造，由液氯消毒改为次氯酸钠消毒，结

束已使用１８年液氯钢瓶的历史，确保安
全生产优质供水。１０月，该厂团支部“青
年技术沙龙”工作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基

层团建工作项目。 （宣永明）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至年末，有职工１２９人，其中各类专业
技术和管理人员３１人。全年供水总量
为２３９１０万立方米，日平均出水量６６万
立方米，最大日出水量７２１５万立方米。
出厂水平均浊度为００４７ＮＴＵ，优于国家
规定标准，出厂水四项合格率达１００％。
该厂原水取自长江水源，主要净水设备

有８座平流式沉淀池，４４格 Ｖ型滤池，５
座清水库，３座出水泵房等，供水能力达
到８０万立方米／日。厂自动化系统扩建
和升级改造后，形成现场控制模式，中央

统一监控网络体系，通过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ＩＰ
直接反映生产流程中水量、水压、水质实

时数据、药剂加注量及设备工况和状态，

并提供事件及曲线记录、故障报警。年

内在全面签约安全生产责任制基础上，

加大安全投入，建立新的技防监控系

统，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对厂

重点要害部位实时监控，确保水厂的安

全要求。年内继续保持上海市“平安单

位”、“治安安全合格单位”和上海市城

市投资开发总公司“文明单位”称号。

（严　鹂）

!""#

年宝山区自来水厂水质主要指标一览表

单位

综合合格率
％

浑浊度
（ＮＴＵ）％

余氯
（毫克／升）％

细菌总数
（个／毫升）％

大肠菌群
（个／１００毫升）％

平均浑浊度
（ＮＴＵ）

厂用率
％

主要设备
完好率％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指标值 实际数

吴淞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７ １００ ９９．３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５ ３．５ ３．７７ ９８．５ １００

月浦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８ １００ ９９．３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４ ４ ２．５７ ９８．５ １００

泰和水厂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９９５ １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４７ ３．５ １２３ ９８５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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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与文化
■编辑　经瑞坤

９月１５日，全国科普日宝山区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摄影／沈佳丰

科技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科技工作按照
“依托基地、发展配套；聚焦重点，培育特

色；面向市场，政策扶持”的原则，制订

《宝山区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实施

方案》，明确到２０１２年形成具有比较优势
和一定产业规模的两大基地加四个特色

产业（“２＋４”）：即民用航空制造业（民用
航空大场基地）、新材料（宝钢基地）、新

能源、装备制造业、电子电器制造业，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以“坚定信心、应对危

机、加强创新、推进发展”为目标，以培育

市、区二级小巨人工程、高新技术企业为

抓手，以建设动漫衍生业、智力创业园、软

件产业园等孵化基地为突破口，加快构建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市区联动科

技项目、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新农

村建设等工作的支持力度，促进区内中小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加快推进宝山

区经济由传统产业向先进制造业、向现代

服务业的转型。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

金，鼓励和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

展技术对接，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从单一的

项目合作逐步向共建技术联盟方向转移，

并在园区组建一支科技联络员队伍，逐步

形成联盟（大学、科研院所等）＋中心（科
技创新服务中心）＋网络（园区、企业等）
的地方科技服务体系。组织开展以“科

技·人·城市———与世博同行”为主题

的２００９年宝山科技节和以“节约能源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为主

题的２００９年全国科普日宝山区活动暨宝
山区迎世博９１５环境清洁日，突出市区
联动形式，在市、区二级层面组织开展各

类科普活动１００余项。年内，有５家企业
被批准为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企业，５家
企业被批准为上海市专利工作培育企业，

４家商业企业成为上海市“销售真牌真
品，保护知识产权”承诺单位，并评选出

１０家宝山区专利试点单位；有１０家企业
被评为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

获资助１０５０万元，４家企业被评为宝山
区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２７家企业被
认定为市高新技术企业。宝山首家科技

企业孵化器———上海动漫产业孵化器获

正式认定，并获市科委资助１５０万元。全
年申报创建２家市级科普示范街镇和２
家市级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完成２家街道
社区科普活动中心，４家新农村科普示范
点。宝山区通过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国县
（市）科技进步考核。

■获科普扶持资金４２３６万元　２００９年，
宝山区各类科技创新成果和项目大幅增

长，科技项目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提升，获

国家、市各类科技、科普扶持资金 ４２３６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２４８１万元，增长
１４１３７％。其中，列国家、市级各类科技
计划项目９３项，进入市级自主创新产品
名单产品５４项。

■区科技发展基金征集１３２个项目　全
年区科技发展基金共征集到１３２个项目，

涉及农业、医学卫生、教育、工业、软课题

领域５个，立项８８个，审定经费４８６５万
元。匹配火炬计划及市创新资金、市新产

品项目４９项，匹配经费７００万元。

■列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４１个
　年内，宝山区被列入市高新技术成果
转化项目共４１个，其中有６个项目选入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
目百佳”。在政策享受期内全区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项目共计 １７７个，全年 １７７
个项目共投入技术开发费 ３７５７０１９万
元，实现产品销售收入３５４１２００８万元，
出口创汇８５５９１７万美元，利润５１８８１４
万元，上缴税收 １５４６４９万元。新增就
业人数１７９６人。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年内，全区完成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１１５项，总计成交金
额１６８５７４２万元，比上年增长 ６３３％。
其中，技术开发合同 １０８项，成交金额
１６１３３１２万元；技术转让合同３项，成交
金额２１８７万元；技术服务合同４项，成
交金额５０５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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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８日，宝山科技节开幕式上的互动体验 摄影／黄永庆

■上海首家民营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建
立　６月１１日，“海隆石油工业集团院
士专家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海隆公司隆

重举行，副区长李原、市科协副主席王智

勇共同为其揭牌，海隆集团公司董事长

张军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鹤林颁发聘

书，这是全市首家在民营企业中建立的

院士专家工作站。

■市区、校区联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签约　８月１８日，宝山区召开推进高新
技术产业化工作会议暨市区、校区联动

签约仪式，市科委主任寿子琪、市经信委

副主任金兴明、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

福民等区领导和相关委办局、部分高校

科研院所领导、部分企业代表２００余人
出席会议。会上，宝山区政府与市科委、

宝山科技园与上海大学、宝山城市工业

园区与上海理工大学分别签署相关合作

协议，标志着宝山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

业化工作的全面启动和实施。

■专利申请总量创新高　２００９年，全区
专利申请３８７８件，比上年增长１６％，创
历史新高，专利申请结构更趋优化。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１４８０件，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２０１２件，两项申请占专利申请总
量的９０％；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３８６件，比
上年增长４０９％，比全市高２５个百分

点。区扶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前

景的高新技术产品成长，全年用于专利

技术产业化项目９３个，共拨出专款７５０
万元，其中拨出专利试点、奖励、申请代

理费资助等专项经费３００万元。区知识
产权局连续４次被评为年度“上海市区
县知识产权工作先进集体”。

■推进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　年内，
宝山区制订实施《宝山区贯彻落实〈保

护世博会知识产权专项行动方案〉工作

计划》和《宝山区“国家知识产权强区工

程”推进计划和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

完善了《宝山区实施上海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推进计划》，４月，宝山区作为市首
批入围“国家知识产权强区工程”的两

个区县之一，与市知识产权局签约共同

推进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力争率先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强区工

程”优势区县的行列。

■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　年内，宝山区
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组织实施产学

研合作项目３２项，资助２６项，资助资金
４２７万元。引导有一定规模、有一定研发
基础、有一定科研投入能力的企业，与高

校联合建立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高

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年内有２家企业与
高校共建技术研究中心，海隆石油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及区科委四方组建“石油管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开展石油管材领域重大课题、

难题研究，开展对外检验、检测、技术咨询

等服务，并力争用５～１０年的时间，把工
程技术中心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石油管

工程技术研发机构、国家级石油管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上海华滋奔腾控股有限公司

与上海交通大学及区科委三方组建技术

研发中心，共同推进“海洋工程装备科技

园区”的建设，并将组织成立规划研究

室、先进制造装备———液化天然气技术

装备研究室、海洋工程装备研究室、特种

装备工艺技术研究室、新能源开发研究室

和实验室等技术中心。

■长江河口科技馆布展方案确定　宝山
首家科技馆———长江河口科技馆布展方

案年内基本确定，并被列入市级专题性

科普场馆，获市科委资助布展建设资金

３９０万元。长江河口科技馆展示面积在
３８００平米，内有四个展厅６０个展项，集
中展示了当今河口科研的成果，尤其对

长江口的河口地貌、水文生态通过互动

和趣味的方式作了详尽介绍，同时，以图

文、视频资料展示了世界各大河口以及

港口城市变迁与现状，展望与描绘了宝

山作为河口城市的未来规划。

■宝山区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平台建成
　建设完成区府实事项目———宝山区科
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平台。以科普网格的

技术理念，借助上海市科普资源平台成

熟的信息资源，建立一条市、区共建共享

的通道，在统一的标准下实现双方数据

的及时共享，互为补充；同时平台作为一

个区一级资源集中、发散的中心，将各

镇、街道已经建立的科普网页等资源进

行整合，利用统一接口，实现科普资源的

分散存储，集中共享。通过开设“网上世

博”专栏，向市民提供世博会的各类资料

信息和宝山区“科普迎世博”的活动信

息和进展情况，进一步推动区“科普迎世

博”活动的有效开展，扩大世博会传播的

覆盖面。 （沈佳丰）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获国家、市各类科技、科普资金资助项目一览表 单位：万元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获国家、市资助金额 区资助

国家重点新产品

计划（３项）

ＪＳ－１００全自动便携式卫星通信站 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

１，２－苯并异噻唑啉－３－酮 上海桑迪精细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 — —

ＴＣ２０００／ＴＣ３０００油井管涂料 上海赛能石油管道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 —

８８１

科技与文化



（续表一）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获国家、市资助金额 区资助

国家创新基金

（２２项）

大型风力发电机组专用变桨及偏航回转支承 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旋锁式双金属式光控器 上海朗骏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离子植入机弧光反应室钨异形零件 上海西普钨钼业制品有限公司 ６０（国家） —

８０立方节能单螺杆压缩机 上海飞和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

自适应温度控制器 上海亚泰仪表有限公司 ６０（国家） —

高温坩埚下降法制备钛酸镧晶体膜料的研究与产业化 上海晶生实业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Ｊ６１１热收缩薄膜交织布绝缘保护带 上海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桑黄天然抗肿瘤活性组分筛选及制备 上海璞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国家） —

基于３Ｓ技术的网格化移动数字巡检管理系统软件 上海越德计算机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迈拓视频通平台软件 上海迈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国家） —

ＦＨ微波环形器／隔离器ＢＯＤＹ（腔体）的研发及产业化 上海富驰高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耐高温无机密封垫 上海超高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威腾企业数据银行存储备份系统 上海威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国家） —

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智能化知识管理平台 上海传知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国家） —

腹盆腔肿瘤热化疗体外循环给药设备 上海华脉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国家） —

粉煤灰资源化生产用于路面快速修补的聚合物砂浆 上海嘉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３０（国家） —

核电蒸汽发生器管板数控三轴深孔加工技术及设备 上海悦英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６０（国家） —

ＫＦ－３０００脑循环分析仪 上海匡复医疗设备发展有限公司 ６０（国家） —

全自动空气源热泵制热水供热水系统 上海沃瑞思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国家） —

钢铁冶炼过程炉前全自动光谱分析系统 上海美诺福实验自动化有限公司 ７０（国家） —

新型整体式汽车转向系统转阀结构泵 上海永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５５（国家） —

高强高导纯铜型材 上海飞驰铜铝材有限公司 — —

市创新资金

项目（２３项）

新型水冷式无油润滑滑片压缩机 上海风根压缩机有限公司 ３５（市） ２０

基于高温好氧堆肥工艺的污水厂污泥处理成套设备 上海同济远征环卫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３５（市） ２０

无压烧结碳化硅加碳材料 上海德宝密封件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行貌可控高效能吡啶硫酮锌（ＺＰＴ） 上海桑迪精细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轿车车载电脑ＥＣＵ模块柔性化自动装配及测试生产线 上海上大克来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核电蒸汽发生器管板数控三轴深孔加工技术及设备 上海悦英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运用于非英语母语国家英语口语学习中的语音识别、发音

评估技术及语言机器人技术
上海八方视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面向汽车产业物资电子商务采购一体化平台 上海澳马车辆物资采购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阳图型印刷感光版（ＶＣ－１） 上海涌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ＳＨＧＤ超细高弹纤维染色后的高速退解设备 上海天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耐高温的高精度连续压机辊链轴 上海永宜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纯水箱恒液位和恒压密封系统 上海三邦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新型整体式汽车转向系统转阀结构泵 上海永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多功能棚膜专用母粒 上海三呈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ＫＦ－３０００脑循环分析仪 上海匡复医疗设备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低成本、伺服平移法制超大规格石英板 上海石创光学玻璃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高效节能脉冲袋式除尘器 上海信孚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高性能ＬＢＳ栅格发布系统 上海数字位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巴克夫充填式加强型疤痕贴 上海东月医疗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９８１

科　技



（续表二）

类型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获国家、市资助金额 区资助

钢铁冶炼过程炉前全自动光谱分析系统 上海美诺福试验自动化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装配式公路钢桥成套机械化辅助架设器具 上海通海工索具厂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ＳＤ８６８系列连体式牙科治疗机中试 上海森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不定型耐火材料用高分子外加剂 上海瑞礼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１５（市） ２０

创新资金初创期

项目（６）

威腾企业数据银行存储备份系统 上海威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５

２ｋｏｎｗｌｅｄｇｅ智能化知识管理平台 上海传知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５

粉煤灰资源化生产用于路面快速修补的聚合物砂浆 上海嘉辕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５

基于ＵＳＢ端口的信息安全管理平台 上海迅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５

全自动空气源热泵制热水供热水系统 上海沃瑞思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５

腹盆腔肿瘤热化疗体外循环给药设备 上海华脉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市） ５

市级新产品

（１１项）

ＨＬ－ＫＣ－０１型控制成型钻杆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３０（国家） １５

ＪＳ－Ｋ６０全自动卫星便携站 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国家） １０

ＦＨ型微波环形器／隔离器腔体 上海富驰高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国家） １０

公安道口机动车驾驶人查控设备ＧＢＳ０Ｘ４２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国家） １０

新帕萨特ＧＰ悬架弹簧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 ５

汽车安全气囊时钟弹簧 上海盈智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 ５

ＪＤ－Ｇ不干胶 上海金大塑胶有限公司 — ５

低甲醛高温玻璃棉粘结剂（ＪＡ８０１） 上海久安水质稳定剂厂 — ５

ＫＴＬＤＥ型多电极电磁流量计 上海肯特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 ５

ＤＦＺＬ型立式轴流泵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 ５

１００吨重型往复式压缩机 上海电气压缩机泵业有限公司 — ５

星火富民科技

项目（１项）
宝山地区红螯螯虾养殖模式的研究及应用

宝山地区红螯螯虾养殖模式的研究及

应用
２０（市） —

市区联动项目

（１项）
支持动漫延伸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上海宝星科技发展公司 ６０（市） —

市火炬计划

（９项）

精品钢深加工产品研发公共技术服务支撑平台的建立 海隆石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市） ９０

ＬＥＤ及防眩窄脉冲控制补光技术在交通违法抓拍系统中
的应用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 ５

可伊（美洛昔康片）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 ５

节能环保型风机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 ５

先进涂料、涂层、控制成型钻杆一体化产业化建设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 ５

１３．５６ＭＨｚ高频ＲＦＩＤ多天线读写器的研究与产业化应用 上海研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 ５

夹屏组合换位导线 上海杨行铜材有限公司 — ５

多根数多节相接换位导线及其制作方法 上海杨行铜材有限公司 — ５

无机（纳米）复合 β晶无规共聚聚丙烯（ＮＦβＰＰ－Ｒ）管
材、管件

上海英泰塑胶有限公司 — ５

学科带头人（１） 用于复杂钻井的铝合金钻杆的研制 上海图博科特石油管道涂层有限公司 ２５（市） —

生物医药产业化

项目（１项）
玻璃酸钠生产线改扩建项目 上海佰佳壹医药有限公司 ２１０（市） —

振兴东北科技合作

项目（１项）
牡丹江日达化工有限公司年产２０万吨电石项目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８（市） —

科技人员服务企业

行动 （１项）
变频液压系统用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泵关键技术 上海航发机械有限公司 ４８（国家） —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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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类型 单　　位 获国家、市资助金额 区资助

科技特派员计划

（５项）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市） —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市） —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市） —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市） —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上海海隆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１０（市） —

市级孵化器

（１个） 上海动漫产业孵化器 上海宝山科技园 １５０（市） —

市科技创新行动

计划（１项）
高智能化毫米波（３８ＧＨｚ）通信射频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和
应用

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大学
２４０（市） —

市政协联盟计划

项目（７项） — ６０（市） —

市科技小巨人

企业（１家）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１５０（市） １５０

市科技小巨人培育

企业（９家）

上海研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

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

上海宝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

上海凡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

上海国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

凯泰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

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市） —

获国家、市、区科技资金资助金额小计 ３７４１ １７２０

长江河口科技馆 区科委 ３９０（市） —

科普特色示范项目 大场镇、淞南镇、友谊路街道 ５（市） —

国际节能环保园

二期建设
淞南镇 ３０（市） —

舰船作战科普互动

系统
海军博览馆 ４０（市） —

二期课改活动经费 东方假日田园 ３０（市） —

获国家、市科普经费资助金额小计 ４９５ —

获国家、市科技、科普资金资助金额合计 ４２３６ —

!""#

年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宝山区）一览表

序号 单　位　名　称 编号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１ 上海振华焊割工具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３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 上海君山表面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１０５ 新材料技术

３ 上海研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０４０ 电子信息技术

４ 上海航发机械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３６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 上海宝钢天通磁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９ 新材料技术

６ 上海杨行铜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７７ 新材料技术

７ 上海宝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７ 电子信息技术

８ 上海安防电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４０６ 电子信息技术

９ 上海久安水质稳定剂厂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１１４ 新材料技术

１０ 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１５１ 电子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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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名　称 编号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１１ 上海试四赫维化工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５７３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２ 上海东月医疗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４９４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３ 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６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１４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４８７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１５ 上海金亭汽车线束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１２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１６ 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９２ 高技术服务业

１７ 上海宝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４ 新材料技术

１８ 上海凡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００ 资源与环境技术

１９ 上海浪潮机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６７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０ 上海尤希路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４６ 新材料技术

２１ 上海克朗宁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８０ 新材料技术

２２ 上海超高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６６ 新材料技术

２３ 上海宝景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８ 高技术服务业

２４ 上海金刚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１３４ 新材料技术

２５ 上海熊猫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９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６ 上海过滤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４９ 新材料技术

２７ 上海飞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９４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２８ 上海宝钢工业检测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９１ 高技术服务业

２９ 上海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５２３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３０ 上海亨钧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１０５ 电子信息技术

３１ 上海佰加壹医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４４２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３２ 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５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３ 上海中国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２２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４ 上海英泰塑胶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５０ 新材料技术

３５ 上海国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５０ 新材料技术

３６ 上海新旭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８０５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７ 上海东大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１５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３８ 上海新大余氟碳喷涂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８２１ 新材料技术

３９ 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９４ 新材料技术

４０ 上海柯瑞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９０ 新材料技术

４１ 上海爱普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４２０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４２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１４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３ 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５４６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４４ 上海联合气雾制品灌装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５３ 新材料技术

４５ 凯泰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６５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６ 上海美钻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３０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４７ 上海飞驰铜铝材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２９５ 新材料技术

４８ 上海宝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３８２ 高技术服务业

４９ 上海品华冶金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００ 新材料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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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序号 单　位　名　称 编号 所 属 行 业 类 型

５０ 上海肯特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０７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１ 上海亚泰仪表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７８１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２ 上海图博可特石油管道涂层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８６２ 新材料技术

５３ 上海西重所重型机械成套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０８３６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４ 上海中纺机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７６４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５ 上海宝钢设备检修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４７７ 高技术服务业

５６ 上海宝湘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４７８ 新材料技术

５７ 上海海隆赛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５４９ 新材料技术

５８ 上海霍富汽车锁具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５８８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５９ 上海洛克磁业有限公司 ＧＲ２００８３１００１６３１ 新材料技术

６０ 上海宝钢印铁有限公司 — —

６１ 宝钢钢构有限公司 — —

６２ 上海宝翼制罐有限公司 — —

６３ 上海泰雷兹电子管有限公司 — —

６４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 —

６５ 上海东新冶金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

６６ 索肯和平（上海）电器有限公司 — —

６７ 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 —

６８ 上海宝松重型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 —

６９ 上海诚壹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 —

７０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 —

７１ 上海海隆防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

７２ 上海宝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 —

７３ 上海宝临超压电器有限公司 — —

７４ 上海天勃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 —

７５ 上海西艾爱电子有限公司 — —

７６ 上海电气压缩机泵业有限公司 — —

７７ 上海威钢能源有限公司 — —

７８ 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公司 — —

７９ 上海德宝密封件有限公司 — —

８０ 上海昌华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 —

８１ 上海华宇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 —

８２ 上海智大电子有限公司 — —

８３ 华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 —

８４ 上海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 —

８５ 上海良工阀门厂有限公司 — —

８６ 上海百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

（沈佳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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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８日，沪剧《红叶魂》剧照 摄影／顾鹤忠　

文化艺术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有文化馆（站）１４
家，其中区属文化馆２家，乡镇街道文化
站１２家；图书馆（站）１３家，其中区级图
书馆１家，藏书 ６４２１９９册。至年末，区
公共文化设施总面积２９１１６３平方米，其
中区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主要有区文广

中心、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区文化馆、

月浦文化馆、区图书馆等，总面积４万多
平方米。区级文化事业单位从业人员

４３３人，比上年增加４７人；街镇文化服务
中心有１２个（包括１２个街镇图书馆），
总面积６３２４７平方米，从业人员２７４人；
居民小区、村文化活动室有４０４个，面积
５２２６３平方米，覆盖率１００％。社会文化
娱乐场所共有电影放映场所９家，演出
场所８家，娱乐场所２３７家，其中棋牌室
７３家，图书报刊网点１２８个，音像制品网
点２７个，网吧１２２家，印刷机构２５３家。
区内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１家，市级纪
念点７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５家，区级
纪念点１处，区级登记保护建筑１０处。
全年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共组织实施

执法检查 ９９３次，出动 ４３４６人次，稽查
场所３３０８次，开展联合整治、集中整治

５６次，立案１４１件，立案处罚１３４件，罚
没款 ４３５万元，收缴物品 ４６７４０５件。
宝山区年内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先

进单位（区）”。

■开展文化下乡工程　全年各文化单位
共组织资源配送６１２次，文艺演出下乡
１１２场；农村、社区公益电影放映 ４８００
场，观众超过 ６５万人次；送图书下乡
３６０００册，光盘 ９２００盘。６月 １５日，文
化馆组织的文艺小分队赴江苏射阳靶场

为预备役师官兵进行现场慰问演出。

■组织“世博进社区”文化系列活动
　（１）拍摄《干净，宝山离你有多远》迎
世博电视专题片，在全区迎世博６００天
行动计划推进大会上播出。（２）在迎世
博倒计时４００天之际，组织实施《宝山区
“庆国庆、迎世博”———社区文化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３）制作迎世博宣传版
画１４０余幅，分１５期进社区、学校巡展。
创作排演迎世博戏曲文艺节目，在宝山

及全市演出。（４）开展迎国庆迎世博
“百团百歌百姓”歌咏大赛，吸引３４３个
参赛团队、２万余人参与。从预选、初
赛、复赛中胜出的 １５个参赛队参加决

赛，并分获合唱类、组唱

类、独唱或重唱类的金、

银、铜奖以及组织奖。

（５）组织带领１０个合唱
队５００多人参加由市委
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指导，上海文广新

闻传媒集团主办的“伟

大的诗史———纪念《黄

河大合唱》诞生 ７０周年
特别节目”。（６）结合全
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的开展，以喜闻

乐见的文艺节目巡演方

式，开展“灿烂阳光下、欢

乐滨江行”———宝山区

宣传四中全会精神、配合

学实活动开展、文明迎世

博巡回文艺演出，在各街

镇巡回演出１２场。

■创、排、演大型现代沪
剧《红叶魂》

　由市纪委、市委组织
部、市委宣传部指导，区

委、区政府主办，区纪委、

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

部、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承办，宝山沪

剧团演出的大型现代沪剧《红叶魂》，以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

王瑛的先进事迹为原型，采用艺术手段

宣传王瑛模范纪检干部形象。４月９日
至１６日，剧组主创人员赴四川省巴中市
南江县，沿着王瑛生前工作、生活的足

迹，进行现场采风，摄取创作素材，感悟

生活原型。５月 ～６月，剧组边创作、修
改剧本，作曲、制作舞美、灯光，边紧张排

练。７月３１日，《红叶魂》在区委党校首
演，市纪委书记董君舒、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陈东、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民等

与宝山群众一起观看演出。８月，剧组
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多方征求领导、专

家等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对剧本进

行深度修改。１０月２８日，《红叶魂》在
市委党校大礼堂举行公演，中纪委副书

记李玉斌、市纪委书记董君舒和市委宣

传部长王仲伟等与千余名干部群众观看

了演出。《红叶魂》剧组深入上海普陀、

闸北、浦东、卢湾、奉贤、杨浦、静安、徐

汇、宝山、闵行、长宁 １１个区以及市教
委、市消防局、市建交委、市检察院二分

院、市房地局、市社会纪工委、市科委等

市级机关部门，演出５１场，观众近５万
人次。

■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年内，全
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第二阶段，

开展全区范围田野普查。至年末，共调

查登记１０１处，其中新发现６４处、复查
３７处，登记消失文物２０处，移入馆藏碑
刻１０处。重大价值发现的有大场镇石
牌坊、圆瑛法师纪念塔，罗店镇潘家古门

楼，顾村镇梦熊桥。其中梦熊桥位于顾

村镇白杨村，建于清康熙 ３３年（１６９４
年），桥长１８９９米，宽１１３６米，高１２
米，是一座五跨三墩石板平梁桥，属区域

内发现体量最大、保存较好的石板平梁

桥之一。４月２２日，在顾村镇广福村附
近发掘整理出明代兵部左侍郎张任墓遗

址，共出土石人、石马、石羊、石龟、石碑

等珍贵文物１４件，其中体量、石雕艺术
均属上海罕见，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

文物研究价值。

■农村有线广播全面恢复　４月，区文
广局组建《实施宝山农村有线广播有

效覆盖》课题调研组，先后到７个镇展
开调研，召开由镇分管领导、宣传委

员、村干部和村民参加的座谈会 ８次，
向农民发放问卷 ４００余份，并赴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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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实地考察。９月，农村有线广播
节目试播试点在罗泾镇合建村陶家

宅、潘桥村何家宅，顾村镇沈杨村启

动，共计为村民安装有线广播 ４００余
户。１１月 １７日上午 ９时 ３０分，举行
“有线小喇叭　服务到农家”宝山区农
村有线广播开通仪式，停播近 ２０年的
农村有线小喇叭又重新响了起来。区

委书记吕民元与群众现场连线，宝山

人民广播电台新老采、编、播人员与观

众见面，拉近广播与农民朋友的距离。

农村广播节目以新闻、政策、信息为核

心，以农业气象、法律援助、科技推广、

城乡市场、致富经验、健康咨询为架

构，以沪剧、评书、故事、歌曲、音乐等

文艺节目为依托，突出指导性、服务

性、对象性、公益性、娱乐性。农村有

线广播试点工作是继农村有线电视

“户户通”工程后宝山区的又一重点惠

民实事工程。

■首次跨区合作开展读书月活动　５月
６日～６月５日，２００９宝山·嘉定读书月
以“书卷飘宝山·知识惠嘉定”为主题，

在宝山、嘉定两区同时开展。两区联手

举办“心系祖国·相约世博”知识竞赛、

庙行杯“我为世博添光彩”演讲比赛、

“与读者同心·与世博同行”公共图书

馆读者服务研讨、高境杯“我的世博我参

与”英语情景剧比赛４项重点活动，并结
合各自区域特点，开展特色鲜明的主题

活动、系列活动共２１项，直接或间接参
与读书月活动的市民近１０万人。该次
跨区合作开展读书月活动尚属全市

首次。

■“农家书屋”工程全覆盖　经过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年三年建设，市、区共投入资
金４００多万元，在除因拆迁及基本无村
民不符合建设条件村外的９２个村，建成
符合国家标准的“农家书屋”（“农家书

屋”工程是一项面向全国农村、面向最基

层农民的公益性工程，由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领导建设，以

解决农民群众买书难、看书难、借书难。

按标准每个“农家书屋”图书不少于

１５００册，品种不少于５００种，报刊不少于
３０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 １００种）。
全区已实现所有行政村农家书屋的覆

盖，建立起“村村有书屋、人人有书读”

的农村公共阅读网络和阅读体系。同时

制订下发《宝山区农家书屋管理制度》

和《宝山区农家书屋管理人员岗位职

责》，以镇为单位，采用小班集中的培训

方式，对农家书屋所有管理员进行有针

对性的业务培训，提高农家书屋管理

水平。

■农村文化“三位一体”服务点工程全
覆盖　经过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三年建设，全
区农村文化“三位一体”服务点（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领导，百户以上行政村

实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

点、农村信息苑和农村数字电影放映点

“三位一体工程”）共建成９８个，实现全
覆盖。

■区图书馆新馆开工建设　７月２７日，
宝山区图书馆新馆正式奠基开工建设。

落成后的新馆建筑面积１１万平方米，
馆藏容量将达到７０～８０万册，阅览坐席
约１２００个。新馆分为６层，其中地下１
层，地上５层，设计考虑流线走向（包括
读者流线、工作人员流线、图书运送流线

等），楼层功能的设置按读者流量多少呈

金字塔型，体现实用性、便利性、舒适性。

１月１０日，区图书馆进行搬迁过渡。４
月１０日，设置在文化馆二楼的阅览室对
读者开放；４月２４日，设置在行知学院
的外借书库对读者开放，６月１９日搬迁
过渡全面结束。

■推进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　各
街镇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采取新

建、改扩建、资源整合、建分中心等模式，

年内基本实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全覆

盖。友谊路街道、月浦镇、罗店镇、淞南

镇、吴淞街道、庙行镇已建成标准的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罗泾、顾村、高境、张庙

（五个分中心）按照分中心模式完成建

设任务；杨行镇新建的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大场镇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正式动工新建，计划２０１０年底
前完成。罗店镇在罗店新镇建设的第二

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开始布展；３月２５
日，月浦镇建设的盛桥文化活动分中心

启用。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年内组织
开展第二批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申报、评选工作，大场江南丝竹、顾村

民歌民谣、庙行丝竹、刘行白切羊肉４个
项目被命名为第二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项目，其中大场江南丝竹被命

名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名录。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中英文网站
改版　６月 ５日，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节中英文网站（ｗｗｗａｒｔｓｆｌｏｗｅｒｏｒｇ／
ｃｎ／）改版开通。网站按照国际化标准结
构设计，充分体现艺术性和时代感，提高

便捷性和有效性，与上海上外网络教育

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对原有的中英文网站

进行全面改版。网站扩大信息涵盖面，

特别增加保护和弘扬民族、民间、民俗文

化的专题栏目，扩大宝山艺术节在国内

外的影响力。 （李永红）

■电影放映　２００９年，全区有电影放映
单位１６家。其中，属上海永乐股份有限
公司宝山影业发展分公司的６家，即宝
山影剧院、盛桥电影院（放映队）、泗塘

电影院、宝山影业发展公司放映队、吴

淞电影院放映队、罗店影剧院放映队；

属区文广局的２家，即宝山文化馆影剧
院、月浦文化馆影剧院；属企业和乡镇

一级的８家，即祁连影剧院、顾村影剧
院、罗店文化中心影剧院、上海宏基影

城、杨行影剧院、宝钢文化中心影剧院、

顾村影剧院放映队、罗南文化中心放映

队。年内，宝山影剧院、泗塘电影院发

挥地理环境优势，做好主旋律和重点影

片的放映工作，针对地区内电影市场的

变化和特点，多次组织经理业务人员进

行研讨，统一思想，主动应对，采取各种

营销方法，在稳定电影票房的基础上，

提升宝山影剧院、泗塘电影院票房收

入。为提升宝山影剧院品牌及硬件设

施，与未来电影市场的发展需求同步，

根据电影市场的发展需求，宝山影剧院

新增２Ｋ数字电影放映机及３Ｄ放映设
备，全年票房收入比上年增长３０％。在
“２１３１”（“２１”２１世纪、“３１”一村一月一
场电影）农村流动电影放映业务上，先后

举办“上海解放６０周年、红色电影周、建
党８８周年、国庆６０周年、百场电影进工
地”等流动电影进农村、社区、公园、学

校、广场放映系列活动。至年末，全区放

映数字电影５５２２场，其中，流动电影放
映５６０场，短片 ３５２场，观众人数约 ８１
万人次。 （刘　佳）

档案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有建档单位９７４
家，其中，区级机关８４家、街镇１２家、区
属国有企业１５２家、村民委员会１０５家、
居民委员会（社区工作站）２６１家、文教
卫系统２６２家、企业集团公司７家、事业
单位７８家。全区区级机关共有档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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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人员１１６人，其中具有本科学历４０
人，大专学历７６人；有档案专业技术职
称１９人，其中副研究馆员１人，馆员１５
人，助理馆员 ３人。区档案馆馆藏量
３２１５万卷（册），其中寄存档案１９３万
卷（册）；全年接待群众查档９９２１人次，
调阅档案１２万余卷次，复制出证１９２４１
张。实地检查区属２６家单位（项目）贯
彻、实施档案法律、法规的情况。参加社

区便民服务活动２５次，开展档案法规咨
询服务。组织举办各层次的档案业务培

训班，累计培训档案管理人员２７９人次。
年内，区档案局完成包括科室职责、业务

规范、行政管理、廉政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制度汇编（２００９年版）；按照“三定方案”
要求，完成史志办参公工作，并按照区公

务员局的要求，启动区档案馆参公的摸

底调查；组织开展科级岗位竞聘。

４月２３日，区档案局举办“历史的记忆———宝山档案珍品展” 摄影／黄永庆

■接收档案资源进馆　区档案馆全年完
成接收政府公开信息文件８６１件，完成
１８家单位档案接收任务，共接收档案
１２２４２卷、３９７件，其中文书档案 １１１１７
卷、３９７件。年内，共征集到宝山古籍资
料８１件，其中有《澳门纪略》影印本，
《休复居诗文集》，明、清、民国时期宝山

地区的１２部家谱，《宝山海塘图说》等３

部珍贵历史资料和《宝山县志（乾隆

版）》；围绕吴淞文化，收集到复旦公学、

中国公学、同济大学、水产大学、商船专

科学校等在吴淞时期学校史料及吴淞中

学校史（１～９辑）；征集到胡锦涛视察宝
钢（１９９４年）等国家和市领导到宝山的
照片、讲话录音及整理稿件，解放上海战

役部分老首长重访宝山战地影像资料和

老首长林毅为解放上海６０周年题词等
珍贵资料。

■档案信息化建设　年内投资近７０万
元用于区档案信息化设备的添置和改

建。完成纸质档案数字化扫描约６０万
页，录入档案条目７万条。推进民生档
案专题数据库建库工作，制订《上海市

宝山区电子文件归档管理暂行办法》，，

有效规范全区档案电子文件归档及管

理，保障电子文件的科学保管和有效利

用。举办档案电子文件归档业务指导

人员培训班，区各委、办、局的档案业务

骨干６０余人参加培训。做好宝山档案
网站的运行、维护和信息发布工作，指

导区环保局、农委对污染源档案进行数

字化，接收污染源档案电子目录 ５０００
余条，电子档案３万余页。在档案目录
中心系统中增加污染源专题档案类型，

挂接扫描的污染源档案３２９０８页。

■档案服务　全年共接待群众查档近
１００００人次，调阅档案１２万余卷次，复
制出证１９万余张。制订实施《迎世博
窗口服务行动计划》，进一步规范窗口服

务；编印《宝山区档案馆简介》便民服务

折页，通过查档接待、展览展示、集中咨

询等途径发放给市民。完成整理档案局

各门类档案，其中文书档案４９２件，书稿
档案１５卷（包括《宝山年鉴》７卷，《漫画
家沈同衡》８卷），设备６卷，荣誉档案５
件，整理两届文明单位台帐８０卷。整理
档案馆各门类档案，其中整理文书档案

２４７卷，馆藏名人档案４３７件，包括沈同
衡１０１件、司同 １３３件、陈伯吹 １９３件；
照片档案１８幅，录音２盘，磁盘３张，光
盘３０张；其他档案资料９件，整理全宗
卷１７卷。加强民生档案指导工作，完成
杨行镇杨北村新农村建设档案示范村工

作；启动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建档指导工作，实现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档案规范化管理全覆盖。

■举办“历史的记忆———宝山档案珍品
展”　４月２３日 ～２５日，在上海市第三
个档案馆日，举办“历史的记忆———宝山

档案珍品展”，通过实物、图片等形式，宣

传宝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馆

藏珍品。展览期间发放《宝山区档案馆

简介》、《家庭档案》、《上海市第三届档

案馆日宣传海报》等宣传材料 １０００余
份、家庭档案装具 ４００余个，有近 ３０００
人次参观。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年内，区财政
局、罗泾镇、顾村镇获机关档案管理市

一级先进单位，永清路小学获科技事

业单位市级先进单位；月浦镇和区环

境监测站等２家单位分别通过机关档
案管理市一级先进和科技事业单位市

级先进的复查认定。大场镇所属 ７个
居委会达到区级先进档案室标准，区

教育局、庙行镇、大场镇等所属 １６家
基层单位达到区合格档案室标准。

（言培圣）

宝山区档案工作晋升市级以上先进一览表

单　位 升级时间 备　注 单　位 升级时间 备　注

张庙街道办事处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区纪委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罗店镇政府 １９９２年 市二级

吴淞街道办事处 １９９３年 市二级

区委办公室 １９９３年 市二级

区疾控中心 １９９４年 国家二级

６９１

科技与文化



（续表）

单　位 升级时间 备　注 单　位 升级时间 备　注

区审计局 １９９６年 市二级

区教育局 １９９６年 市二级

区法院 １９９６年 市一级

行知中学 １９９６年 市级

高境镇政府 １９９７年 市二级

吴淞中学 １９９７年 市级

罗店中学 １９９７年 市级

吴淞中心医院 １９９７年 市级

区教师进修学院 １９９７年 市级

宝山中学 １９９８年 市级

海滨中学 １９９８年 市级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１９９８年 市级

宝山精神卫生中心 １９９８年 市级

公安宝山分局 １９９８年 市一级

区公务员局 １９９８年 市二级

税务宝山分局 １９９８年 市二级

安全宝山分局 １９９８年 市一级

罗店医院 １９９９年 市级

区检察院 １９９９年 市一级

区档案馆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区人口计生委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工商宝山分局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庙行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大场镇政府 ２０００年 市一级

区商务委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区卫生局 ２０００年 市二级

淞浦中学 ２０００年 市级

顾村中学 ２０００年 市级

区图书馆 ２０００年 市级

区环境保护检测站 ２０００年 市级

杨行镇政府 ２００１年 市一级

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２００１年 市二级

区民政局 ２００２年 市一级

区规土局 ２００２年 市一级

宝山业余大学 ２００２年 国家二级

行知实验中学 ２００２年 市级

通河中学 ２００２年 市级

宝山中心医院 ２００２年 市级

月浦镇政府 ２００３年 市一级

区第二干休所 ２００３年 市二级

大场医院 ２００３年 市级

宝罗暝园 ２００４年 市二级

区房管局 ２００６年 市一级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２００６年 市一级

区第一干休所 ２００６年 市二级

杨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２００７年 市级

区文广局 ２００７年 市一级

淞南镇政府 ２００８年 市一级

区第三干休所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烈士陵园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救助管理站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山区殡仪馆 ２００８年 市一级

月浦安息灵园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宝凤暝园 ２００８年 市二级

罗泾镇政府 ２００９年 市一级

顾村镇政府 ２００９年 市一级

永清路小学 ２００９年 市级

区财政局 ２００９年 市一级

（言培圣）

党史研究
■概况　年内，区委党史研究室配合区
委做好纪念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上海解
放６０周年系列活动；继续做好上海解
放、新中国建立等关于宝山的文物、史料

的征集和宝山地区革命遗址、遗迹、革命

纪念场馆的调查梳理工作；加强党史宣

传教育，围绕纪念上海解放６０周年、建
国６０周年，开展口述历史，史料挖掘、抢
救工作，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劳

动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解放上海

战役老首长们的口述访谈，编写具有宝

山党史特色的党史史料。继续与组织部

联合做好《上海市宝山区组织史资料

（１９９８０７～２００８０６）》的编纂工作。

■纪念上海解放 ６０周年系列活动　５
月１２日，是解放上海战役打响纪念日，
区委党史研究室配合区委做好市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组织的百名老战士重访宝山

战地的接待工作，上海电视台等多家媒

体对此项活动进行了相关报道。５月２７
日，是上海解放纪念日，区委党史研究室

配合区委邀请２７位曾经参加过解放上
海战役的老首长重访宝山战地，解放日

报、文汇报、上海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此

进行相关报道。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吴志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张维平少将

等，专程来宝山，会见老首长。

■《陈汝惠》出版　４月，区委党史研究
室组织编辑的《陈汝惠》一书，由中共党

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３６７万字，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为该书题

写书名。陈汝惠系宝山籍现代作家、中

国高等学校教育学学科的开拓者、奠基

人之一。

■史料抢救与挖掘　为抢救革命史料，
区委党史研究室围绕上海解放６０周年、
建国６０周年等主题，开展口述历史，史
料抢救与挖掘工作。全年采访、整理解

放上海战役亲历者口述史料２３份，约１０
万余字，征集解放上海战役相关文物、图

片、史料３０余件。 （厉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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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史志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地方志工作紧紧围
绕年初的工作目标，依法开展地方志研

究工作，编纂出版《宝山区志（１９８８～
２００５）》、《宝山年鉴———２００９》；强化地
方志办公室的行政职能，加强对乡镇地

方志工作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年内对

《高境镇志》、《庙行镇志》、《大场镇志》、

《友谊路街道志》等街镇志的框架、内

容、行文进行评审。组织开发利用地方

志资源，以配合迎世博会，利用地方志资

源挖掘上海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按照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统一要求，组织

编纂《话说上海》丛书（宝山卷）。８月，
参加上海市地方志系统向西藏日喀则地

方志捐赠援藏修志活动。启动《汶川特

大地震上海市对口援建都江堰市志》编

纂工作。年内由区地方志办公室报送的

《泣血吴淞口》一书在上海市第二届地

方志评比中被评为地情资料类一等奖，

《宝山年鉴（２００４）》获年鉴类三等奖，宝
山区地方志办公室获优秀组织奖。

８月２６日，上海市地方志援藏工作代表团与西藏日喀则地委、行署举行交流座谈会
摄影／谭雪明

■举办“看沧桑巨变，铸辉煌篇章”图片
展　９月２２日，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区委
党史研究室、区档案局、区地方志办公室

承办，区文广局协办的“看沧桑巨变，铸

辉煌篇章”———宝山区纪念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图片展在区政府机关大院举行。
展览共分前言、经济发展篇、城乡建设篇、

社会事业篇、人民生活篇、民主政治篇、领

导关怀篇和结束语等８个部分，采用新旧
图片对比的手法，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
为历史背景，以“和谐发展”为主题，以宝

山的变化发展为脉络，以“宝山旧貌新

景”为视角，突出展示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
宝山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所发

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瞩目成就，展出珍

贵历史照片１８０余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照片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还分别到友谊

路街道市民中心、杨行镇等地巡回展出。

■《宝山区志》出版　１２月，历时五年时
间编纂，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上海

市宝山区志（１９８８～２００５）》（下称区志）
正式出版。《区志》以１９８８年宝山建区为
上限，２００５年为下限，为宝山建区以来第一
部区志，也是《宝山县志》、《吴淞区志》的

续篇。全书分卷、章、节、目四个层次，综合

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前置

综述、大事记，后设志余，共２１０万字，全面
反映宝山自１９８８年建区至２００５年在自然、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状况，重

点记述区域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地情变

化，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变化、出现的

新事物和取得的新成就。

■向日喀则地区捐赠地方志援藏经费
　年内，按照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关于
援助西藏日喀则地区及上海对口支援县

地方志工作的通知》要求，上海对口支援

西藏日喀则地区５个县（江孜、亚东、拉
孜、萨迦、定日）的修志工作列入上海市

第五批援藏项目，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向

修志对应的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捐赠修志

经费１０万元。８月，由上海市地方志办
公室组织各区、县地方志办公室组成援藏

修志代表团抵达雪域高原西藏，在日喀则

地委和西藏自治区委机关分别举行了捐赠

仪式。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以及各区县地

方志办公室与日喀则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以

及５个县，分别签订协助修志协议书。

■《泣血吴淞口》获市第二届地方志优秀
成果一等奖　年内，由宝山区史志办公室
编纂的《泣血吴淞口》一书在上海市第二

届地方志优秀成果评比中被评为地情资

料类一等奖。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的《泣血吴淞口》，记述侵华日

军对原宝山境内８１个镇（街道）所犯下
的暴行和近８０００名遇难者名录，选录２７
份公证材料和证人照片、历史照片２３７幅，
以及侵华日军在宝山暴行示意图２１幅，全
书分上下册，计７５万字。 （经瑞坤）

■区援建都江堰市编志工作启动　１１月
２５日，区地方志办公室和区合作交流办
联合召开上海市对口援建编志工作暨宝

山区援建都江堰编志部署启动会议。会

上传达了国务院及上海市有关编志会议

精神，要求在编纂国务院办公厅《汶川特

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灾后重建志》的同

时，编纂《汶川特大地震上海市对口支援

都江堰市志》，并下发了《宝山区关于援

建都江堰编志工作实施方案》。全志设１３
篇及大事记、图片等篇章，记述时限为２００８
年５月１２日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全面、
客观、系统地记述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

市灾后重建工作，为当代与后人留下珍贵

的精神遗产和咨政、育人的历史经验，体现

宝山区人民的爱心诗篇。区民政局、红十

字会、杨行镇、教育局、卫生局、团区委、合

作交流办、档案局等８家参与都江堰灾区
重建工作的单位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大场镇志（第二卷）》出版发行　１２
月，历时五年时间编纂的《大场镇志（第

二卷）》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发行。该志由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大场镇

委员会、大场镇人民政府编纂，是 ２００１
版《大场镇志（第一卷）》的续志，归属宝

山区乡镇志系列丛书。续修后的《大场

镇志（第二卷）》约 ６０万字，设 １７编共
５６章，包括建置地理、人口、政权、工业、
房地产业、商业金融、文化、社会生活、专

记等内容，记述了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大场镇
〔原大场镇和祁连镇（葑塘乡、镇）〕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总体情况，比较全面、系

统、客观地反映大场镇１９９０年以来发生
的深刻变化。志书对原大场镇与祁连镇

（葑塘乡、镇）内容采取有分有合的方法

进行编撰。 （吴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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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编辑　袁晓君

５月１７日，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启动仪式暨上海市“阳光伙伴”少年集体体育竞
赛总决赛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宝山区杨行中学举行 区教育局／提供

基础教育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共有各级各类教
育单位２５８所，其中中学５１所，小学７４
所，幼儿园１１０所，特殊教育学校１所，
工读学校１所，中等职业学校２所，其他
学校１５所；在校学生 １３８万人。全区
３—６岁儿童入园率１００％，义务教育学
生入学率、巩固率１００％，高中阶段入学
率９６％，普职比为６：４。全年教育财政
拨款 １５７３９６万 元，占 财 政 总 支 出
１６３２％，比上年增长８３７％，其中义务
教育阶段财政拨款 ９９６８８万元，增长
９９５％；生均经费小学 １５８２７元，初中
１６２５６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４６９％和
２４７％。自１月起，全区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全面实行绩效工资。按市政府要

求，上海农场、海丰农场、川东农场的 ３
所学校移交宝山区教育局管理。稳定有

序推进１０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
管理工作，９月，全区以招收农民工同住
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增至 １６所，学生
１４万人，全区５８万名农民工同住子女
全部进入公办学校和以招收农民工同住

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就读，享受免费义

务教育。全面推进校企合作，宝山职校

与９家知名企业合作组建７个专业、１８
个校企合作班级，并基本完成宝山职校

实训中心建设。以世博为主题推进学习

型城区建设，开设“世博培训”网上专

栏，组建１２０人的“宝山区世博志愿者讲
师团”，累计培训人数１３２０００人，超额完
成计划数的１０８％。完善学校资源向社
会开放机制，实施场地开放“三公示”制

度，响应群众呼声，让人民群众共享教育

发展成果。

■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年内完善
教育经费统筹机制，加大对北部农村转

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育投入。落实

各项帮扶举措，启动与华东师大合作共

建沪太路沿线新农村教育发展区建设二

期项目，实施“以委托管理推动农村义务

教育学校内涵发展”二期项目，探索促进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新机制。发挥区域

作用，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开展沪太路

教育发展区学科沙龙教学展示、有效教

学现场观摩、教学管理研讨会等活动，不

断提高农村教学质量。健全城乡教师交

流机制，选派２０名城区优秀教师支教农
村，推进城乡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完成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目标　
年内落实市政府实事工程，协调各镇，周

密部署，规范操作，依法实施，完成１０所
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管理工作，提

前一年实现“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目标。推进不符合继续

办学条件的农民工学校终止办学工作，

稳妥分流６０００余名农民工学生到公办
学校就读。挖掘公办学校潜力，做好农

民工同住子女招生入学工作，保障农民

工同住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推进学生素质教育　年内结合迎世博
和国庆６０周年，开展学双语、学礼仪等
主题系列活动，提升广大中小学生的文

明素质，２５所学校被评为上海市行为规
范示范校。推进教学精细化管理，提升

教学有效性，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开

展课程方案编制指导、教学质量监控分

析、四区高中联考、沪苏浙皖教学研讨沙

龙等活动，教学整体水平逐步与中心城

区接轨。巩固“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全国

示范区”成果，推进文体活动工程第三阶

段各项任务，开展全国科学实验区各项

研究实验项目，举行和承办全国青少年

科技教育交流研讨会、上海市学生艺术

节、上海市阳光体育大联赛等一系列活

动，“一校一品”和校园集体活动项目初

见成效。建成机器人、生物与环境等１１
个创新实验室，提升学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启动学校文化建设“３＋１”工

９９１



程，从文化制度层面提升学校管理水平

和发展内涵。

■医教结合提升特殊教育　年内，以培
智学校迁建工程为契机，全面规划全区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特殊教育与康复服

务水平。依托华东师大和上海金惠康复

医院，加强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康复与

服务研究，开展对“自闭症”、“脑瘫”、

“智障”等残疾儿童康复训练的探索，满

足残障儿童发展需求。推进全纳教育，

实施送教上门，实现残疾儿童入学“零拒

绝”，充分保障残障学生受教育权利。注

重特教师资队伍建设，逐步培养和引进

一支特教专业人员队伍，为残障儿童提

供良好教育服务。

■推进干部教师队伍建设　推进“德业
双发展工程”，开展“爱生月”活动和“为

师、为人、为学”师德征文活动。坚持干

部双月讲座，开办新任校长、党支部书记

培训班，实施干部培训基地建设，制定

《干部自培工作实施办法》、《干部培训

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与管理办法》、《宝山

区教育系统干部培训基地建设及管理与

考核办法》等制度。加快名师名校长培

养，举办刘国璋名师工作室研讨会，开展

新一轮区级骨干教师推荐选拔工作，完

成校长职级制评审工作。搭建教师成长

平台，完成第一批教师发展示范校评估，

开展第十七届教学月活动、第九届中青

年教师教学评优活动，优化教师培养环

境，强化教师激励机制。年内有２名教
师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１名校长被
评为上海市特级校长，８名青年校园长、
１８名青年教师分别被确定为上海市普
教系统优秀青年校长、优秀青年教师后

备人选，罗泾中学周彩霞老师获全国模

范教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落实教育惠民举措　落实学生资助工
作，全年投入约 ８５５万元，对 ７３７１名义
务教育学生、１１５４名高中困难学生实施
“两免一补”，对５００名残疾学生实施免
费教育，减免９４８人次幼儿托管费；投入
２５００万元，免除７８３８６名义务教育学生
课本费和作业本费，确保没有一位学生

因家庭困难而失学。推进“阳光招生”，

开展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单位创建活动，

保障学生权益。实施基础项目建设，推

进和启动１２项新建项目，完成２７所学
校大修和４所学校平改坡工程，完成新
建１２所幼儿园的市府实事工程，新开办

６所学校、幼儿园，进一步提升教育设施
现代化水平，缓解入学入园高峰矛盾。

开展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完善安全防控

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开展安全文明校园

检查验收工作，组织全区中小学 ５·１２
应急疏散演练，做好手足口病、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等传染病防控工作，保障校园
安全稳定。

■高境三中获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总决
赛１５枚奖牌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２９日至
２００９年１月３日，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
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主

办、中国车辆模型协会承办的第十三届

“驾驶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总决

赛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 ２１个省市 ４１
个代表队的 ４３２名选手参加本次总决
赛。高境三中派出２支参赛队，分别代
表上海一队和上海三队参加比赛，共获

１５枚奖牌，其中在遥控电动 ＭＩＮＩ—Ｚ场
地赛中获一金、一银。

■百名园长联动共研“提升课程领导
力”　１月２日，来自奉贤、南汇、卢湾、
闵行、宝山５个区的百名幼儿园园长聚
集宝山区红星幼儿园，联动共研“提升课

程领导力”。宝山区学科带头人吉莉和

红星幼儿园青年教师沈春兰向参加活动

的百名园长分别开设《生气的时候》和

《小熊的新床》研讨课。研讨课关注幼

儿的认知特点和心理健康对幼儿成长的

积极意义，通过情景化、游戏化等多样化

的教学方式，加上现代教育技术，使教学

目标有效达成。市教委教研室黄琼老师

参加活动，并向百名园长作重基础、重发

展、重特色的报告。

■杨泰小学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
好成绩　１月３日，“曹燕华振杨杯”上
海市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在曹燕华乒

乓球学校开赛，来自全市４２所学校的学
生参赛。杨泰小学参加小学组男女Ａ组
和男女 Ｂ组的团体和单打比赛，包揽团
体冠军并获得男子 Ａ组、男子 Ｂ组、女
子Ｂ组单打冠军及女子Ａ组亚军。

■中小学班主任研究生课程班开班　１
月１２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与区教育局联
合举办的宝山区中小学班主任研究生课

程班举行开班典礼，原上海师范大学校

长、博士生导师杨德广教授向学员提出

“人到、心到、手到、脑到”的要求。本期

课程班共有学员６４名。

■同洲模范学校学生华昱廷获全国围棋
赛冠军　１月１６日，同洲模范学校初一学
生华昱廷在第三届“理光杯”全国围棋新

秀赛中获冠军。华昱廷是中国入段年龄最

小的职业围棋手，在２００８年获第２５届“应
氏杯”世界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亚军。

■《同洲元素》举行首发式　２月１０日，
同洲模范学校的学校文化手册《同洲元

素》举行首发式。《同洲元素》是全面记

录同洲模范学校文化特征和精神的一本

手册，主要内容分为一面旗帜，两幅愿

景，三维坐标，四项能力，五类课程，六个

节日，七彩社团，八款标志，十大名人和

百位名片等十个章节。

■淞谊中学学生毕鸣位获全国青少年航
海模型锦标赛第一名　８月中旬，由国
家体育总局举办的“全国青少年航海模

型锦标赛”在内蒙古包头市举行。淞谊

中学学生毕鸣位在２００余名选手中脱颖
而出，获 航 海 模 型 锦 标 赛 ＥＣＯ—
ＨＹＤＲＯ—Ｉ组第一名。

■李夏萌老师获“君远杯”一等奖　９月
６日，在上海农村学校班主任特色工作
“君远杯”活动总结大会上，罗南中心校

的李夏萌老师获一等奖。李夏萌老师执

教１９年来，在班主任工作岗位上以高度
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全身心投入，

受到老师、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

■宝山少年邮局成立　（参见“邮政”）

■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到刘行中学上课
　９月１８日，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到刘行
中学上课。秦文君是中学语文教材中课文

《女孩独立》的作者，她详细介绍自己是如

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并回顾自己顽皮、好

动、勤思的童年生活。秦文君希望同学们

多多努力读书，做祖国的栋梁之材。

■吴淞中学参加第四届可持续发展教育
国际论坛并作主题报告　１０月２２～２４
日，第四届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

在北京召开，论坛主题为“可持续发展教

育：国际发展趋势和中国实践模式”。来

自全球２０余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论坛，吴淞

中学应邀参加。吴淞中学作为“中国可

持续发展教育首批示范学校”，在论坛上

作题为《在上海世博会主题引领下提升

可持续发展教育示范校的品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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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介绍吴淞中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在迎世博活动中所形成的关于建设生

态型学校的思路和举措。论坛还向全体

代表发放《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创新实

践》一书，吴淞中学的《创造节能型学校

培养创新型人才》、《以可持续发展教育

理念引领学校新一轮内涵发展》、《关注

城市效区农民的生活污水排放》、《管道

冷水预热节水装置》、《关于厨房炉灶节

能环保的改进措施》等论文收入其中。

１０月３１日，行知中学建校７０周年庆典大会举行 区教育局／提供

■月浦实验学校获世博纸模型一等奖　
１１月２８日，月浦实验学校薛倩、刘涛等
５位学生，在潘伟荣和唐奇老师的指导
下，参加在东方绿舟举行的上海模型节

大赛，获世博纸模型一等奖。

■通河新村小学男子手球队获市冠军　
１１月２９日，在由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
教委主办，上海市手球协会承办的２００９
年上海市小学生手球比赛中，通河新村

小学男子手球队获得冠军。

■吴淞中学举行建校８５周年招待会　
１１月 ２９日，吴淞中学在新长江大酒店
举行建校８５周年招待会。国家副总督
学、上海市总督学张民生、中国人民解放

军熊庆、王德定将军、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主任、吴淞中学校友沙海林，以及市教委

基教处、区四套班子的有关领导出席招待

会。吴淞中学校长徐惠民作《八十五年

风雨兼程，八十五年风雨同舟》的报告。

■民办和衷初级中学获“全国优秀民办
初中”称号　１２月１９日，由中国教师发
展基金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小学专

业委员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

专业委员会举办的“首届全国优秀民办

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民办教师”评选表彰

活动在北京举行，民办和衷初级中学被

授予“全国优秀民办中学”称号。

■吴淞中学联队获全国青少年建筑模型
竞赛金银牌　１２月中旬，为期三天的第
十届“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建筑

模型总决赛在四川美术学院落下帷幕。

来自全国１６个省市的２３支参赛队参加
比赛，比赛分纸结构模型、木结构模型等

８个项目。由吴淞中学和都江堰友爱学
校组成的联队获纸结构模型的金银牌。

■长江二中成为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
程教学实验学校　１２月２７日，《中国武
术段位制系列教程》华东地区教学实验

学校授牌仪式与教学通段展示在复旦大

学正大体育馆进行。长江二中成为上海

市唯一一所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教

学实验校的初级中学，将承担武术二段通

段教学试点任务。在授牌仪式上，长江二

中４０位学生通过武术二级通段考核。

■高境三中建成遥控车辆模型竞技场馆
　遥控车辆模型活动是一项科技与体育
相结合的项目，集知识、技能、竞赛、娱

乐、休闲为一体。为确立学校品牌，彰显

科技特色，高境三中年内建成室内遥控

迷你车型竞技馆、室外公路、越野国际汽

车模型竞技场，成为全国唯一一所拥有

国内一流设备和车模竞技馆的学校。

■陈婷婷获国家三好学生称号　２００６年
毕业于宝山区和衷高级中学的学生陈婷

婷，２００９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获国家三好
学生称号并获一等奖学金。 （倪永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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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学校统计表（一）

类　别
单位数（所）

２００９年
单位数

较上年
增减

班级数
（个）

学生数（人） 教职工数（人）

２００９年
学生数

较上年
增减

计
其中
专任教师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中

学

小　计

其
中

初中情况

高中情况

高　中

初　中

完
中

小　计

高 中 部

初 中 部

九年制初中部

十
二
年
制

小　计

高 中 部

初 中 部

其他附设：新疆班

５４ １ １０４７ ３９１６６ ３０８ ３８８８ ３１２０ １４６２１７２ ７７３３５６

— — ７７１ ２８８６２ ９７７ — ２２１３ — —

— — ２７６ １０３０４ －６６９ — ９０７ — —

８ ０ １９５ ７３５６ －３３０ ８６０ ６５０ ３４３１０６ １８２７０１

２７ －１ ５０９ １８８５５ －２６２ １８１５ １４４６ ５７１９５０ ２９４１７５

５ ０ １４４ ５１３３ －４１４ ５８７ ４９０ ２０５４７９ １１９７８３

— — ７５ ２７３３ －２３９ — ２４７ — —

— — ６９ ２４００ －１７５ — ２４３ — —

１３ ２ １８３ ７２１２ １４１０ ６０２ ５１０ ３０７８０８ １５９３６４

１ ０ １４ ５３５ －９７ ２４ ２４ ３３８２９ １７３３３

— — ６ ２１５ －１００ — １０ — —

— — ８ ３２０ ３ — １４ — —

— — ２ ７５ １ — — — —

１０２

基础教育



（续表）

类　别
单位数（所）

２００９年
单位数

较上年
增减

班级数
（个）

学生数（人） 教职工数（人）

２００９年
学生数

较上年
增减

计
其中
专任教师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小

学

小　计 ７２ １１ １５２２ ５８４１２ １１６２７ ４３４６ ３７１４ ７３３９９６ ３６０２７４

其中：民工转民办学校 １６ １０ ２８５ １４０９８ ９２８１ ６７３ ５４９ ９１５８７ ４１７０１

其中：九年制小学部 — — １８９ ７３８６ ９６０ ５３３ ４７２ — —

其中：十二年制小学部 — — １９ ６４５ －１０８ ２５ ２４ — —

幼儿园 １１０ ５ １００７ ３１６９９ ２２９４ ３１２５ ２０３８ ５０４４６９ ３２７０９５

特　教 １ ０ １４ １３１ ０ ３３ ２９ ２７７３ ２４４８

工　读 １ ０ １５ ２８３ １０ ４１ ２８ ８２２８ ４４１９

成　教 １ ０ １ ２９ －１８ ３１ ２０ ４６００ ４５５７

职　教 ２ ０ ８０ ３５６８ １４５ ２２６ １２１ ８０３４１ ５２７２７

成
人
基
础

小　计

其
中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 — １０７ ５０８６ — — — — —

— — １３ ５４４ — — — — —

— — ８８ ４２９５ — — — — —

— — ６ ２４７ — — — — —

其　他 １４ ０ — — — ５６５ ３０４ ９２５３０ ８０９１３

总　计 ２５５ １７ ３６８６ １３３２８８ １４３６６ １２２５５ ９３７４ ２８８９１０９ １６０５７８９

　注：１“成人基础”内的学生数是指在六所学校（成师校、一业中、二业中、成职培、罗店成中、大场成中）内的农民工学生。
２“成人基础”的数据均不包括在总计中。

!""#

年～
!"$"

年宝山区学校统计表（二）

办
别

类　　别
单位数

２００９年
单位数

较上年
增减

班级数

学生数 教职工数

２００９年
学生数

较上年
增减

计 专任教师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教
育
部
门
办

区

管

乡

管

中
学

小　计

其
中

初中情况

高中情况

高　中

初　中

完
中

计

高　中　部

初　中　部

九年制初中

其他附设：新疆班

小
学

小　　计

其中：九年制小学部

幼儿园

特　教

工　读

成　教

职　教

成
人
基
础

小　计

其

中

高　中

初　中

小　学

其　　他

合　　计

中
学

小　计

初　中

九年制初中

小
学

小　计

其中：九年制小学部

幼儿园

合　　　计

３４ １ ７２７ ２７３０１ ３７９ ２８８２ ２３１３ １００３１４５ ５５１０７０

— — ４７９ １８０４３ ７３２ — １４４０ — —

— — ２４８ ９２５８ －３５３ — ８７３ — —

７ ０ １７９ ６７２１ －２１３ ８４８ ６４３ ３３８１０６ １８０１０１

１６ ０ ３１６ １１７８９ ２８５ １１６６ ９２９ ３２３９０９ １７１４１９

４ ０ １２４ ４５０３ －２３８ ５１４ ４３５ １９４６４０ １１２３７２

— — ６９ ２５３７ －１４０ — ２３０ — —

— — ５５ １９６６ －９８ — ２０５ — —

７ １ １０６ ４２１３ ５４４ ３５４ ３０６ １４６４９０ ８７１７８

— — ２ ７５ １ — — — —

３２ １ ６６２ ２２６６８ ８０６ ２０２４ １７３５ ３２８５７７ １５６５５９

— — ９８ ３７３４ ４７９ ２７６ ２４２ — —

３７ ２ ３００ ９３１８ ４０３ ８５１ ５９１ １２９６３１ ７４９１０

１ ０ １４ １３１ ０ ３３ ２９ ２７７３ ２４４８

１ ０ １５ ２８３ １０ ４１ ２８ ８２２８ ４４１９

１ ０ １ ２９ －１８ ３１ ２０ ４６００ ４５５７

１ ０ ６７ ２５０５ －３９ １９６ １０２ ６６５５４ ４２１１６

— — １０７ ５０８６ — — — — —

— — １３ ５４４ — — — — —

— — ８８ ４２９５ — — — — —

— — ６ ２４７ — — — — —

１４ ０ — — — ５６５ ３０４ ９２５３０ ８０９１３

１２１ ４ １７８６ ６２２３５ １５４１ ６６２３ ５１２２ １６３６０３８ ９１６９９２

１２ ０ １９７ ７３６１ ５０７ ７００ ５９７ ３１３６８５ １４２０５８

８ －１ １３８ ４９０２ －４３６ ５０４ ４２８ １９０３３７ ８０７２２

４ １ ５９ ２４５９ ９４３ １９６ １６９ １２３３４８ ６１３３６

２４ ０ ５３９ ２０４５５ １７２２ １５７７ １３６７ ３１３８３２ １６２０１４

— — ７４ ３０１６ １３０８ ２１０ １９１ — —

３６ ３ ３５７ １１６２８ ８６６ ９２９ ７０１ ２１００３３ １４８０６０

７２ ３ １０９３ ３９４４４ ３０９５ ３２０６ ２６６５ ８３７５５０ ４５２１３２

合　　计 １９３ ７ ２８７９ １０１６７９ ４６３６ ９８２９ ７７８７ ２４７３５８８ １３６９１２４

２０２

教　育



（续表）

办
别

类　　别
单位数

２００９年
单位数

较上年
增减

班级数

学生数 教职工数

２００９年
学生数

较上年
增减

计 专任教师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社

会

力

量

办

中

学

小　计

其
中

初中情况

高中情况

高　　中

初　　中

完
中

计

高中部

初中部

九年制初中部

十
二
年
制

计

高中部

初中部

８ ０ １２３ ４５０４ －５７８ ３０６ ２１０ １４５３４２ ８０２２８

— — ９５ ３４５８ －２６２ — １７６ — —

— — ２８ １０４６ －３１６ — ３４ — —

１ ０ １６ ６３５ －１１７ １２ ７ ５０００ ２６００

３ ０ ５５ ２１６４ －１１１ １４５ ８９ ５７７０４ ４２０３４

１ ０ ２０ ６３０ －１７６ ７３ ５５ １０８３９ ７４１１

— — ６ １９６ －９９ — １７ — —

— — １４ ４３４ －７７ — ３８ — —

２ ０ １８ ５４０ －７７ ５２ ３５ ３７９７０ １０８５０

１ ０ １４ ５３５ －９７ ２４ ２４ ３３８２９ １７３３３

— — ６ ２１５ －１００ — １０ — —

— — ８ ３２０ ３ — １４ — —

小　　　计

其中：民工转民办学校

其中：九年制小学部

其中：十二年制小学部

幼儿园

职　教

合　计

１６ １０ ３２１ １５２８９ ９０９９ ７４５ ６１２ ９１５８７ ４１７０１

１６ １０ ２８５ １４０９８ ９２８１ ６７３ ５４９ ９１５８７ ４１７０１

— — １７ ５４６ －７４ ４７ ３９ — —

— — １９ ６４５ －１０８ ２５ ２４ — —

３７ ０ ３５０ １０７５３ １０２５ １３４５ ７４６ １６４８０５ １０４１２５

１ ０ １３ １０６３ １８４ ３０ １９ １３７８７ １０６１１

６２ １０ ８０７ ３１６０９ ９７３０ ２４２６ １５８７ ４１５５２１ ２３６６６５

总　　计 ２５５ １７ ３６８６ １３３２８８ １４３６６ １２２５５ ９３７４ ２８８９１０９ １６０５７８９

　注：“成人基础”的数据均不包括在总计中。

宝山区生均经费增长情况表 单位：元

类别 年份
实际生均

经费

比上年增减

（％）
其中：

生均公用经费

比上年增减

（％）
财政生均公用

经费拨款定额

生均公用经费

占实际生均经费（％）

幼儿园
２００８年 １２８３６ １２．６７ ４５０５ １１．８２ ５１２ ３５．０９

２００９年 １３１８１ ２．６９ ４６８８ ４．０８ ５１２ ３５．５７

小学
２００８年 １５１１９ １０．８７ ５０４６ ２．０９ １４００ ３３．３８

２００９年 １５８２７ ４．６９ ５２１３ ３．３０ １４００ ３２．９４

初中
２００８年 １５８６４ １２．７１ ４３９７ ０．５３ １６００ ２７．７２

２００９年 １６２５６ ２．４７ ４４０６ ０．２０ １６００ ２７．１０

高中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２４７ ４．４２ ６９０１ －１５ １１６２ ３４．０８

２００９年 ２１５５８ ６．４８ ７６３６ １０．６５ １１６２ ３５．４２

中等职业学校
２００８年 １３８９８ ２８．６４ ２７８１ ４０．７８ ２１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 １５８３１ １３．９１ ３２５２ １６．９４ ２１００ ２０．５４

特殊教育学校
２００８年 ４５２６３ ６１．８５ ６５３２ －４０．７９ ２８００－３２００ １４．４３

２００９年 ４９１２９ ８．５４ ９０９０ ３９．１６ ２８００－３２００ １８．５０

　注：表内数据根据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填报。

宝山区教师队伍建设情况表 单位：人

类别 年份

专任教师

人　数
学历达

标率（％）

高一层次

学历达标率

（％）

特级教师
高、中级教师结构比例

高级教师 中级教师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幼儿园
２００８年 １３６５ １００ ９６．６９ １ ０．０７ １７ １．２５ ７７３ ５７．０１

２００９年 １４８８ １００ ９８．８２ １ ０．０７ ２３ １．５４ ７８９ ５２．９９

小学
２００８年 ３２６１ １００ ９２．２１ １ ０．０３ ５３ １．６３ ２３９９ ７３．５７

２００９年 ３３６８ １００ ９５．１９ １ ０．０３ ６５ １．９３ ２４２１ ７１．８８

初中
２００８年 ２１６７ １００ ８９．７９ ０ ０ ２９７ １３．７１ １３６５ ６２．９９

２００９年 ２２１３ １００ ９４．３３ ０ ０ ３３０ １４．９１ １３６１ ６１．５０

３０２

基础教育



（续表）

类别 年份

专任教师

人　数
学历达

标率（％）

高一层次

学历达标率

（％）

特级教师
高、中级教师结构比例

高级教师 中级教师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高中
２００８年 ９４８ １００ ４．７６ ６ ０．６３ ３２４ ３４．１８ ４５３ ４７．７８

２００９年 ９３４ １００ ４．９０ ７ ０．７５ ３２８ ３５．１２ ４８３ ５１．７１

职校
２００８年 １２５ ９９．０８ ０．８０ ０ ０ ２３ １８．４０ ７９ ６３．２０

２００９年 １２１ ９９ ０．８４ ０ ０ ２６ ２１．４９ ７４ ６１．１６

特殊教育学校
２００８年 ５８ １００ ８６．２１ ０ ０ ６ １０．３４ ３３ ５６．９０

２００９年 ５７ １００ ８９．４７ ０ ０ ７ １２．２８ ３２ ５６．１４

校外教育单位
２００８年 ７５ ９０．６７ ６１．３３ １ １．３３ １７ ２２．６７ ４０ ５３．３３

２００９年 ７７ ９１．７８ ６１．６４ １ １．３０ １７ ２２．０８ ４１ ５３．２５

教师进修学院
２００８年 １０８ １００ ８．２５ ２ １．８５ ６２ ５７．４１ ４３ ３９．８１

２００９年 １０９ １００ ６．８２ ３ ２．７５ ６９ ６３．３ ３７ ３３．９４

　注：１表内数据根据学年度学年初统计报表填报。２一贯制学校、完中的统计按照人事统计惯例填报。３学历达标率、高一层次学历达标率依据《教师法》规定填报。
４专任教师是指具有教师资格，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不包括学校中层及以上行政领导。５校外教育单位，包括少年宫、少年科技站和少年之家。

宝山区班额标准执行情况表 单位：班

　　　　　　班额标准

现　状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小班２５人、中班３０人、
大班３５人 ４０人 ４５人及以上 ４０人 ４５人及以上 ４８人 ５０人及

以上

公办

达标数

超标数

达标率％

２００８年 ２２４ １０２８ — ５２４ — ２５７ —

２００９年 １７５ １２０１ — ４９０ — ２４４ —

２００８年 ３８４ ８２ ６０ １１２ ５２ ０ ０

２００９年 ４６８ ０ ０ １０１ ８５ ４ ０

２００８年 ３６．８４％ ９２．６１％ — ８２．４％ — １００％ —

２００９年 ２７．２２％ １００％ — ７２．４９％ — ９８．３９％ —

转制

达标数

超标数

达标率％

２００８年 — — — — — — —

２００９年 — — — — — — —

２００８年 — — — — — — —

２００９年 — — — — — — —

２００８年 — — — — — — —

２００９年 — — — — — — —

民办

达标数

超标数

达标率％

２００８年 １６５ ３９ — ６５ — ３０ —

２００９年 ９２ ４０ — ６７ — ５６ —

２００８年 １６４ ０ ０ ３２ ０ ４

２００９年 ２５７ ３７ ２４４ ２０ ８ ０ ０

２００８年 ５０．１５％ １００％ — ６７．４％ — ８８．２％ —

２００９年 ２６．３６％ １２．４６％ — ７０．５３％ — １００％ —

总计

达标数

超标数

达标率％

２００８年 ３８５ １０６７ — ５８９ — ２８７ —

２００９年 ２６７ １２４１ — ５５７ — ３００ —

２００８年 ５４８ ８２ ６０ １４４ ６５ ４ ０

２００９年 ７２５ ３７ ２４４ １２１ ９３ ４ —

２００８年 ４６．７３％ ９２．８６％ — ８０．３５％ — ９８．６％ —

２００９年 ２６．９２％ ８１．５４％ — ７２．２４％ — ９８．６８％ —

　说明：因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同住子女就读，故班额达标率较０８年有所下降。

注：１小于或等于班额数为达标数。２表内数据根据教育局当年度学年初统计报表填报。

上海大学
■概况　２００９年，学校毕业研究生、本科
生、高职毕业生 １１５０４人，其中研究生
２２６４人，本科生７００２人，高职生２２３８人。

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３日，学校毕业生签约
率为７５１４％，就业率为 ９７３８％。学校
设有２３个学院和１个校管系，有６８个学
士学位专业、１３１个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７
个工程硕士领域、３５个二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５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１９个自主增设二级学科博士专业、１１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１个 ＭＢＡ授权点
和１个法律硕士授权点；拥有教育部重点
学科４个，上海市优势学科４个，上海市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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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学科５个；拥有２个科技部与上海市
共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１个国
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１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１个教育部省部
共建重点实验室，１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１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２个上海
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有国

家大学科技园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各种研

究所、研究中心１００余个。有专任教师
２５００余人，其中教授４２８人，副教授７６５
人，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１０人，博士
生导师２００余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科技专家９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６８人。现有普通高校学生 ４３０００余
人，其中本科生 ２８０００余人，研究生近
８０００人，高职生近７０００人，另有成人教育
学生１００００余人。校园占地２００余万平
方米，校舍建筑面积１１０余万平方米。图
书馆建筑面积６４万平方米，馆藏图书
３４０万册，期刊３６００余种，包括外文期刊
５３０余种，网络和光盘数据库 ６０余种。
重视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２００９年通过各
种渠道资助５２１１２人次，资助资金总额达
２３８３３７万元。
　　２００９年是学校坚持科学发展、推进
内涵建设的重要一年。学校召开学科建

设会议，进一步找准学校相对优势，鼓励

教师面向国家和上海的重大需求，开展面

向问题的研究，切实提高学科竞争力。会

后各院、系向学校提出八大类、１１１个问
题，列入专题研究的问题有２１个。４月，
《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发布实行，

加强和规范学校学术委员会各项工作，发

挥学术委员会功能，加强教授治学。成立

上海大学学科交叉工作小组，促进学科交

叉研究。推进“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制定
《上海大学“２１１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管理
办法（试行）》。狠抓人才队伍建设，把高

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学校人才人事工

作的重点，加大重点大学和回国人员以及

企业界具有实际工作经验人员的引进力

度。年内 ６人获批“东方学者”特聘教
授，学校“东方学者”总数达１２人，列全
市高校第一。力学所陈立群教授被批准

为２００８年长江特聘教授，生命学院李根
喜教授获国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

胡志宇、周振教授获中组部２００９年第一
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吴明红、钱

跃教授入选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吴明红、汪

大伟、钱跃教授入选上海市人力资源与

社会保障局“领军人才”。２人获市优秀
学科带头人计划资助，６人获市曙光学者

人才计划资助，４人获市启明星及跟踪人
才计划资助，８人获浦江人才计划资助，４
人获上海市晨光人才计划资助。钱跃

教授领衔的“面向工程问题的 ＬＢＭ研
究”团队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市教委首

批公布的２０个上海高校创新团队中，上
海大学有３个团队入选第一期建设计划。

■教育教学质量　２００９年暑假，教育部委
托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在全国率先进行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六个“为什么”》试点

工作。学校重视试点工作的实施，继“李梁

工作室”挂牌以后，市教卫党委、市教委在

上海大学又设立“胡申生工作室”，进一步

推进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上海市教育高地

是以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为核心、加强学

校内涵建设的重要建设项目，学校先后有

２０个教育高地项目获立项，获专项建设经
费７０８０万元。有６门课程被评为上海市
级精品课程；“档案学导论”被评为国家

级精品课程；“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本

科专业被批准为教育部第四批特色专业

建设点；李友梅教授为带头人的“社会学

基础课程教学团队”获国家级教学团队

称号；公共艺术与技术教学实验中心被评

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学

校共有３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
设单位，６个上海市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建设单位。学校被教育部正式批准为

“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单位，成为上海地

方本科院校中第一所进行“自主招生”的

试点学校。年内，学校首次申请并举办国

务院学位办的研究生创新教育项目———

研究生暑期学校。在第十一届“挑战杯”

航空航天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中，学校获一等奖１项、三等奖２项。
其他各项学科竞赛获国家级特等奖１项、
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１项、三等奖４项；
获上海市级一等奖１４项、二等奖２１项、
三等奖３２项。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性实
验资助项目３０个，市级项目１００个。

■教育科研　年内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１４项，总经费３９６０２万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２４％和３６３％。国家社科立项总数达
到２１项，为历年立项数最多的一年，居上
海高校第二名。学校师生发表并被收录

论文共２８５１篇，比上年增长１７７％。其
中，国际三大检索收录论文１７５７篇，比上
年增长２７９％；ＳＣＩ收录论文５９５篇，比
上年增长１２９％，列全国高校第３０位；ＥＩ
收录的论文５５１篇，比上年增加８６％，列
全国高校第３９位；ＩＳＴＰ收录论文６１１篇，

比上年增加８０２％，列全国高校第２２位。
论文被引用篇次有所增加，其中《科学引

文索引》ＳＣＩ被引５５６篇１３７５次，比上年
增加１８２篇２５２次，列全国第３３位。申
请专利６７５件，比上年增长２２５％，其中
发明专利５９８件，增长２７％；授权数２３７
件，比上年增长３８％，其中发明专利１７０
件，增长２４％。学校在强化与宝钢、飞乐
等企业集团产学研合作基础上，成为上海

４个试点高校之一，加盟上海高校技术市
场，加强与长三角地区、西部地区等的产

学研联盟合作，加速成果转化。

■国际交流合作　年内，学校正式成为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研究生项目签约单

位，组织资助研究生出国参与国际交流

共计７８人。学校共接待１７２批５２６名
外宾，其中政府高官和大学校长级别的

高层次代表团占２５％左右。举办１７次
国际会议，组织举办研究生教育国际论

坛。与美国、欧洲、东亚、澳洲等９个国
家和地区的１２所知名大学签署合作协
议书，签约学校达５０所。推进孔子学院
建设，在建成“普吉孔子学院”、“科克孔

子学院”、“海峡孔子学院”基础上，与美

国肯塔基大学就建立“肯塔基孔子学

院”达成一致意见。留学生教育进一步

拓展，总人数稳中有升，达到２７１０人，其
中学历生达到４６８人，来自欧美发达国
家的留学生有所增长。

■和谐校园建设　年内在师生员工中开
展“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大讨论活动，

开展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的理论研究，

成立课题组，组织校内外学者系统研讨，

并起草《上海大学文化建设五年规划》。

按照“无缝衔接、平稳过渡”的要求，完

成学校民警的转制工作，探索新的警校

合作模式。在保持学校一体两翼格局不

变的情况下，根据学科建设总体规划及

校区功能布局总体调整方案，启动延长

校区科技园改造工程。学校获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上海科技馆志愿者团队第

六次被评为上海科技馆志愿者活动先进

集体。学校与宝山区教育局、大场镇合

作，把祁连二小扩建成九年一贯制的上

大附校，解决教职工子女入学问题。启

动上海大学博物馆建设工作，积淀和传

承学校的历史与学术文化。

■召开第三届教代会第三次工代会　１
月６日，上海大学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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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校

本部召开，来自学院、系统１４个代表团
的３００余名代表参加会议。校党委书记
于信汇作《２００８年度学校行政工作报
告》，校党委常委、工会主席薛志良作

《２００８年度工会工作报告》，教代会提案
工作委员会主任曾文彪作《提案工作报

告》。７日～９日，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各
代表团对大会议题进行审议。１月 ９
日，大会召开主席团及各代表团团长会

议，汇集代表审议意见，对大会文件进行

修改和补充。１月１２日，大会闭幕。

１月１４日，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大学签订区校合作协议 上海大学／提供

■学校与宝山区政府签订文化合作协议
　１月１４日，学校与宝山区政府签定文
化合作协议，以及作为文化合作协议的

第一个具体项目“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

术博览馆项目”协议。宝山区政府副区

长李原与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签定

《文化合作框架协议》，宝山区文化广播

电视管理局局长彭林与上海大学美术学

院院长汪大伟签定《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项目协议书》。

■举行首届大学生创新论坛　２月 ２０
日至２１日，上海大学首届大学生创新论
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

“创新点亮人生”。上海市教委副主任

王奇，市教委高教处处长田蔚风、副处长

傅建勤，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

大学等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协作

组８所成员高校的相关负责人，上海大
学副校长叶志明及各相关部门和学院的

领导出席会议。此次论坛为学生搭建学

习、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展示大学生创新

活动项目取得的成果，推进高校大学生

创新活动的开展。

■宝山区—上海大学就业合作签约暨
“就业指导服务站”揭牌　３月１２日，宝
山区政府—上海大学区校合作签约暨

“宝山区—上海大学就业指导服务站”

揭牌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宝山区区委

书记吕民元，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

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浩亮，上海大学党委

书记于信汇，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周

哲玮，党委常委、副校长叶志明，以及区、

校其他相关部门领导出席签约和揭牌仪

式。仪式由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主

持。区长斯福民和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

周哲玮分别签署《宝山区人民政府—上

海大学促进毕业生就业合作框架协议

书》，明确双方按各施所长、互补所需、双

向支持的原则，共同开展职业指导、创业

指导、见习培训、上岗就业等一系列就业

专项服务。

■苏格兰高等教育与终生教育部长率团
来访　４月７日，苏格兰高等教育与终
生教育部长 ＦｉｏｎａＨｙｓｌｏｐ率团访问上海
大学，代表团由苏格兰教育部成员、英国

驻上海领事馆和苏格兰阿伯泰邓迪大学

校长ＢｅｒｎａｒｄＫｉｎｇＣＢＥ等组成。上海大
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会见来宾。苏格兰

阿伯泰邓迪大学和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

院在计算机电脑游戏领域存在广泛合

作，两校签订谅解备忘录。英国 ＢＢＣ国
际广播电台对此次访问进行现场报道。

■成立大学生动漫创业就业中心平台暨
上大数码学院实训基地　４月２２日，“上
海大学生动漫创业就业中心平台暨上海

大学数码艺术学院实训基地”成立仪式

在宝山科技园举行。“上海大学生动漫

创业就业中心平台”是由上海宝山科技

园、上海联合动漫产业发展中心、共青团

宝山区委员会及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联手成立。“上海大学生动漫创

业就业中心平台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

实训基地”是平台成立后的首个项目。

■举行上海市教育系统纪念“五四”运动
九十周年“青春放歌”歌会　５月４日，由
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市教

委、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共青团上海市委

主办，上海大学、上海教育电视台承办的

“青春放歌———上海市教育系统纪念‘五

四’运动九十周年歌会”在上海大学举

行。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胡炜、市政协副主席朱晓明、市委副

秘书长姜梁和上海大学领导于信汇、周哲

玮、李友梅、忻平、滕建勇、汪敏、吴松等出

席歌会。来自上海市３０多所高校、１９个
区县教育局和部分在沪就读的都江堰师

生共计５０００余人参加此次活动。歌会以
“青春”和“祖国”为主题，以历史为经，以

责任为纬，通过歌声再现９０年来各个时
期的年青人为了民族独立和祖国富强浴

血奋战、永不放弃、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

爱国主义精神。这是近年来市教育系统

举办的最大的群众性歌咏活动。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签约揭牌　５月
２０日，作为学校落实科学发展观实事工
程之一的“上海大学附属学校”签约揭

牌仪式在原祁连二小举行。上海大学副

校长叶志明与宝山区副区长李原签署

《关于上海大学与宝山区进一步全面合

作的框架协议》。宝山区区委书记吕民

元、上海大学党委书记于信汇一起为“上

海大学附属学校”揭牌。“祁连第二小

学”正式更名为“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获爱尔兰科克大学
名誉博士学位　６月 ５日，爱尔兰科克
市市长等社会各界名流、科克大学各学

院院长、教授齐聚科克大学礼堂，为５位
在各自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士举

行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海大学党

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周哲玮教授是 ５
位名誉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的唯一一位华

人。爱尔兰国立大学系统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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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ｕｒｉｃｅＭａｎｎｉｎｇ博士以及副行政长官
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Ｈａｌｐｉｎ女士主持整个活动，科克
大学校长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ｕｒｐｈｙ博士介绍周哲
玮教授的工作简历、学术以及社会活动

方面的贡献，特别对周哲玮教授长期以

来对钱伟长校长教育理念的坚守和实

践、对上海大学近年来所取得的改革创

新成就以及对上海大学不断加强与科克

大学的合作交往表示推崇和赞美。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六个“为什么”》
试点工作启动　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帮
助广大高校师生深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和上海大

学在全国率先进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六个“为什么”》试点工作。９月２１日，
试点工作启动仪式在上海大学举行。仪

式由市教卫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莫

负春主持，陈矛、谢一龙为旨在推进思政

课改革的“胡申生工作室”揭牌，徐维凡、

李宣海共同启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六个“为什么”》试点工作。

■“青春世博号”地铁列车命名仪式举行
　１２月５日，“青春世博号”地铁列车命
名仪式在七号线上海大学站举行。上海

大学党委副书记忻平和申通地铁党委书

记、董事长应名洪共同为“上海大学地铁

志愿者自管站”揭牌。包括上海大学１５０
名学生志愿者在内的３００余名青年将组
成３支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在七号线各个
地铁站开展志愿服务。 （王　刚）

职业技术教育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０９年，学
院在全国 １８个省市共录取高职学生
１１９３名；当年毕业学生１０４０人，学生就
业率达到 ９７％。学院结合自身办学实
际，适时调整专业建设的发展方向，制定

发展定位和专业布局调整方案，提出“以

土木工程为特色，涵盖工程技术、工程经

济、工程管理等专业，具有鲜明行业特色

的高职院校”的发展目标。坚持以就业

为导向，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按照“开发

一批、调整一批和淘汰一批”的原则，适

时调整、优化专业结构，高职专业由

２００２年办学初期的７个发展到３６个专
业（含方向）。申报学前教育、涉外会计

（正在审批中）等２个新专业，新批准的
工程测量专业开始招生。投入１００万元
用于优秀人才的引进，采取措施鼓励教

师积极开展教育科研、学历深造、出国进

修。根据教学实际，建立和健全专业教

研室，制定和完善教研室建设若干管理

制度，定期开展各类学术研讨交流活动，

一批优秀青年教师经过实践锻炼逐渐成

为各系的教学骨干。高度重视毕业生就

业工作，把就业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

来抓，做到早动员、早准备，周密安排，广

开门路，不断拓展就业市场，提升学院在

社会上的知名度。坚持职前与职后教育

并举，依托行业与企业，发挥师资等方面

的优势，为企业及社会开展各类技术人

员的培训。学院全年开设各类培训班

１１９个，培训学员 １３５６６人，培训额为
１３００万元。加强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式
培养，进一步扩宽学生的实训与就业渠

道。学院根据建工集团海外工程实际情

况及用人需求，与海外部进行合作开设

“海外项目现场工程师”培训班，为建工

集团订单式培养海外建设人才。２００９
年，学院的继续教育培训内容由单一的

建筑行业扩大到其他行业。作为商务部

对外援助培训基地，５月，学院再次成功
举办“建筑工程技术培训班”，来自阿拉

伯地区９个国家的１６名学员参加培训。
开展“我爱我的祖国”主题教育系列活

动、迎世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志愿者服

务日活动、暑期社会实践、重大节日升旗

仪式等活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根据

高职学生特点，建立文学社、话剧社、音

乐社、动漫社、体育俱乐部和计算机爱好

者等３０余个社团，选派优秀教师对学生
社团活动进行辅导，开展志愿者服务日

活动、迎世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社团巡

礼活动、大学生辩论赛、歌唱大赛等。进

一步健全和完善学生管理条例、学生奖

惩条例、学生申诉条例、勤工俭学条例、

助学贷款及奖助学金实施办法、学生社

团管理办法等制度，加强学生的日常管

理，开展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和就业服务

工作；建立健全学生安全管理制度和安

全应急机制，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为学

生成长创造安全、文明、和谐的学习生活

环境。年内，学院完成建设类专业公共

实训基地二期地下空间实训区的建设，

主要包括盾构、逆作法、地下连续墙和气

压沉箱等技术方法。按照高职学生技能

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原有医学

护理、建筑经济管理、国际贸易和酒店管

理等各类实验、实训室基础上，新建医护

实训室１１个、艺术类实训室２个，并新
增英语教学、艺术设计、报关物流实训专

用机房。改造学生活动中心、图书馆楼，

加强技防设施建设，改善学生住宿及洗

浴条件。学院党委采用“公推直选”的

方式，完成各基层党支部的换届改选。

在开展创建红旗党支部和先进党支部的

活动中，进一步完善创建制度，为青年党

员干部教师的成长搭建舞台，涌现出一

批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根据高职学

生的不同特点，学院党委把党员发展工

作的重心放在对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

和考察上，多次举办党的基础理论知识

讲座，２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参加讲
座和培训５００余人次。年内，由学院党
委书记、院长武佩牛教授牵头的“计算机

控制大型钢结构安装整体平移技术”课

题获集团２００９年度科技成果二等奖，上
海市教学成果二等奖。以武佩牛教授为

核心的“钢结构安装技术”教学组被评

为“上海市教学团队”。党委书记、院长

武佩牛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校长，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徐辉被评为上海市职教系

统教学名师，３名教师获得上海市育才
奖。学院教师主编及参编《园林工程设

计》、《自动检测与转换技术》等４本教
材，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１０余篇，完成
省部级课题共６项和新申报同意立项省
部级课题 １２项。学院被评为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文明单位，已连续三届
获得称号。 （沈绣卿）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占地面
积１４９公顷，分宝山校区和浦东校区两
部分；本部有５幢教学大楼和设备齐全
的图文信息中心，教学行政用房７４万
平方米，学生公寓２７１万平方米。学院
拥有计算机房 １０间，教学计算机 ８３５
台，语音室５间，多媒体教室９间，并设
有运动场馆、柔道馆、乒乓房、形体房、实

验小剧场等多所文体场所。设有８个分
院、２６个专业；有专职教师１５７人，其中
具有高级职称４８人，正副教授１０人，双
师素质型教师 １６人；有兼职教师 １５６
人，其中正副教授５２人。学院拥有健全
的教学工作委员会，有一支英、日、西、阿

等多种语种的外教队伍。在读学生４１００
余人，当年毕业生 １３０２人，就业率
９５７８％，比上年略有上升。学院 ２００９
年自主招生上海籍学生７９４人、外省市
学生４９０人，共招生 １２８４人，与上年基
本持平。学院组织完成０６、０７、０８、０９级
２２００余名学生的军训任务，完成２００９年
征兵工作，２４位学生光荣参军加入服务
世博武警部队序列；学生积极报名参加

主题为“捐献青春热血，彩绘人生画卷”

的义务献血活动，４５２名学生光荣献血。
完成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学年各类奖学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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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放工作，３５７名学生获各类奖学
金，总金额１４７９万元；１２９名学生得到
国家助学贷款，总金额７７３万元；６２６名
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得到各种形式帮

困，总金额１８２５万元。学院成立“中国
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邦德学院志愿者工
作站”，做好世博志愿者选拔工作，１２００
余名学生报名，其中６２８名学生参加世
博志愿服务。重视大学生党建工作，５６
名优秀大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

四届团代会、学代会，选举产生新的共青

团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第四届委员会

和第四届学生会。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积极报名应征入伍，２００９年２４位同学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
队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学院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以迎接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回

访为抓手，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和师资队

伍建设，推进内涵建设和实践教学，重点

抓好人才培养、教育教学、专业结构调

整、重点课程建设、技师学院考证、学生

综合素质、毕业生就业、校园文化、文明

单位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建设与管理等

方面工作。制订和完善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
年三年专业建设方案，着力扶持强势专

业，重点培育特色专业，调整淘汰弱势专

业，面向市场需要，带动专业群发展。逐

步增设社区管理、健康卫生２个专业，申
报邮政快递、资产评估、二手车评估３个
专业。开展“首届教学质量月”活动，促

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实施“备好每一门

课、讲好每一节课、抓好每一份作业、改

好每一份试卷、做好每一次答疑，加强每

一门课程建设”的“六个一”工程；举办

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擂台赛”和“齐抓共

管，共建教风、学风座谈会”，为青年教师

搭建课堂教学竞技平台和创建教与学和

谐教学的工作环境；进行２２天的期中教
学质量检查，系统检查教师教案、教师上

课、学生纪律、学生实训、学生试卷等情

况，并采取听、评、师生座谈和试卷分析

等方法，加强教师的责任感和学生的课

堂纪律，推进学院的内涵建设；开展重点

课程和精品课程建设，全院１４门课程被
批准为院级重点课程、２门课程被批准
为院级精品课程。学院申报的传媒分院

电脑动画设计课程被市教委评为 ２００９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初步形成

物流管理（报关与货代）、汽车技术服务

与营销等强势专业；乐器维护服务（钢琴

调律）、社会工作、影视动画、食品安全管

理等特色专业；应用英语、酒店管理、计

算机运用技术、应用艺术设计、汽车运用

技术、会展策划与管理等急需专业。学

院在校内建有１４个能满足各专业需要
的实验实训室和３个高标准的数码、汽
车、物流教学高地，拥有４９个校外产学
结合的实习实训基地，并拓展１４个装备
水平高、企业资源优质和技术力量先进

的新的校外实训基地。由市教委投资

２００万元，学院配套投资１００万元，学院
第四期汽车教学高地和第五期酒店实训

中心正式投入建设。学院重视实践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的比重，形成具有专业特

色的实践教学体系，专业实践教学的课

时量达到总课时量的 ５０％以上。自编
实践课程教学大纲，制订实验实训方案

和实验实训报告，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

力和技能水平。在建国６０周年庆祝活
动中，举办“我爱我的祖国”、“我心目中

的好教师”、“我爱我的教师岗位”等文

艺演出和演讲比赛；举办主题为“践行科

学发展，构建和谐校园”的第七届校园文

化艺术节，开展合唱、歌手、摄影、体育、

美术、设计、书法、征文、辩论、演讲等各

种比赛活动。年内，学院获 ２００７年 ～
２００８年度市教卫系统精神文明单位（和
谐校园）”称号。 （沈乐华）

■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至年末，学
院有教职工２３１人，其中行政管理及后
勤人员９５人，教师、辅导员和教学辅助
人员１３６人；设有建筑系、建工系、经管
系、机电系、外语系、护理系、基础部、思

政教学部等８个系部，招生专业２５个；
在校生４８３３人，其中上海生３４９５人，外
地生１３３８人；当年毕业生１５７８人，至１２
月２０日，毕业生就业率９１５５％。学院
２００９年度首次列为上海依法自主招生
２１所院校之一，当年学生录取报到率
８７２％（列上海同类院校第二，自主招生
报到率为９９％）。３名学生获“国家奖学
金”、１５６名学生获“国家励志奖学金”、６
名学生获上海市奖学金。２００９届学生
４３人获市高校优秀毕业生称号。１１月
２１日，在“人人参与　奔向世博”上海市
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暨２００９年
上海市大学生冬季长跑比赛中，获大专

男子团体一等奖、大专女子团体二等奖。

护理系张培华被授予“上海市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学院健全制度，规范管理，制订《项
目经费管理办法》、《经费支出报销管理

办法》、《差旅费管理办法》和《院领导分

管业务费使用管理办法》，发出《关于加

强院务公开工作的通知》，制定或修订

《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学生

档案管理实施细则》、《网络与信息安全

应急预案》、《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统

计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信访工

作的规定（试行）》、《档案管理办法》和

《部分公章的使用规定》等一系列管理

制度，同时清理、编印２００８年以来印发
的全院行政、教学、学生三大类规章制

度。完善经济、招投标、招生、学籍等监

督机制，加强纪检监察的督查工作；坚持

聘用常年法律顾问处理涉法事项，妥善

处理“违规举办护理专业办学的行为”

等遗留问题。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学

质量，完成修订高职人才培养计划，树立

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高职教

育教学理念，并在２００９级新生中执行。
抓好思政理论课，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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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手能力。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

地，提高校内生产性实训、校外顶岗实习

比例，提高毕业实习（顶岗实习）的质量

和水平，促进与毕业生就业（准就业）的

衔接。９月 ７日，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

系统的规划和布局。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学
年，组织实施１６周课内教学，２周集中
实训教学的新举措，重视“任务驱动、项

目导向、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对

学生能力培养”。１１月，举办第三届学
生职业技能大赛，结合实训教学，各系部

积极组织各专业学生参赛，共上报竞赛

项目２８项。做好建筑工程技术、园林工
程技术、旅游管理专业等首批教学改革

试点专业建设，强化土木建筑类专业群

的强势专业建设；推进汽车电子技术、汽

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产品造型设计、广告

设计与制作和金融管理与实务等５个特
色专业建设。２００９年度立项校级精品
课程８项、教材建设６项、教改课题 １２
项。《外贸单证实务》课程被评为２００９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７月 ６
日，建筑系费越老师《强化品牌意识，培

养广告设计人才的教育研究》和经管系

李俊菊老师《上海高职旅游专业“２＋１”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两项目入

选为晨光计划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建筑系沈玉石老师获“２００９年上海市育
才奖”。《建筑工程实训基地建设》和

《汽车技术实训基地建设（二期）》两项

目获得上海民办高校教学高地建设第五

期项目资助。完成院工会、院团委换届

选举。３月３１日，召开学院工会第二次
代表大会，通过《工会工作报告》、《工会

经费审查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的工会

委员会；１２月２５日，召开学院共青团第
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团工作委

员会。成立学院党校，于 ５月 ８日至 ６
月１９日，举办第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共有学员５４人参加培训。５月１２日
至６月１２日，举行主题为“积极心态，健
康人生”的第一届心理健康教育月，通过

组织设计一系列形式多样、参与性强、有

针对性的活动，向学生宣传心理健康知

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心理健

康氛围。１２月，学院成为２００９年度上海
市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达

标建设资助单位。９月９日，学院 ２００９
级新生开学第一天，“２００８年全国十大
杰出青年”金晶来到学校，为全体新生作

主题为《祖国在我心中，我与祖国同行》

的报告。 （马正涛）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至年末，学院在
校学生３９５８人，其中２００９年录取新生
１３０４人，毕业学生 １１７７人，就业率
９５８％；教职工 ３００余人，２００９年新进
教师及教学行政管理人员２９人。设有
公共卫生与护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

院、东方电影艺术学院 ３个学院，管理
系、商贸系、外语系等 ６个系和基础教
学部、思想理论课教学部２个部，共２５
个专业。学院建成以医、文为主，机、电

结合，管理、影视、商贸、广告和外语等

共同发展的多专业门类的高职学院。

专业设置以营养与公共卫生为核心专

业，相关专业作为支撑，形成了鲜明的

专业特色。学院积极推进集中实训，提

高职业能力，努力培养学生成为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学院建设营养与食品检

测实验室（二期），新闻电子采编与图文

出版实训中心（二期）及机电一体化

（一期）３个上海市教委的教学高地。
年内与校外 ６６家单位建立校企关系，
新建校外挂牌实训基地 １８个，新增实
训基地协议单位２７个，同时聘请１４位
总经理为实训指导教师，为学院实践教

学的开展及质量提高提供物质基础和

师资条件。大力开展技能比赛，提高学

生学习积极性。各系根据自己专业特

点，举办各种类型技能比赛和资格证书

考试。机电系 ２００７级学生 １０７人，有
１０５人参加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其中
１００人获高级和中级职业资格证书，获
证率为９３４６％，有７４人获得两张以上
职业资格证书。５月２２日，以教育部评
估专家杨应崧教授为组长的上海市教

育委员会评估专家组一行对学院进行

了教育人才评估回访，高度评价和肯定

了学院的人才培养工作。２００９年是震
旦教育成立二十五周年，１１月２０日庆
典活动在市委党校大礼堂隆重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发来贺信，充分

肯定震旦教育２５年来取得的成绩。市
教委副主任印杰到会讲话，代表市教委

高度评价震旦教育对上海民办教育事

业发展作出的宝贵贡献，震旦教育党委

领导、管委会成员、各院校负责人和师

生代表及海内外嘉宾共三千余人出席

活动。１２月１０日，学院建立学风建设
领导小组，全面贯彻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

育方针。１２月１８日，学院党支部进行
重新调整，设置１２个党支部，并选举任
命各党支部的正、副书记。 （付清海）

■上海市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００９年，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加大教育、教学管理

力度，将现有专业整合为商贸、机电、机

械加工、现代服务、计算机和升学部 ６
科，并制定规划，将数控专业打造成市级

重点专业，将物流、汽修、制冷专业发展

成学校骨干专业。年内，校企合作专业

学生数占在校生的３０％，上海飞机制造
有限公司等１０余家中外著名企业继续
与学校签约办学，三校生高考上线率

８５％，学生就业率９８％，其中对口就业率
７０％。招生突破千人，再度成为全市领
先单位。社会培训方面共完成政府补贴

培训６５４人，与华东理工大学网络学院
联合办学的爱晖培训中心录取本、专科

新生３９２人，共有在籍生 ７１４人。政府
投资５０００余万元兴建的实训大楼年内
交付使用。年内，学校被评为上海市中

职系统学生行为规范示范校，晋升为市

级安全文明校园。 （刘治国）

成人教育
■上海行知学院　学院实行“多块牌子
（上海行知学院、上海市宝山区社区学

院、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学、上海电视大

学宝山分校、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宝

山校区），一套班子”的办学体制。至年

末，有教职员工１１４名，其中具有高级职
称７人，中级职称５９人；占地３公顷，总
建筑面积 ３万平方米；设有五系（人文
系、外语系、经济系、计算机系、管理系）、

二办（党政办公室、继续教育办公室）、

五处（督导处、教务处、学生处、总务处、

教育设备处）、一院（上海澳宝经济商务

学院）、一部（中等教育部）；有在校大

专、本科学生６２２５人，其中全日制学生
１２４７人，当年毕业生２１３２人；各类非学
历培训７０００余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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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

远程教育网设在学院内，并依托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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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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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进一步

加强与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办

学，开设，报关与国际货运、水运会计、会

展与策划、建筑装饰技术、影视多媒体技

术应用等６个新专业，招收高中、中专、职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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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技校的应届毕业生，不断扩大招生规

模。与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合作举办专升本项目，招收艺术设计、物

流管理、行政管理等４个专业新生。学院
加大在区域内有关乡镇设点办学的力度，

在区内罗泾、罗店、月浦、顾村等街镇开设

多个业余制学历教育班级。

　　学院成人高校复习班设大专文科

班、理科班、强化班和专升本班；计算机

培训设初级、中级、办公自动化、会计电

算化、网络初、中级、ＣＡＤ辅助设计、网
页设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等辅导班；

职称培训考试设职称外语培训和会计职

称培训；设有财会人员网络继续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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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与澳大利亚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合作举办上海澳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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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曲波）

!""#

年上海行知学院学历教育专业设置一览表

办学项目 开 设 专 业 在校生数

全日制高职 报关与国际货运、建筑装饰技术、应用艺术设计、会展与策划、水运会计、影视多媒体技术应用 １１６７人

业余制成人大专

脱产班 物流管理 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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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８６人

业余制成人专升本 国际贸易、物流管理、行政管理、艺术设计 ２５０人

电大开放式

大
专

脱产班

业余制

专升本

会计 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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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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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３人

４月２４日，宝山老年大学举办合唱比赛 摄影／顾鹤忠

■宝山老年大学　从３月３日至４月１４
日，举办街镇老年教育综合班师资培训，

负责街、镇、居、村老年教育综合班教学

的干部和教师２０９人参加。每周星期二
上下午安排两讲，共１４讲，课程内容有
国际、国内形势和西藏问题、文明和谐迎

世博、欢庆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等时事政
治，有“神七”、“神八”介绍和深空探测

之三———彗星探测等科普知识方面，有

２０世纪中国伟人毛泽东等革命传统教
育，有老年人权益保障、老年人骨质疏松

与痛风的防治、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老年

人癌症防治、冬令进补和健康第一等知

识。４月１２日，组织参加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办的第六届上海教育博览会，共展

出瓷绘作品２７件，参展师生１７人，严惠
英、钟映华、宋淑娟、赵雪芳４人在现场
作瓷绘技艺表演。记者喻佳专题采访的

文章《学瓷绘，快乐多》，发表在２００９年
６月出版的《人才与就业》杂志。２００９年
４月２５日，上海老年报头版头条以《上
海终身教育事业何以引人注目》作详细

报导。４月２４日，组织各街镇老年学校
和老年大学各分校举办“颂祖国、迎世

博、唱和谐”歌唱比赛，评选出淞南镇和

吴淞街道两支合唱队为金奖，并代表宝

山区参加市级展演；一干所分校和友谊

路街道合唱队被评为银奖；高境、大场、

杨行镇合唱队被评为优秀演出奖。５
月，淞南镇和吴淞街道合唱队在市级比

赛中获银奖。９月，举行第二期学制一
年的瓷绘工艺师资培训班，各街镇共有

２４名人员参加。１０月２８至３０日，在行
知学院组织宝山区首届老年瓷绘教学成

果展，罗店等７个街镇老年学校和宝钢、
宝山２个老年大学共９个单位参展，展
出学员作品 ５５７件套、教师作品 ２１件
套，并聘请专家组评出一等奖５名、二等
奖１４名、三等奖２５名。１２月１６日，召
开区老年教育理论研讨会，交流理论研

究体会和经验。年内，区老年教育理论

研究共撰写论文１２篇，收到《我与共和
国６０年》征文３０篇，集辑出版论文征文
集一本。以李瑞昌老师为主，组织编写

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瓷绘工艺》

第二册。开办“迎世博，学英语口语１００
句”街镇老年教育师资培训班。区老年

大学建成有２５台数码钢琴的专用教室，
改善钢琴教学条件。完成《瓷绘工艺》

课程申报上海市和全国社区教育特色课

程的书面报告，并在１２月初评为市社区
教育特色课程三等奖，由市送北京参加

评选。年内，宝山老年大学被评为上海

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
年度先进单位（集体）。 （赵志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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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　生
■编辑　吴思敏

３月２３日，宝山区创建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候选）复核工作会议举行
区卫生局／提供

医疗保健
■概况　至年末，区卫生局下属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有３６所，比上年增加１所，
其中包括二级综合性医院６所（市一宝
山分院、宝山中心医院、华山医院宝山分

院、大场医院、罗店医院、一钢医院）、专

科医院３所（宝山中医院、精神卫生中
心、老年护理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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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２７人，比上年增加 ２０７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４２３４人（执业医
师１５７９人，执业助理医师８１人，注册护
士１６０６人，药剂人员 ２２４人，检验人员
１８４人）；有固定病床２８２５张，比上年减
少９７张。全区年内无甲类传染病发生，
报告乙类传染病１２种１６４１例，乙类传
染病发病率１１１３７／１０万；新增 ＨＩＶ疫
情８０例，累计６１７例；新增艾滋病人１９
例，累计４２例。婴儿死亡率２００‰，比
上年减少 ００４个千分点；出生缺陷率
１０３８‰，比上年增加 ２６８个千分点。
全区人口孕产妇死亡率为０／十万，人均
期望寿命为８２３１岁，比上年增加０６９
岁，其中男性 ８０６１岁，女性 ８４１１岁。
区镇两级财政卫生事业费３６５亿元，比
上年增长１４４％，其中经常经费３１６亿
元，专项经费０４９亿元；区级财政卫生
事业费２８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６％，
其中经常经费２３６亿元，专项经费０４６
亿元。全年区属各医疗卫生单位诊疗

８１２３４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９２０８万人
次，其中门急诊 ７８９３３万人次，出院
５８３万人次，实际占用总床日数１１０８４
万床日；住院手术１６７４７人次，出院病人
治愈 好 转 率 ９３０３％，病 床 使 用 率
１１２３７％，周转率２１６１次，平均住院天

数１７７２天，均次费用 １２１３９元，床日
费用４０５５６元。区级综合性医院的急
诊抢救人数１０８８０人，成功率９７１５％。
区医疗救护站全年出动急救车３２０万
车次，救护病人３１１万人次。３月，宝山
区成功创建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

务示范区。

■公共卫生服务　全面完成第二轮公共
卫生三年行动计划的各项任务。严密防

控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疫情，成立防控专家
组和应急处置队伍，制定和完善防控工

作方案。全区开设发热门诊１５家，设置
集中留验点，累计开展３４批８６２人次、
涉及２３个国家和地区人员的医学观察
工作。进行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和季节性流
感疫苗接种，组织“迎世博、防甲流、讲卫

生、促健康”大型系列健康教育活动。完

善手足口病防控领导小组、临床专家组

和督导组，严格聚集性疫情及重症病例

的调查处置流程，有效遏止疾病的上升

势头。推进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化建设，

开展强化免疫活动。落实性病、艾滋病

防治措施，全年共开展高危场所干预

１２５０户次，高危人群干预３６４３人次。积
极推动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精

神病等慢性疾病防治工作，完成区示范

型精神病康复站规范标准的制定，高境、

庙行两镇完成示范型康复站的硬件建

设。重新制定宝山区“重点孕妇”管理

工作规范，在友谊、大场两个社区试点开

展《全覆盖孕产妇系统保健管理》项目，

实施孕情监测、孕期保健管理及产褥期

保健等工作。建立和完善新生儿遗传代

谢疾病筛查和先天性听力障碍筛查管理

工作机制，继续实行婚检一门式服务，婚

检率达到６８７５％。实行“迎世博，保平
安，促稳定———五区（宝山、嘉定、杨浦、

闸北、虹口）联动打击无证行医”项目，

营造全社会共同抵制、拒绝无证行医的

氛围。联合公安、计生委、食药监等部

门，以“监管、教育、服务”并重的新模

式，开展以公共场所、职业卫生、医疗执

业等为重点的专项执法行动，全年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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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督检查 ３０２９户次（其中无证行医
３６０户次），实施卫生行政处罚 ６２０户
（其中罚款３４２户次，警告２９７户次），累
计罚款４３５２万元。启动并实施第三轮
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居民健康

自我管理工作全面启动，组建居民健康

自我管理小组２５２个，覆盖全区近７０％
的居、村委。月浦、庙行镇接受国家卫生

镇复评复审，罗泾镇创建国家卫生镇通

过市级考核。

■优医组团　年内完善四大社区卫生服
务集团管理机制，落实３４名大医院医生
到社区当首席医师工作，使居民在社区

就能享受到三级医院的诊治水平。举办

健康教育讲座４２２次，大型义诊咨询活
动１４次。组织 ２７名社区全科医生赴
二、三级医院进行轮岗进修，提高本土全

科医生的服务水平。３月，成功举办有
５００余人参加的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管理
发展论坛，宝山区在会上交流医疗资源

纵向整合工作经验。

１２月１８日，“优质医疗，服务宝山———华山百名专家、博士下社区”启动仪式在华山医院举行
区卫生局／提供

■医疗重大工程建设　３月 ２日，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工程在顾村镇奠

基，投资４４亿元，１１月１８日正式开工
建设。中西医结合医院一期工程门急诊

楼年内全面竣工，投资２０２亿元。１２月
３１日，大场医院迁建工程举行奠基仪
式，投资２０４亿元。月浦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改建后在年内正式投入使用，投资

１６０９万元。

■医学科研　组织２００９年度宝山区科

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受理１００个项目
的申报并组织市级专家进行初审，其中

有４０项经区科委批准立项，下拨科研经
费１１９万元。组织下属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积极申报市局各专项课题，共申请到

４项。拟定新一轮的区重点医学专科的
发展规划，完成２００５年度立项的８个重
点社区项目的验收工作。

■卫生实事项目　全年为 ３０４７３位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视力检查，筛查出

可治白内障患者８９１人，对符合项目要
求条件和手术指征的２５９人实施复明手
术，脱残 ２３５人，脱盲 ２５１人，脱盲率
９６９１％。为退休和生活困难妇女免费
提供妇科病和乳腺病筛查，共筛查３１００９
人，筛查出患病妇女 １１７２１人，患病率
３７８％，其中恶性肿瘤６例，均已手术治
疗，并进行治疗随访。为 ８０２３０名高血
压病人提供免费检测血压服务，并实施

动态管理。为５４４２４名符合条件的老年
人进行体检。全年巡回医疗车共出车

１３６次，累计诊治２４０５１人次，免费赠药
１６７万元。

■农村合作医疗　全面完成２００９年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投保工作，全区参加

合作医疗 ４８８万人，合作医疗覆盖率
１００％；全区１７５５名农村应保尽保对象
全部参加合作医疗，应保尽保率继续保

持１００％。门急诊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就诊医疗费用报

销比例分别由原不低于 ６５％、５５％和
４５％，调整到分别不低于 ７０％、６０％和

５０％；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最高限额由原
５万元调整到 ６万元，保障水平逐步提
高。全区所有镇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

门急诊费用实施即时结算制度，实现计

算机记帐形式全覆盖，逐步改变病人医

疗费报销不便的现况，并减轻就诊全额

付费的经济压力。

■民营医疗机构　至年末，全区核准登
记的民营医疗机构共有７９所，均为营利
性医疗机构，比上年减少３所，分布于１２
个镇和街道。其中医院３所（综合性医
院１所，泌尿专科医院１所，妇科专科医
院１所），门诊部３３所（口腔门诊部２４
所，综合门诊部７所，医疗美容门诊部１
所，中西医结合门诊部１所），个体诊所
４３所（包括口腔诊所２６所，中医诊所１６
所，整形外科诊所１所）。全年未核准登
记新的民营医疗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立社区首席医生制，不再以分

科形式预检和挂号，真正落实小病在社

区的全科医疗服务，并统一建立延长门

诊服务制度。至年末，累计建立健康档

案３６７８７９户 ８３３３９０份，户籍人口做到
应建尽建，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率为

９４４８％，动态管理率达 ６６５７％。全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高境、长江路和罗

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确立为“上海市

社区中医药服务达标点”，泗塘、吴淞、大

场、顾村、淞南、庙行、友谊、祁连和月浦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上海市中医药服

务达标建设项目中期评估，罗店和盛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列入２００９年度上
海市社区中医药服务达标建设项目单

位。全年累计向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

拨服务成本４６７５９４２万元，其中区属单
位下拨服务成本２１４７２５７万元，镇属单
位下拨服务成本２５２８６８４万元；财政拨
入正常经费 １３５５４５１４万元，其中区属
单位 ５２５８６８万，镇属单位 ７９６４９８万
元。累计上缴业务收入４８４２３１７万元，
其中区属单位上缴业务收入２２５６６２万
元，镇属单位上缴业务收入２５８５６９７万
元。全区１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
有１４６种药品、９４所村卫生室平均有９９
种药品实行“零差率”收费；全年享受药

品“零差率”４９５６７万人次，让利９０３０５
万元。

■医疗对口支援　至年末，累计派遣 ７
批３５名医务人员赴都江堰向峨乡开展

２１２

卫　生



对口支援。组织宝山区医疗队赴云南省

维西县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并捐赠价值约

３０万元的医疗仪器。举办为期 ３周的
宝山区对口支援地区医技人员培训班，５
名来自向峨乡和１５名来自维西县的医
务人员来到宝山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操

作。组建医疗队远赴摩洛哥开展援外医

疗工作。

■承办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发展论坛
　３月２１日～２３日，国家医学教育发展
中心、中国全科医学杂志社和区卫生局

联合主办“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发展

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专家、专业

人士５００余人参加。副区长李原出席论
坛开幕式并致词。论坛共安排了近 ２０
场主题报告和交流讨论，就我国当前社

区卫生服务改革发展进行政策解读，对

上海市在社区卫生服务方面的特色做

法和工作经验进行了探讨。与会人员

在听取了区卫生局关于“组团发展，建

立社区卫生服务长效机制”的介绍并进

行实地参观后，对宝山区所开展的社区

卫生服务管理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房信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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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医院一览表

分类 名　　称 等　级 地　址 核定床位
年门急诊
（万人次）

主要科室

三级 交大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三级乙等 漠河路２８０号 ５０２ ５５．８ 内、外、妇产、儿、五官、传染、中医、肿瘤

二级

医院

市一院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牡丹江路２１６号 ６０８ ７２．６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宝山中心医院 二级甲等 友谊路１８１号 ３０２ ５８．６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大场医院 二级乙等 少年村路２１８号 ２０５ ２８．８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肿瘤

罗店医院 二级乙等 罗溪路１２１号 ２０１ ３４．６ 内、外、妇产、儿、五官、皮肤、传染、中医、精神

一钢医院 二级乙等 卫生科路１１１号 ２００ ６．９ 内、泌尿外、骨、妇、五官、皮肤、精神、肿瘤、中医

华山宝山分院 二级甲等 长江西路１９９９号 ３１０ ６３．５ 内、泌尿外、骨、妇、儿、五官、皮肤、传染

中医医院 二级乙等 友谊支路３０２号 ３０ １５．１ 内、外、妇、儿、中医、肿瘤

精神卫生中心 二级未评 友谊支路３１２号 ２８０ ７．１ 精神科

老年护理院 一级未评 共和新路５４２５号 １５１ １．０ 老年护理、康复科

社区

卫生

服务

中心

泗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虎林路４３９号 ９０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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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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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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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０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祁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乙等 祁连山路２８９１号 ７０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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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 ４３．４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杨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杨泰路２３９号 ５８ ２２．２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顾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泰和西路３３６９号 ２０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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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甲等 淞良路３９５号 ２０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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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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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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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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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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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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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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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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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 １．５ 全科、中医、康复、预防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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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民营医疗机构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１ 上海新园门诊部 电台路５６７、５７１、５７５号 占国勇 ５６１８３０８８

２ 上海毓华口腔门诊部 共和新路５２１２弄８９－９１号 王毓华 ６６２４２６２３

３ 上海金悦门诊部 绥化路２３８号－２４４号 杨建生 ６６９３０８２２

４ 上海齿伽口腔门诊部 呼玛路５７９号 苏忠宝 ６６２２３７０６

５ 上海博美口腔门诊部 同泰北路５３３号 邵毅 ５６５８５１９９

６ 上海昊艳口腔门诊部 三泉路１９１６号 占志强 ５６６９０６１５

７ 上海泰康门诊部 共康路７５８－８１０号 苏金灶 ６６２４１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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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８ 上海浦华口腔门诊部 灵石路１５０１号 俞亦炯 ５６３５７１６３

９ 上海大众口腔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７７５号 唐成柏 ５６７４３７８０

１０ 上海佳十美宝杨口腔门诊部 宝杨路８２６－８３０号 刘凌 ５１１９６８１１

１１ 上海罗和门诊部 罗泾镇陈行街１３２－１３８号 陈国飞 ５６８７５４１１

１２ 上海昌豪门诊部 水产西路１８８号 吴金贵 ５６８０９９２９

１３ 上海雅郑口腔门诊部 杨鑫路３５０－２号 郑庆凤 ３３７０６１９９

１４ 上海文峰医疗美容门诊部 一二八纪念路６４４号 周树新 ６６８２２１１８

１５ 上海超美口腔门诊部 环镇北路７２１号 熊洪金 ６５１９１２３２

１６ 上海宋扬口腔门诊部 ?川路１４３８弄２２８号 宋庆华 ６６７６０７６７

１７ 上海罗太门诊部 罗太路３５０号 苏金灶 ６６８６７７７９

１８ 上海大唐口腔门诊部 共江路１０７０－１０７２号 周晓红 ６６２２３９１６

１９ 上海淞康口腔门诊部 淞南路４０５号－４ 雷维龙 ６６１５１１２７

２０ 上海美冠口腔门诊部 水产西路７９７号 计宏伟 ５６１７７０９２

２１ 上海康宏口腔门诊部 淞兴路２３６号 熊科明 ５６６７２０６９

２２ 上海义德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长江南路５７７号 占国勇 ６６３６３２８１

２３ 上海博缘口腔门诊部 共康路１５７－１５９号 王伟军 ５６４８６８７６

２４ 上海莱科斯康口腔门诊部 真金路１０４１号 屈少军 ６６３７８７２５

２５ 上海博信口腔门诊部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２７８号 王松寿 ６６１２７０３８

２６ 上海雅杰口腔门诊部 共富路５００号 王杰 ６６０４６１９９

２７ 上海友用口腔门诊部 友谊路３８号－４ 秦勇 ５６６９５８６０

２８ 上海博恩口腔门诊部 长江西路１４１０号 王伟君 ６６２１０８０８

２９ 上海邦缔口腔门诊部 顾太路１９号 杜忠强 ３６１９０４０４

３０ 上海市康快特医疗美容门诊部 水产路５０９－５１１号 王维群 ５６５８０４７０

３１ 上海凯德口腔门诊部 华灵路１９４５号 陈明 ６６４０７６１１

３２ 上海佳雅口腔门诊部 东林路３９５弄９号 周祥生 ５６７８６３９８

３３ 上海李正炎中医内科诊所 罗泾镇陈镇路８８号 李正炎 ５６８７０３２３　１３１４８１７９０１７

３４ 上海康乾中医内科诊所 殷高路３５号－１ 张俭生 ６５９１９０６４

３５ 上海虞松寿口腔诊所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５支弄１３号 虞松寿 ５６８０７９５８

３６ 上海姚民生口腔诊所 绥化路２５７号 姚民生 ３６３００８４５

３７ 上海方捷敏口腔诊所 新二路９９７弄３号甲室 方捷敏 ６６１５８０９８

３８ 上海王延萍口腔诊所 同济支路３０号 王延萍 —

３９ 上海一德中医内科诊所 淞滨路１３０号 潘惠芳 ５６６７３５５１

４０ 上海人寿堂大华中医内科诊所 新沪路６８９号 陈学荣 ６６３７３３９４

４１ 上海李秋华口腔诊所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２０７室 李秋华 ５６１３５２６６

４２ 上海杨中奕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３号 杨中奕 ５６７６５４７８

４３ 上海李浩中医骨伤科诊所 春雷路３６３号乙 李浩 ２７４２７３４９

４４ 上海陈国民口腔诊所 新村路８１３号 陈国民 ６６３５５１５３

４５ 上海郑光榕口腔诊所 同济支路３０号 郑光榕 ６６６５０５７０

４６ 上海汪金宝中医针灸推拿诊所 淞兴路２９３号 汪金宝 １３６１１９９４９３３

４７ 上海张朝旭口腔诊所 聚丰园路３３８弄７５－４ 张朝旭 ６６１２６３９１

４８ 上海罗道友中医骨伤科诊所 聚丰园路３３８弄７５－５ 罗道友 ６６１２６３９１

４９ 沈建明私立中医骨伤科诊所 华灵路１６８１弄３７号１１４室 沈建明 ６６４０２３３９

５０ 上海金
!

口腔诊所 海江路３２号 金
!

５６１２８６６２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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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５１ 上海陆元桴中医诊所 沪太路２４４２号 陆元桴 ６６５１１１１０

５２ 上海丁士德口腔诊所 永乐路３６１号 丁世德 ５６１２６４６７

５３ 上海潘志强口腔诊所 双城路１２４号 潘志强 ２７４３５３５５

５４ 上海朱恬口腔诊所 华灵路１６８１弄３７号１０５室 朱恬 ６６３９５７６５

５５ 上海金圣章中医骨伤科诊所 罗店镇水果弄１８号 金圣章 ３６１３０１６８

５６ 上海忻雅萍口腔诊所 共富路１２７－１２９号 忻雅萍 ５６０４２９２０

５７ 上海包春荣口腔诊所 大华小区华灵路６２３号 包春荣 ６６３９９６２８

５８ 上海周乃琴口腔诊所 罗店镇亭前街８０号 周乃琴 ５６８６１０８６

５９ 顾孝信私立中医针灸诊所 罗店镇新桥街１９号 顾孝信 ５６８６２９８６

６０ 上海黄怡口腔诊所 大场场联路２１－２３号 黄怡 ５６５１１２７７

６１ 上海宋敏口腔诊所 新沪路４７３号 宋敏 ６６３６１８０７

６２ 上海朱和相口腔诊所 行知路３９６号 朱和相 ６６３６０８１１

６３ 上海吴月兰整形外科诊所 牡丹江路１６４５号 吴月兰 ５６１２２８９０（总机）

６４ 上海陈文华口腔诊所 盛桥镇盛桥路８７号 陈文华 ５６１５１５８７

６５ 上海周黎明中医诊所 共富路７２号 周黎明 ５６１８９８５８　６５４０５９０４

６６ 上海俞亦炯口腔诊所 祁连山路２６２０号 俞亦炯 ６６５０３６７０

６７ 上海覃荣林口腔诊所 永乐路５３８号－５４０号 覃荣林 ５６５６５１８７

６８ 上海沈鼎候中医诊所 行知路５７２弄１２号１０２室 沈鼎侯 ６６３４６０５５

６９ 宋庆华私立口腔诊所 月浦八村１号１０２室 宋庆华 ５６９３１３６０

７０ 上海杜光明口腔诊所 绥化路９０号 杜光明 ５６６４７８１９　５６６０２８７６

７１ 上海陈昌富口腔诊所 长江西路１８４９号 陈昌富 ５６７３９６５２

７２ 上海李作初中医内科诊所 大场镇南大路２２弄１号 李作初 ５６６８１８８９

７３ 上海刘理口腔诊所 友谊支路３６号 刘理 ５６１１７０６８

７４ 上海张根全中医内科诊所 大场镇乾溪新村洛场路３００弄１９号 张根全 ５６５１６７９３

７５ 上海陈明口腔诊所 新沪路１４６８号 陈明 ６６３５７６１１

７６ 上海仁铭康复医院 罗店镇张桥路１３号 叶开渠 —

７７ 上海牡丹妇科医院 牡丹江路１０８１号 蔡建明 ５６５７５９９９

７８ 上海英港泌尿外科医院 淞滨路１３０号 倪仕功 ５６８４１６６６

７９ 上海沪太医院 沪太路２５５５号 许加洪 ６６５１６１２０

!""#

年宝山区主要死因顺位百分比情况表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总
死亡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总
死亡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总
死亡
％

１ 循环系病 ２１８９ ２５８．６５ ３６．６４ 肿　瘤 １１４５ ２６３．７３ ３５．９６ 循环系病 １１４９ ２７８．７７ ４１．１７

２ 肿　瘤 １８７９ ２２２．０２ ３１．４５ 循环系病 １０４０ ２３９．５４ ３２．６６ 肿　瘤 ７３４ １７８．０８ ２６．３０

３ 呼吸系病 ５７７ ６８．１８ ９．６６ 呼吸系病 ３７０ ８５．２２ １１．６２ 呼吸系病 ２０７ ５０．２２ ７．４２

４ 损伤中毒 ２９４ ３４．７４ ４．９２ 损伤中毒 １６３ ３７．５４ ５．１２ 损伤中毒 １３１ ３１．７８ ４．６９

５ 内分泌病 ２１５ ２５．４０ ３．６０ 内分泌病 ８７ ２０．０４ ２．７３ 内分泌病 １２８ ３１．０５ ４．５９

６ 消化系病 １６８ １９．８５ ２．８１ 消化系病 ７７ １７．７４ ２．４２ 消化系病 ９１ ２２．０８ ３．２６

７ 精神病 ８１ ９．５７ １．３６ 泌尿系病 ４８ １１．０６ １．５１ 精神病 ３７ ８．９８ １．３３

８ 泌尿系病 ７９ ９．３３ １．３２ 精神病 ４４ １０．１３ １．３８ 神经系病 ３７ ８．９８ １．３３

９ 传染寄生虫 ７２ ８．５１ １．２１ 传染寄生虫 ４３ ９．９０ １．３５ 泌尿系病 ３１ ７．５２ １．１１

１０ 神经系病 ６６ ７．８０ １．１０ 神经系病 ２９ ６．６８ ０．９１ 传染寄生虫 ２９ ７．０４ １．０４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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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主要疾病死亡率与上年比较表

死亡原因

合　计 男 女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增减％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增减％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增减％

脑血管病 １２６６ １４９．５９ －４．６７ ６２６ １４４．１９ －６．４８ ６４０ １５５．２７ －２．８３

冠心病 ５７９ ６８．４１ －２．３７ ２４０ ５５．２８ －１１．１１ ３３９ ８２．２５ ４．８９

气管炎、哮喘 ４９８ ５８．８４ －１５．５９ ３３０ ７６．０１ －１２．４６ １６８ ４０．７６ －２１．０３

肺　癌 ４８７ ５７．５４ ８．６８ ３６１ ８３．１５ １３．２１ １２６ ３０．５７ －２．２３

胃　癌 ２０７ ２４．４６ －１４．０７ １３１ ３０．１７ －１０．０８ ７６ １８．４４ －２０．１０

肝　癌 ２０１ ２３．７５ －２．５２ １４８ ３４．０９ １５．２９ ５３ １２．８６ －３１．８２

糖尿病 ２０８ ２４．５８ ３．４４ ８４ １９．３５ ０．５５ １２４ ３０．０８ ５．４３

结直肠肛门癌 １４３ １６．９０ －６．６０ ６７ １５．４３ －２１．７１ ７６ １８．４４ １２．５９

急性心梗 １０４ １２．２９ －６．５３ ６１ １４．０５ －１０．６４ ４３ １０．４３ ０．１０

精神病 ８１ ９．５７ －７．７３ ４４ １０．１３ ４８．９２ ３７ ８．９８ －３６．５３

食管癌 ８５ １０．０４ １２．５３ ５８ １３．３６ ５．４２ ２７ ６．５５ ３１．９９

病毒性肝炎 ５２ ６．１４ －７．３８ ２９ ６．６８ －２７．０１ ２３ ５．５８ ４０．５５

!""#

年宝山区恶性肿瘤前十位死因情况表

顺
位

合　计 男 女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总
死亡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总
死亡
％

死亡
原因

死亡数
（人）

死亡率
（每十万）

占总
死亡
％

１ 肺癌 ４８７ ５７．５４ ８．１５ 肺癌 ３６１ ８３．１５ １１．３４ 肺癌 １２６ ３０．５７ ４．５１

２ 胃癌 ２０７ ２４．４６ ３．４６ 肝癌 １４８ ３４．０９ ４．６５ 胃癌 ７６ １８．４４ ２．７２

３ 肝癌 ２０１ ２３．７５ ３．３６ 胃癌 １３１ ３０．１７ ４．１１ 乳腺癌 ６７ １６．２６ ２．４０

４ 胰腺癌 １１７ １３．８２ １．９６ 胰腺癌 ６６ １５．２ ２．０７ 肝癌 ５３ １２．８６ １．９０

５ 食管癌 ８５ １０．０４ １．４２ 食管癌 ５８ １３．３６ １．８２ 胰腺癌 ５１ １２．３７ １．８３

６ 结肠癌 ８３ ９．８１ １．３９ 非霍奇金
氏淋巴瘤

３９ ８．９８ １．２２ 结肠癌 ４８ １１．６５ １．７２

７ 乳腺癌 ６７ ７．９２ １．１２ 结肠癌 ３５ ８．０６ １．１０ 胆囊和肝
外胆管癌

３４ ８．２５ １．２２

８ 胆囊和肝
外胆管癌

６５ ７．６８ １．０９ 直肠和
肛管癌

３２ ７．３７ １．０１ 直肠和
肛管癌

２８ ６．７９ １．００

９ 直肠和
肛管癌

６０ ７．０９ １．００ 胆囊和肝
外胆管癌

３１ ７．１４ ０．９７ 食管癌 ２７ ６．５５ ０．９７

１０ 非霍奇金
氏淋巴瘤

５９ ６．９７ ０．９９ 膀胱癌 ２７ ６．２２ ０．８５ 白血病癌 ２４ ５．８２ ０．８６

!""#

年宝山区科技发展基金项目和经费
%

医学卫生）安排表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经费安排（万元）

总额 ２００９年 项目结束
执行年限

脂联素及其受体在２型糖尿病大鼠心脏中的变化和意义 交大三院 ５ ３ ２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醛固酮对胰岛Ｍｉｎ６细胞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交大三院 ５ ３ ２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ＮＩＨＳＳ结合ＡＳＰＣＴＳ评分及临床资料的时间序列分析辅助掌握脑
梗死治疗时机

交大三院 ５ ３ ２ ２０１２年６月

大豆异黄酮和豆浆预防大鼠草酸钙肾结石的实验研究 交大三院 ５ ３ ２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腓肠神经内外侧支支配分工及与腓肠神经皮瓣感觉的关系研究 交大三院 ５ ３ ２ ２０１２年５月

农民工子弟小学生心理问题与干预对策 宝山中心医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２年９月

上海市民工子女乙肝流行状况及控制策略研究 宝山中心医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２年９月

正常人ＱＴ间期昼夜动态变化的临床观察 宝山中心医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２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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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经费安排（万元）

总额 ２００９年 项目结束
执行年限

上海市宝山地区胃食管反流病的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调查 宝山中心医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２年９月

肾透明细胞癌及其转移的早期分子标志物筛选 宝山中心医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２年９月

探讨超声生物显微镜在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中的应用 宝山中心医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２年９月

抗原提呈细胞———树突状细胞与子痫前期发病的关系 市一宝山分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改良张力带技术治疗髌骨骨折 市一宝山分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氢质子磁共振波谱在定量分析弥漫性肝病中的初步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宝藿甙元治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害的实验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无创正压通气对社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疗效分析与评价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高迁移率族蛋白１（ＨＭＧＢ１）在淋巴瘤患者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低分子量肝素对骨肉瘤细胞浸润转移影响的实验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ＣＴＬＡ－４在白癜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中的表达及基因多态性
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溶脂法乳腺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临床对照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超声引导下乳腺微小肿瘤术前不同定位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保留乳头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与传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局部复发
的对照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ＭＲ扩散加权成像（ＤＷＩ）对膀胱癌介入治疗后疗效评价的价值
研究

市一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腹透患者代谢紊乱以及相关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多层螺旋ＣＴ评价ＴＩＡ患者颈动脉狭窄及卒中预测的意义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区级医院神经内科病房眩晕患者的病因分析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应用蛋白芯片技术进行肾癌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的研究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３ ２ １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超声造影对乳腺恶性肿瘤及腋淋巴结诊断价值的深入研究 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组合组织移植修复复杂性手外伤的研究 中冶医院 ５ ３ ２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液液萃取顶空法快速测定饮用水中卤乙酸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低收入性服务人员人格维度及其行为相关性研究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水痘突破性病例发生原因研究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宝山区集中空调污染状况调查分析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宝山区常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和流行趋势研究 宝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黑麦食品对代谢性疾病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影响的研究 宝山区红十字事务中心 ５ ３ ２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人口导入区社区的卫生服务需求和利用研究
宝山区顾村镇菊泉新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３ ２ １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社区手足癣流行病学调查与中医药防治对策研究
宝山区大场镇祁连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３ ２ １ ２０１１年９月

农村高血压病人综合干预系统研究
宝山区罗店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３ ２ １ ２０１１年６月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中医药特色社区干预效果研究
宝山区顾村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探讨积分管理制度在规范医疗执业行为中的作用 宝山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２ １．５ 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 — １１１ ７５．５ ３５．５ —

（房信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
院　该医院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
的三级综合性医院，现有临床科室 ３５
个，核定床位５０２张。至年末，在职员工
９７８人，比上年增加４４人，其中医生２９５
人、护士４０７人；正高职称２２人，副高职

称９７人；硕士生导师３０人，博士生导师
２人，在读硕士研究生４５人，硕士培养
点１７个，博士培养点２个。全年门急诊
量 ５５７８１２人次，比上年增加 ６８９１２人
次；年出院病人１７５８９人次，比上年增加
１４８９人次；年住院总床日２０１００８日，比

上年增加２３２２，床位使用率１０９８％，比
上年增加２５％；年手术人次７８７５人次，
比上年增加 ２９７３人次；平均住院日
１１４３天，比上年减少０９２天。年内共
获得局级以上课题２８项，其中国家自然
基金项目２项；争取到宝山区科委项目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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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经费２５万元，其它横向课题经费２５
万元；全年争取到的院外科研经费总额

为２００３万元。６月，成功切除一名肝癌
患者重达 ５７公斤的肝尾状叶特大肝
癌，创国内之最。６月 ２５日，正式成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创伤医学研究所，

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孙大麟、工程

院院士王正国教授共同为研究所揭牌。

年内共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１３９篇，其
中ＳＣＩ收录１０篇。举办国家级继续教
育项目４项，参加２９５人次；举办各类专
题讲座９１次。医院获得全国“优秀红十
字（会）医疗机构”称号、全国城市医院

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
年度第十四届上海市文明单位；院长龚

圣济获全国优秀院长奖（２００８年度），党
委书记王玉龙被评为全国城市医院思想

政治工作先进个人，丁小龙获全国医学

人文荣誉奖（２００８年度）。 （虞雯鸥）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以《食品安全法》颁布
实施为契机，以迎世博立功竞赛为推动，

科学监管、加强服务，全面完成行政许

可、行政监督等各项业务工作；结合实际

探索创新，一批体现宝山特色的监管工

作顺利推进，全区食品药品总体处于安

全、有序、可控状态。至年末，宝山区共

有药品生产企业 １１家，比上年减少 ３
家；药品零售企业２１９家，比上年增加１０
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６９家、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３０１家，分别比上年增加６家
和２６家。６月１日《食品安全法》实施
之前，有食品卫生许可证持证单位８９９３
家；６月 １日之后，有餐饮服务许可证
（含有效的食品卫生许可证）持证单位

３７１４家。全年受理举报投诉２００余件，
经查证属实并立案处罚２５件。所有举
报投诉在３０天内办结，办结率为１００％。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全年共受理食品
许可申请１１２５户、建筑设计预防性审核
申请 ３４项。开展食品许可现场审核
１６８２户次，发放食品许可证 ９７３张（其
中新发证７８９户、变更１８４户），注销食
品许可证４９户。参与涉及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的建筑设计项目现场审核３４次。
受理药品零售企业筹建１７户次、变更８０
户次、许可验收 ２４户次、注销 ８户次。
对药师从业人员挂牌１７５人次、变更挂
牌２０人次、注销１６人次。受理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变更７３户次、换证１６户次、
许可４４户次。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全年出动监督人
员３２４万人次，监督检查餐饮服务等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２２万户次、保健食品
化妆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５１７户次。监
督抽检食品 ６２７件，餐饮具 １１５２件，快
速检测食品 ４３７９件。完成药品和医疗
器械抽样５６０件，其中监督性抽样合格
率为９６７％。

■药品、医疗器械日常监督　年内对药
品经营企业进行ＧＳＰ跟踪检查３０户次、
专项检查１２户次、日常抽查３０２户次、
限期整改６户次。对药品生产企业日常
抽查２０户次、限期整改 ３户次。对 １０
家医疗机构的药品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

管，对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证后监管 ９５
户次。

■食品药品专项整治　全年完成食品添
加剂、学校集体用餐、肉制品、保化产品、

野山参和冬虫夏草、计生药械等专项监

管和整治，开展３次迎世博食品安全专
项行动。组织开展各类药品、器械专项

检查，包括：非药品冒充药品行为专项整

治；野山人参、冬虫夏草专项检查；问题

人用狂犬疫苗紧急排查；营利性医疗机

构和单体零售药店专项检查；计生药械

专项检查等，出动３５６人次，检查４１２家
单位，抽样１３批，立案３起。

■药品不良反应（ＡＤＲ）监测　全年共
收到药品不良反应（简称 ＡＤＲ）报表
３４９０份，比２００８年增长３０８％，其中新
的、严重的报表 ７９３份，占 ２２８％，比
２００８年增长２２％。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监测（ＡＤＥ）１６８例。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　全年对药品立案
２５件、医疗器械立案８件，没收物品价
值１２８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２８０９万
元、罚款３２４９万元，罚没款累计 ６０余
万元。对办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建立“内审员制度”，开展办案人员间的

互查互审，提高案件文书质量。对餐饮

服务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实施行政处罚

２２２户，罚没款７７７４万元。销毁不符合
卫生要求的食品及原料１３３万公斤，收
缴食品加工用具９６３件。

■开展食品安全示范街镇创建活动
　在全市首家开展食品安全示范街镇
创建活动，开展食用农产品、食品生产、

流通和餐饮消费各个环节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全区

参与创建市级食品安全示范街（区）６
条，其中牡丹江路和大场真华路获市级

验收。创建市级食品安全示范街的１４３
户餐饮单位，全部实施量化等级评分和

监督公示。至年底，全区 １０个街镇申
报创建食品安全示范街，并通过验收，

覆盖面达 ８３％，超额完成区政府年度
６０％的目标。

■无证光鸭加工专项整治　组织前往安
徽养殖基地开展专题调研，制订堵疏结

合的治理方案，从５月至８月开展为期４
个月的无证光鸭加工专项整治。经整

治，全区９个无证光鸭加工点中的５个
办理许可证、２个申请办证、２个被取缔，
“养、加、销”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开始

形成。９月 ２５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２４家媒体通报全区食品安全及光鸭整
治工作，１６家媒体做正面报道。

■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　根据卫生部等
九部委要求，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０年
４月上旬组织开展食品添加剂专项整
治，对全区２５２户食品添加剂使用单位
进行备案登记，对重点产品、重点单位和

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整治，重点查处现制

现售面制品、鲜榨果汁添加剂的问题。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志愿者队伍建立
　２月，在全市建立第一支食品药品安
全宣传志愿者队伍，通过公开招聘，１４５
名市民成为首批食品药品宣传志愿者。

加强对志愿者队伍的培训和管理，做到

宣传形式多样，结合实际开展培训，管理

有序。志愿者年内开展各种宣传活动，

受益群众３５万余人次。

■开展“夜鹰”监管系列行动　针对不
同季节、不同时期监管工作特点，采取上

下联动、交叉执法等方式，开展错时监管

的“夜鹰”系列行动。行动每季度举行

一次，第一季度“夜鹰一号”，第二季度

“夜鹰二号”，这两次行动共出动监督员

近６００人次，在用餐高峰时间和节假日
对餐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４４２户次；第
三季度“夜鹰三号”行动，以“贯彻食品

安全法，确保‘两节’期间食品安全”为

主题，首次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参加，起到扩大宣传，监督执法，听取意

见的作用。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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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各区县以及全市食品药品监督系

统中，首次开展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演练，演练内容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Ⅲ
级应急响应，这是区政府能独立指挥的

级别最高的演练，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Ⅲ级应急响应。此次应急演练涉及部门
最多、参与面广、组织协调难度大，并首

次以ＤＶＤ记录演练过程，为今后处置应
急事故留下范本。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参加主题为“捐献青春热血，彩绘人生画卷”的义务献血活动

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２月
２６日，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
会议在区委党校召开，区领导周明珠、朱

永泉、顾佳德等出席。区政府有关委办

局、各街镇、工业园区、监管部门、大中型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６００余人
参加会议，食品安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部署了工作。会议明确 ２００９年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工作目标：消除食品药品安

全隐患，严控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减

少集体性食物中毒事件。重点工作：食

品安全示范街镇创建，巩固无证照食品

生产经营整治成果，加强食用农产品、食

品、药品全过程监管，强化食品药品质量

监督抽检，深化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区

政府与各街镇及相关部门签订《食品安

全责任书》。会议为建区以来规模最大

的食品药品安全会议，表明了区委、区政

府贯彻《食品安全法》，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的决心和态度。 （范　瑾）

爱国卫生
■概况　２００９年是宝山区实施第三轮
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的第一年，

全区爱国卫生工作以“世博，让宝山更健

康”为主线，深化卫生创建工作，着力推

进新“５个人人”健康市民行动（人人动
手清洁家园、人人劝阻室内吸烟、人人坚

持日行万步、人人掌握控油控盐、人人学

会应急自救）、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和

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工作，落实居民健康

自我管理小组的区政府实事工程，有效

实施爱国卫生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着重推进每月 １５日的“环境清洁日活
动”。罗泾镇创建国家卫生镇工作通过

市爱卫会考核验收，月浦镇、庙行镇通过

全国爱卫会国家卫生镇复查复评。开展

“卫生创建回头看”督查活动。开展有

害生物防治工作，庙行镇、月浦镇、张庙

街道的除害服务站建成上海市“Ａ级”除
害服务站，至年末，全区已建成市“Ａ级”
除害服务站５个。加强除四害监督执法
检查。年内，高境镇、罗泾镇被评为２００９

年度上海市健康社区先进；区人民检察

院、实验小学、杨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等１０个单位被评为“２００９年度上
海市健康单位先进”；友谊路街道宝钢七

村等３个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被评为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先进”；罗店镇联合村、罗泾镇合建村、月

浦镇聚源桥村等 ２０个村被评为“２００９
年度上海市健康村”；钱建凤、俞宝华、谭

惠麒、徐春雷、刘燕萍等 ２２人被评为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健康城市先进个人”。

■“环境清洁日”集中行动　联合区市
容局、文明办等职能部门，在全区各街镇

开展以中小道路、居民小区、公交集散

地、菜场周边环境、校园环境、医院环境、

农村结合部等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整治活

动。同时，每月相继开展“人人参与护环

境、建设滨江新宝山”、“军民携手护环

境，清洁家园迎世博”、“校园小海宝、清

洁迎世博”等为主题的环境清洁日集中

行动共计１２次，全年广泛组织发动宝山
干部群众、志愿者、单位职工、驻地部队

官兵等约２５万人次参加环境清洁日活
动，推动城乡环境进一步改善。区迎世

博健康城市水平提升行动指挥部分别命

名表彰６３６个迎世博爱国卫生合格单位
和２４４个迎世博爱国卫生合格小区。

■迎世博爱国卫生志愿者和义务监督员
队伍成立　在各街镇组建有３６万名群
众参加的区迎世博爱国卫生志愿者和

１５万余名热心市民参加的迎世博爱国
卫生义务监督员队伍，并配发统一的志

愿者和监督员帽子、服装、胸牌等，发挥

志愿者和监督员在迎世博活动中的带头

模范作用，开展经常性的卫生宣传、环境

整治、卫生检查以及巡访评议活动。

■实施第三轮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
划　根据市民实际健康需求，以营造健
康环境、完善健康服务、加强健康管理为

重点，会同卫生、环保、市容、体育、文明、

红十字会等委办局，制定宝山区建设健

康城区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行动计划，确定
４１项指标任务。年内，全面推进各项指
标任务及重点活动，并做好区级年度自

评工作。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以适量运
动为抓手，在全区建立 １９条健身道，
２５６个单位开展健康单位建设，７２家单
位加入全民健康示范单位试点行列，向

全区５１万户家庭免费发放控油壶和宣
传折页。在１０月中旬举办的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展示周期间，先后开展农民工

健康知识竞赛、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成员游园、健康“一二一”运动操比赛和

“健康世博”征文比赛成果展等系列

活动。

■组建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在全区
以村、居委为单位组建２５２个居民健康
自我管理小组，有５８００余居民主动参加
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其中列入２００９年区
政府实事工程的规范化小组有１２０个，
并于年底全部通过考核验收。年内，在

罗泾镇开展试点，开展居民健康自我管

理小组成员高血压基本药物自费部分减

免工作。 （周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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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　育
■编辑　袁晓君

５月８日，区第二届运动会在宝宸体育馆举行 摄影／经瑞坤

综述
至年末，全区共有社区公共运动场

２６处，比上年新增２处；农民健身家园
５７处，新增１２处，居全市领先地位。有
宝山区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宝山区

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宝山区少年

儿童业余游泳学校、宝山区行知田径运

动学校４所青少年业余体校；有专职教
练员３０名，注册运动员５８４名。年内开
展迎世博健身设施整治工作，对１２个街
镇健身设施的“三牌一栏”重新进行安

装和维护保养，健身设施完好率达９６％
以上。加大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

共培训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１５０名，全
区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达１５００名。
全区共有社会体育指导站１２个，实现街
镇全覆盖。由宝山区输送的１８名运动
员代表上海市体育代表团参加十一届全

运会比赛获得４枚金牌、４枚银牌、２枚
铜牌。青少年组运动员参加市级比赛获

３５．５枚金牌、３４枚银牌、２７枚铜牌。区
游泳学校通过国家体育总局审批，成为

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田径、游

泳、击剑、乒乓球、射箭、手球等６个项目
被市体育局批准设立二线队。加强对体

育彩票销售、管理力度，全区体育彩票年

销售额达９１０４万元，较上年增加近２４００
万元，名列全市第五。宝山体育中心及

图书馆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成功举

办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２００９宝山国际
男篮挑战赛、“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特步赛
季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比

赛、第四届“英港杯”江浙沪皖体育舞蹈

公开赛、２００９宝山“百村篮球赛”等大型
体育赛事，承办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

联赛中小学生乒乓球、田径比赛；开展

“全民健身与世博同行”主题活动。年

内，宝山区获“全运会重大贡献奖”、

“２００９年度体育后备人才输送奖”、
“２００９年度‘一区一品’赛事优秀组织

奖”等荣誉；罗店镇、庙行镇被评为“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友谊路街道被评

为“全国第六批城市体育先进社区”，顾

村镇被评为全国“２００９年全民健身活动
先进单位”。 （王　敏）

群众体育
■概况　年内共培训三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１５０名，全区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人数达１５００名，其中国家级５名、一级
９名、二级 １９６名、三级 １２９０名。举办
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第四届“英港杯”

江浙沪皖体育舞蹈公开赛等大型体育

赛事。开展“全民健身与世博同行”主

题活动：５月１日和８月７日在吴淞炮
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分别开展“我微笑，

我捡起”活动和“迎世博万人健步行活

动”。年内，罗店镇、庙行镇被评为“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友谊路街道被

评为“全国第六批城市体育先进社区”；

大场镇徐明福、区教育局蒋碧艳被评为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顾村镇、月

浦镇健身气功队代表宝山区组队参加

全国首届健身气功比赛获团体第一名。

■举办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　５月 ８
日，区第二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宝宸体育

馆举行，区委书记吕民元宣布开幕，市体

育局局长于晨致贺词，区委副书记、区长

斯福民致开幕词，副区长李原主持仪式。

运动会以“人人运动，健康宝山”为主

题，设学校、社区、机关、企业４个组别２６
个项目。学校组以竞技体育项目为主，

有田径、手球、篮球等１０个项目。社区、
机关、企业组以群体性体育项目为主，设

三对三篮球、羽毛球、拔河、钓鱼等１６个
项目。运动会历时３个多月，来自全区
委办局、街镇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群众

以及在校学生积极参加，参与比赛群众

３万余人次。８月７日，在吴淞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举行闭幕式，并举行“与世博

同行”万人健步行活动。区委书记吕元

民，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区政协主

席康大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袁鹰，区

人大副主任周明珠，副区长李原，上海市

体育局副局长李伟听等领导出席闭幕式

并为区运会获奖单位颁发奖杯和奖状。

■举办第四届“英港杯”江浙沪皖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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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公开赛　此次比赛由上海英港医院
主办、区体育舞蹈运动协会承办，于３月
３１日在宝钢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上
海、浙江、沈阳和北京等地的５００多对体
育舞蹈爱好者参加。比赛分少儿组、成

人组、老年组、业余组、专业院校组、职业

选手组等７０多个组别。

■指导群众体育组织活动　全区共有
６８９支健身团队活跃在各社区，一些团队
代表宝山参加全国、市级各类比赛获得多

个奖项。顾村镇、月浦镇健身气功队代表

宝山区组队参加“蒙牛杯”首届中国健身

气功博览会暨华佗五禽戏养生健身节比

赛获团体第一名，庙行镇农家秧歌获上海

市农民体育特色项目邀请赛第一名。年

内加大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与指导

力度，共培训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１５０
名，并对全区现有的１５００名社会体育指
导员开展技能培训，评出“百名优秀社会

体育指导员”给予表彰。 （王　敏）

１２月１４日，宝山举办欢迎全运会功臣刘子歌“回娘家”活动 摄影／顾鹤忠

竞技体育
■概况　区内有宝山区少年儿童业余体
育学校、宝山区第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

校、宝山区少年儿童业余游泳学校、宝山

区行知田径运动学校４所青少年业余体
校；有专职教练员３０名，注册运动员５８４
名。由宝山区输送的１８名运动员代表
上海市体育代表团参加十一届全运会比

赛获得４枚金牌、４枚银牌、２枚铜牌。
青少年组运动员参加市级比赛获 ３５．５
枚金牌、３４枚银牌、２７枚铜牌。区游泳
学校通过国家体育总局审批，成为国家

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田径、游泳、

击剑、乒乓球、射箭、手球等６个项目被

市体育局批准设立二线队。承办市青少

年击剑锦标赛、２００９全国中学生、业余
体校手球锦标赛等比赛。年内承办和举

办２００９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年特步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
赛”上海赛区比赛、２００９宝山“百村篮球
赛”等篮球赛事，着力打造宝山篮球城。

■参加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由宝山输
送的１８名运动员入选上海市代表团参加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１１个大项、３０个小
项的比赛，创造宝山区历史上参加全运会

比赛人数最多的纪录。运动员们取得４
金４银２铜的成绩，奖牌数列上海市各区
县前列。其中游泳名将刘子歌一人勇夺

三金，并打破女子１００米蝶泳的亚洲纪录
和女子２００米蝶泳的世界纪录，被授予国
家最高级别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乒乓

球运动员许昕和王励勤搭档获得男双冠

军，许昕个人在单打比赛中获第四名。

■参加国内国际大赛　乒乓球运动员许
昕和王励勤搭档，于２００９年４月在日本
横滨举行的第五十届世乒赛中获得男双

亚军；射击运动员莫俊杰、游泳运动员石

峰、射箭运动员朱文君等在其他国际、国

内赛场上获得佳绩。在上海市锦标赛

上，宝山参加乒乓球、游泳、击剑、手球等

６个项目，共获得金牌３５．５枚、银牌３４
枚、铜牌２７枚。

■举办上海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　５月
３０日晚，上海宝山国际男篮挑战赛在宝
宸体育馆举行，美国体育使者职业男子

篮球队、约旦王国国家男子篮球队、立陶

宛共和国苏托瓦俱乐部职业篮球队以及

上海东方男子篮球队４支队伍参加。本
次比赛由上海市体育局、宝山区政府主

办，为期两天，共举行了４场比赛，精彩
的比赛吸引了千余名球迷到现场观看。

■举办２００９宝山“百村篮球赛”　６月６
日上午，由宝山区政府主办、罗泾镇政府承

办的宝山区第二届“百村篮球赛”启动仪

式在罗泾中学举行，副区长李原宣布开幕，

市体育局副局长陈一平、市农委副主任严

胜雄等领导出席。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区内

１００多个行政村的２７支队伍参加。

■承办“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特步中国女子
篮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比赛　继续承
办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的比

赛，宝宸体育馆作为上海女篮的主场，共

举行了１１场比赛。

■加强训练基地建设　区游泳学校２００９
年通过国家体育总局审批，成为国家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宝山少体校于２００７
年被国家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

手球协会命名为“国家手球奥林匹克后备

人才训练基地”。市体育局批准在宝山区

设立田径、游泳、击剑、乒乓球、射箭、手球６
个项目二线队伍；调整田径项目的布局，共

设立１１所田径分校。 （王　敏）

体育设施
■概况　全区共有公共运动场２６处、农
民健身家园５７处，居民健身苑点４３２个，
区级体育中心１个，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２个。

■宝山体育中心改造　宝山体育中心及
区图书馆改造项目作为区政府２００９年
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于７月２７日正式
开工建设，新建的宝山体育中心将由一

个篮球馆、一个健身馆、一个文体广场及

一个图书馆组成。该项目功能全、标准

高，其中篮球馆按照国际篮联标准建设，

能够满足ＮＢＡ、ＣＢＡ和各项国际篮球赛
事的需求，项目将于２０１０年年底竣工。

■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全年共新建
社区公共运动场２处、农民健身家园１２
处。至年末，全区共建成社区公共运动

场２６处，农民健身家园５７处，居全市领
先位置。开展迎世博健身设施整治工

作，对１２个街镇健身设施的“三牌一栏”
重新进行安装和维护保养，健身设施完

好率达９６％以上。 （王　敏）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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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４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在东方网与８０００余名网民互动交流宝山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
摄影／黄永庆

信息化建设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信息化工作围
绕“资源整合、资源利用，应用整合、效益

发挥”目标，深化电子政务建设与应用，

加强信息化项目建设与管理，推进信息

技术在区域经济建设、城市和社区管理、

公共服务以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领

域的深化应用。区政府全年投资建设信

息化项目 ３５项，财政预算 １５００万元。
在信息化项目管理方面，完成《宝山区政

务信息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宝山区政

务信息资源数据和目录规范》等管理制

度和技术规范的编制，探索建立“项目绩

效评估”加“统一的信息技术咨询、技术

论证、技术监理、技术测试”的“１＋４”管
理模式，有效整合信息化资源，体现集约

化、规范化建设效益。在基础数据库建

设和应用方面，实现全区人口、法人和空

间地理三大基础数据库信息数据的关

联，在全市１８个区县中率先实现与市公
安人口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实现公安城

市图像资源在全区各部门的应用与共

享。全年政府各部门和街镇累计网上办

理公文９２９５件、内部传阅１１１６件、会议
通知１９７１８条、最新报道 ４６６２条、部门
刊物５７０件，领导讲话３３篇。年内共有
４６个部委办局、１５个街镇园区和１０９个
行政村完成门户网站的建设或改版。建

立农村信息员队伍，重点加强技能培训

和实际业务能力培养。完成区“千村万

户”农村信息化培训１３０９人，信息化宣
传普及２８４３９人，举行农村信息化宣传
专场演出《橘子树下的婚礼》。建立覆

盖所有行政村和居委会的党员干部现代

远程教育平台，覆盖城乡的图书馆服务

网络。开展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集约化

建设，采用服务外包方式解决村级公共

服务中心的局域网建设、信息基础设施

配置、宽带接入和日常技术维护等问题。

在５８个涉农村配备“农民一点通”触摸

屏，提供农业技术、政策法规、市场行情

等各类生产、生活的信息服务。建立区

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小组，形成政府信

息系统检查、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预案

编制和演练的长效机制。建成全区统一

的网络信任体系，启动数字签名系统和

电子签章系统的试点工作。建立网络与

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防范综合技术支持体

系，建立健全宝山区通信突发事件和公

共突发事件通信保障应急响应机制，对

全区各部门网络管理员进行安全保障与

系统防范指导培训。对全区８６家党政
机关９４４台次计算机进行信息安全专项
检查，整改 ７１台次。开展电子政务网
络、迎世博反恐怖通信保障应急预案的

编制和演练，开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

信息安全测评工作。及时更新区政府信

息公开指南，完成区公文备案系统建设，

全年共梳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１６４３条，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１８２５条，网上咨询
４７１人次，咨询电话３５３２人次，现场接待
２４１２９人次，政府信息公开专栏页面浏

览累计６９３８２２万人次。完成宝山区企
业诚信档案数据库建设，开展“和谐社

会、信用共建”广场宣传活动。开展信息

化专项规划编制、信息化项目管理、电子

政务应用、农村信息化、信息安全管理、

政府信息公开、社保卡管理等专题培训

２５１４多人次。区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
年内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４７０３３人，发
放社保卡 ４１３４３万张，其中，完成 ７０周
岁以上老年人信息采集８１９１人，发放敬
老卡８２４１张；完成中小学生信息采集
２１８３３人，发放学籍卡 １３７２９张；完成 ０
到６岁儿童信息采集６４１人，发放儿童
卡７１３张。完成通讯管线建设５１９２沟
公里，涉及宝山区区域内９８条路段。至
年末，全区电弧交换机总容量５３万门；
有固定电话用户４２万户，其中住宅电话
３０万户。自２００８年起，宝山区实行软件
业统计报表制度，至２００９年底，共有１３
家注册在宝山的软件企业通过审核，全

年营业收入合计４２２８６万元，其中软件
业务收入合计２７７７３万元，软件行业从

３２２



业平均人数１０２１人，人均产生营业收入
４１４万元。宝山区行政村集约化信息
服务外包项目获上海信息服务业行业协

会２００９年度政务信息化应用成果奖，宝
山区政府网站便民服务和网上信访系统

被评为２００９年度中国电子政务优秀应
用成果奖，宝山区社保卡服务中心被评

为上海市社保卡服务先进集体。

■区信息化工作推进会议召开　７月８
日，宝山区召开信息化工作推进会议，明

确区协同办公系统应用推进的主要任务

和时间节点，部署信息化项目管理工作

有关要求。会上，区信息委具体介绍协

同办公系统应用推进的计划，并对信息

化项目管理提出要求。友谊路街道、区

发改委分别以《大力推广协同办公系统，

努力提升政府管理服务效能》和《让协

同办公系统成为工作的最得力助手》为

主题做交流发言。

■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１０
月２９日，宝山区召开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会议，宣告成立宝山区网络与信息安全

协调小组，并建立政府信息系统检查、网

络与信息安全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的长

效机制。区委、区政府各部门、街镇、园

区、各社会团体等分管领导参加会议。

会上总结了宝山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情

况，就下一阶段信息安全工作进行部署，

提出重点围绕世博会举办做好信息安全

保障工作。

■推进区协同办公系统普及应用　年内
深化区公务员门户和协同办公系统建

设，推进系统建设、网络覆盖、技能培训

和应用。根据各单位的实际使用情况对

原系统的功能进行多次升级，完善以文

档管理、政务管理、事务管理、电子签章

等系统功能，实现公文收发与流转、会议

通知、日程安排、信息发布等主要办公业

务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自２００４年以来，
采用集中培训、上门辅导和个别指导等

方式，累计完成信息化培训９０多场次，
培训人数共计 ２０００多人次。区协同办
公系统应用范围覆盖全区所有处级党政

机关、部分事业单位和居（村）委会，系

统用户达４２６７名。区发改委、友谊路街
道等２０多个部门基本实现部门内部办
公自动化，４０家单位的部门刊物实现网
上发布。７月 ８日，召开协同办公系统
应用推进会议，印发《关于在本区机关推

进区协同办公系统应用的通知》，明确推

进时间节点要求，要求在７月至１２月，
区政府各部门、各街镇和园区全面实现

非涉密普发性公文、会议通知的电子流

转及部门刊物（简报）、会议交流材料的

数字化传输和网上发布。８月２１日，区
协同办公系统（二期）项目通过专家验

收。１２月９日至１２月１５日，对２０家单
位进行抽查和评估，发现大多数单位在

达到系统应用推进基本指标后进行了拓

展应用，即根据自身的实际工作特色利

用系统推广其他应用功能，但也发现了

存在的个别问题。

■友谊路街道试行在线协作办公模式　
友谊路街道在居委会推出电子台账系

统，试行网络办公，将台账系统从单机版

升级到网络版，实现系统互联、内容检

索、统计分析、Ｗｏｒｄ模版输出、多用户分
工等多项功能，增加对资料的筛选功能、

统计功能。居委会原有的８１本台账整
合为综合类、党群类、行政类３本台账，
记录条目从７３６项降至１５５项，减少近
８０％，页码数从 ３２１３页减少到 ３２４页，
仅为以前的 １０％，全部以电子版操作，
无纸化办公。

■农村信息化培训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完
成“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宣传普

及区政府实事项目，完成信息化培训

１３０８人，实现全年培训目标的１０１％；采
用“信息小篷车”进村、进厂等方式向

２８４３９个农民进行信息化宣传，实现全
年目标的１１８％。８月底，宝山区建立一
支由１１１名村干部组成的农村信息员队
伍，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升农村

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区信息委会同

区农委对１１１名农村信息员进行信息技
能培训，通过授课、现场互动和计算机实

际操作，提高农村信息员的技能，为行政

村网站的信息维护提供人才保证。年

内，大场成人中等学校被评为市农村信

息化培训“优秀培训点”，白梅芬、艾轶

强等７人被评为市农村信息化培训“优
秀工作者”，顾村镇羌家村刘冬云等６名
学员被评为市农村信息化培训“优秀学

员”。

■区公务员门户及区协同办公系统应急
演练　３月７日，举行区公务员门户及
区协同办公系统应急演练。此次演练针

对区公务员门户及区协同办公系统的应

用系统及数据库系统，实施模拟故障恢

复操作，检验系统在各类故障出现时的

故障排除操作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区

信息委编制了一整套应急预案。

■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扩大试点（第二
批）启动　６月２５日，区信息化项目绩
效评估扩大试点（第二批）正式启动。

本次试点为期半年，涉及区农委、统计

局、质监局、民政局等单位的４个信息化
项目，并将评估结果作为信息化项目运

维和今后信息化项目申请的重要依据。

此次绩效评估采取自查、问卷调查、工作

组情况核实和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通过指标评分、综合评议，最终形成《宝

山区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报告》。目前，

宝山区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已形成 ３７
项指标，其中一级指标３项、二级指标１１
项、三级指标２３项。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宝山区
校外实习基地揭牌　７月２１日，“同济
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宝山区校外实

习基地”揭牌仪式在宝山区信息委举行。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苗夺谦副

院长与区信息委主任浦志良为“同济大

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宝山区校外实习

基地”揭牌，并签订合作协议书。同济大

学教务处副处长王晓国代表校方向信息

委 ３名实习基地校外指导老师授予
聘书。

■行政村门户网站建设　８月 ５日，区
信息委、区农委组织召开区行政村网站

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启动全区１０９个行
政村网站建设，并于年底前完成建设。

行政村门户网站包括本村概况、本村动

态、村务公开、企业产品、企业风采、特色

农产品、农民合作社、农家乐、对外合作

等栏目。年内，罗店镇天平村、大场镇丰

收村、月浦镇海陆村、杨行镇杨北村、罗

泾镇牌楼村等５个村的网站（网页）被评
为上海市“村级网页示范单位”。

■区政府与中国电信签订新一轮合作协
议　８月１２日，宝山区政府与中国电信
上海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推动宝山

区新一轮信息化建设。本次签约是双方

继新农村建设、“无线城市”建设合作后

的第三次携手。在新一轮信息化建设

中，宝山区政府和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本

着“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运作、资源

整合”的原则，在政府服务、经济与信息

化融合、服务“三农”、服务民生等领域

开展全面合作。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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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与中国联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８月２６日，宝山区政府与中国联通上
海市分公司就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宝山区
信息化建设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副区长

朱永泉和中国联通上海市分公司副总经

理兼党委副书记赵乐分别代表双方签署

了合作框架协议。上海联通将把宝山作

为重要的战略发展区域及业务发展、网

络建设的重点区域，在 ２００９年到 ２０１１
年三年时间里，投入４亿元，为宝山城市
建设和功能定位的落实提供优质可靠的

综合信息服务。期间，宝山区政府将在

网络建设、业务发展、信息化创新等方

面，给予上海联通以大力支持，为上海联

通创造条件、提供发展机遇，全力协助上

海联通加快实现网络品质的提升和通信

业务的转型，为企业和公众用户提供全

业务优质服务。

■区政府与市经信委签约　９月 ２日，
宝山区政府与上海市经信委签署共建框

架协议，携手推进宝山区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力争

２０１２年实现经营收入２００亿元目标，年
均增长４０％以上。副区长夏雨，市经信
委副主任邵志清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关

于共同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域高新

技术产业化共建框架协议》。市经信委

和宝山区政府将围绕共同目标，大力发

展宝山软件研发、电子商务、信息服务外

包、数字娱乐、呼叫中心等产业，计划到

２０１２年底，引进５０家以上软件和信息服
务企业总部，培育２０家国内一流、具有
知名品牌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建

成“一带二基地四园区”———北上海服

务外包产业带，上海呼叫中心产业基地

和上海信息服务外包总部基地，动漫衍

生产业园、电子商务创新园、北上海数据

中心产业园和宝信软件园；建成２－３个
市级重点产业孵化基地。协议从规划统

领、搭建平台、基地建设、功能拓展、政策

聚焦、环境营造等六大方面，具体明确了

双方合作的重点。上海智力产业园、上

海呼叫中心产业基地同时与入驻企业

签约。

■宝山一街两市十五店获“诚信经营示
范单位”称号　９月１４日，上海市商业
联合会召开“诚信经营”示范街、示范店

（企业）和示范市场命名大会，宝山一街

两市十五店榜上有名。此次创建活动由

国家商务部组织，通过企业自愿申报、行

业评议、结果公布、社会监督等环节，对

创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单位，给予示范

单位称号。活动围绕“诚信兴商，和谐共

赢”为主题，倡导“以真诚赢得信誉，用

信誉保证效益”的理念，提高企业诚信水

平。牡丹江路商业街（南起密山路，北至

盘古路）获“上海市诚信经营示范街”、

宝山钢材交易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等两个

市场获“上海市诚信经营示范市场”、长

江口股份百货分公司宝钢商场等１５个
企业获“上海市诚信经营示范店（企

业）”称号。

■信息化宣传专场演出《橘子树下的婚
礼》　９月２９日，宝山信息化宣传专场
演出《橘子树下的婚礼》在罗店镇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当地６００余名农民
和居民观看了演出。《橘树下的婚礼》

围绕郊区某橘农种植的橘子从成熟到销

售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生动

的实例和形象的语言，将信息化进入农

家，帮助农民发家致富的理念，通过农村

居民喜闻乐见的滑稽戏的形式表现

出来。

■通信保障应急演练　１０月 １７日，区
信息委联合宝山电信局、上海移动宝山

分公司、上海联通宝山分公司、宝山有线

电视中心４家运营商开展通信保障应急
演练，检验应急预案的操作性和实用性

及宝山区通信运营商应急联动机制的落

实情况，锻炼应急指挥和保障队伍，提高

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水平，建立健全通

讯网络信息安全应急机制，应对和处置

网络通讯突发事故，减少突发事件造成

的财产损失。

■电子政务网络应急演练　１０月 １８
日，区信息委根据宝山区电子政务网络

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验证应急预案

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此次应急演练，

主要对电子政务网络中心机房及远程机

房的消防、ＵＰＳ、漏水、远程控制、网络出
口设备、负载设备、核心交换等网络设备

的中断等方面进行综合应急演练，检验

了机房消防系统、监控系统、供电系统、

网络系统、应用系统的工作可靠性和应

急可操作性，人员操作及设备均能正常

响应。

■政府信息系统安全检查　１１月２４至
１２月２８日，对全区委办局、乡镇街道以
及事务受理中心进行政务外网及各单位

信息系统巡查。共计检查乡镇街道、乡

镇街道事务受理中心、工业园区、委办局

等７６家单位。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计
算机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应急预

案、信息系统自查情况等。

■参与２００９年上海国际信息化博览会
　区信息委组织动员上海宝临电气集
团、上海亨钧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钢银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上海钢之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和上海博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等５家企业参与２００９年上海国际信息
化博览会，帮助企业宣传和推荐信息技

术成果，展现宝山区信息化整体发展水

平。宝山参展企业采用产品介绍、多媒

体演示、现场推广、观众互动等形式，分

别展示通过信息化应用提升企业产品研

发、设计、生产、管理、市场预测和销售能

力；展示信息化与铁路运输自动化相融

合的成果，包括铁路运输调度指挥、铁路

信号联锁、机车控制安全等系统；展示运

用Ｍｙｓｔｅｅｌ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数据处理
能力，提供专业的钢材网上交易服务；展

示通过信息技术实现远期交易、挂牌交

易、竞价拍卖、招标采购和专场交易五大

钢材交易模式和提供信息化全面解决方

案等内容。

■区企业诚信体系档案系统申报市试点
建设项目　１２月１８日，宝山区企业诚信
体系档案系统建设成功申报上海市社会

诚信体系建设第三批试点项目，获得上

海市征信管理办公室３０万元全额专项
资金扶持。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

议办公室筹划组织上海欧际科特回转支

持有限公司、上海杰盛无线通讯设备有

限公司、上海尔华杰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

康电子控制工程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联
合开展宝山区企业诚信体系档案系统建

设，建设内容包括宝山区企业法人基础

数据库、宝山区企业诚信档专题数据库、

企业员工信用信息数据库及信息系统、

企业信用管理系统、ＡＰＳ－ＥＲＰ信息化
系统建设、产品质量可追溯性系统等。

■中国电信宝山数据中心开工建设　１２
月２６日，中国电信宝山数据中心项目在
新星工业园区举行开工仪式。中国电信

宝山数据中心项目单位上海锦华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是第一个由民营企业与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互联网

数据中心的业务合作项目，代表民营企

业在信息服务业方面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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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信用共建”诚信宣传活动
　１２月２６日，宝山区“和谐社会·信用
共建”诚信宣传活动在区文化馆广场举

行。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

室组织区质监局、区食品药品监督局、区

旅游局、区酒类专卖局、区消保委、区统

计局等１５家成员单位开展诚信宣传活
动。活动中，市民围绕商品选购常识及

真假鉴别、信用产品的使用、劳动权利的

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维护、青少年维权等

与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咨询。

全场共计发放信用服务指南、征信系统

宣传光盘及个人信用宣传折页 ９００
余份。

■区政府与中国移动签署合作备忘录
　８月３０日，宝山区政府与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就“关于共同深化

无线城市建设，推进信息助企 ＧＥＴ行
动”签订备忘录。双方将在坚持服务企

业、保增长的前提下，适时推出鼓励和引

导政策，为中小企业搭建专业化服务平

台，支持宝山区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为

企业信息化人才培训、信息化产品应用

制定解决方案及经验推广，提供各类优

质服务。

■举办网络管理员培训班　９月２３日，
区信息委对全区网络管理员进行培训。

培训围绕保障国庆以及世博会期间信

息安全工作，提高信息安全防范意识和

能力，对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专项应急

预案编制、政府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和网

络与信息安全防范等进行辅导和讲解。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专业
技术维护实现外包　８月，宝山区农村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专业技术维

护，采取服务外包方式，由专业服务外

包供应商实施。通过与服务外包供应

商的合作，有利于利用其固有网络资

源，提高农村信息基础设施集约化程

度；有利于统筹和保障农村信息化资金

投入，减轻财政压力；有利于形成各方

合力，建立农村信息化长效管理机制。

通过政府采购，确定为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宝山局（简称“宝山电信”）为服务外

包商，外包服务经费由区、镇两级财政

各承担５０％。

■宝山政府门户网站便民服务系统和网
上信访系统项目通过验收　２月２４日，
宝山政府门户网站承建的“宝山政府门

户网站便民服务系统”和“宝山网上信

访系统”项目通过专家验收。“宝山政

府门户网站便民服务系统”通过建设手

机短信平台和宝山博客，向宝山市民传

播便民服务即时信息和向企业发布投资

服务即时信息等提示，同时增加政府与

百姓的互动交流。短信平台和宝山博客

自２００７年１２月正式投入试运行以来，
运行平稳，其中短信平台已有注册用户

８２０多人，发送各类服务短信达 ８万多
条。“宝山网上信访系统”实现信访在

线提交、办理状态查询、信访回复反馈、

满意度点评等功能，成为传统信访渠道

的有效补充，系统运行３个月即处理网
上信访件９００余件。

■区地面道路交叉口交通信息采集系统
（四期）项目通过验收　３月１２日，由区
市政工程管理署承建的“宝山区地面道

路交叉口交通信息采集系统四期”通过

项目验收。该系统自２００５年开始建设，
是上海市中心城区地面道路交叉口信息

采集系统的组成部分，可统计道路路口

各车道的交通参数，包括每车道进出的

车辆数和车辆种类，每车道在审定时间

内的平均速度与车道的运行使用效率等

数据，实时掌握道路基础设施运行效率

情况。第四期建设完成宝杨路与铁山路

等２０个道路口交通信息采集点建设，累
计采集点达到１０３个，涵盖了宝山区大
部分重要路口。

■宝山电视点播系统升级项目通过验收
　５月２２日，由宝山电视台和区政府
门户网站联合建设的“宝山电视点播

系统升级项目”通过项目验收。宝山

电 视 台 视 频 点 播 网 （ｈｔＴＰ：／／
ｂｓｔｖｂａｏｓｈａｎｓｈｃｎ）创建于 ２００５年，
为广大市民提供宝山电视节目的视频

点播服务。升级后的系统基于区政府

门户网站后台内容管理系统，实现集约

化一体化建设，２００８年底上线正式运
行，运行安全、稳定。建成后的视频点

播系统界面友好，能流畅点播宝山电视

台的电视节目，运行更新维护便捷，管

理维护方便安全，为市民提供更加稳

定、安全、流畅的宝山电视节目的视频

点播服务。

■区红十字会网站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宝山区红十字会在全市率先启动网站
建设，于６月３日通过项目验收。网站
实现用户注册、身份验证、网上捐助、共

享下载、系统管理、网站内容管理等功

能，用户通过网站注册成为会员，通过验

证后，就可以使用网站会员功能，在线向

红十字会捐赠资金。

■区委党校远程教学系统项目通过验收
　６月４日，宝山区委党校远程教学系
统通过项目验收。系统具有收看上海市

委党校课程直播、点播上海市委党校教

学资源库中的各类教学节目、与上海市

委党校和本市其它区县、大口党校进行

远程双向互动式教学等功能。

■宝山公安信息资源综合应用平台项目
通过验收　７月 ９日，宝山公安分局信
息化项目“宝山公安信息资源综合应用

平台”通过专家验收。该系统以现有的

公安信息系统为基础，加大各专业信息

系统的资源整合力度，充分实现信息数

据的共享和利用，为本辖区的公安民警

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有力支持。至６
月底，共整合来沪人员信息６２２，０５４条，
房屋信息１５７，１５７条，来沪人员产生的
各类提醒有３０５０１５条，其中犯罪前科提
醒１５８６条，民警通过上门核查抓获犯罪
嫌疑人５６人。该系统还包括来沪人员
信息应用系统、宝山公安电子预案系统、

宝山公安信息报送系统等三个子系统。

■“统计数据中心”项目通过验收　１２
月１日，区统计管理信息系统 （二
期）———统计数据中心项目通过验收。

该项目的建成，进一步增强已建统计管

理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和数据安全性，为

政府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项目主要实现了两个目标：一是建成全

区分布式统计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建在

区统计局，承担全区统计数据的收集以

及加工汇总处理任务；分中心建在各街

镇统计站，承担各街镇统计数据的采集

录入以及加工汇总处理任务。同时，通

过区办公业务网实现中心和分中心的互

联互通。二是完成系统服务器双机互备

建设，使系统在稳定性、高效性、数据的

安全性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宝山区统

计管理信息系统是政府“电子统计”工

程的重要应用组成部分，是将全区采集

到的各行业统计数据进行审核加工和分

析汇总，是统计业务最核心的处理中心。

该系统一期自２００７建成使用以来，逐步
形成了一个专业统计分析数据库，包含

所有行业的历年统计数据，保证历史数

据的可追溯性，方便查询、分析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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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区农村经营管理监管系统项目通过验
收　１２月１７日，由区国资委实施建设
的“宝山区农村经营管理监管系统”通

过专家验收。该系统采用大型数据库技

术，结合声音、动画、文字、视频等多媒体

元素，构建全方位的农村经营管理计算

机网络实时监管体系，实现区、镇、村三

级用户“联网办公”，成为村级会计委托

代理和村级财务规范化管理的有效支

撑。系统还具有财务公开、领导监管、原

始票据管理、集体资产管理、土地承包与

流转管理、农经统计与农民负担监管等

一系列功能。宝山区农村经营管理监管

系统自１月投入试运行，目前运用单位
达２０３个，主要包括村、村实业公司和村
集体农场三种类型。

７月３０日，区长斯福民到《新民晚报》“夏令热线”解答、解决市民碰到的急、难、愁问题
摄影／徐　敏

■区疾病预防控制实验室管理系统项目
通过验收　１２月３１日，区疾病预防控
制实验室管理系统项目通过专家验收。

宝山区疾控中心实验室作为国家认可实

验室，承担着食品、饮用水、环境消毒监

测等１０大类２７６项检测项目。系统的
建成为区疾控中心实验室和质量管理体

系提供了一个将实验室人员、仪器、材

料、方法、环境等五大要素统一规范管理

和关联的系统平台，实现客户网络预约

登记、样品自动采集登录、实验室数据自

动采集、报告自动生成、质量管理等功

能。系统自８月起双轨运行，经过５个
月的完善和优化，将于２０１０年初全面实
现单轨运行。

■宝山发改委价格管理系统完成评审
　为进一步加强宝山区物价信息化管
理，区发改委（物价局）启动信息化项目

建设，借助信息化手段，加强价格监测、

价格管理和价格举报及监督工作。２月
２６日，“宝山发改委价格管理系统”完
成评审和招投标，标志着该系统进入正

式实施阶段。系统建成后，将实现四个

目标：一是利用网络后台处置、前台发

布形式，及时公布宝山区主要价格信

息，让网民了解价格走势；二是及时分

析汇总价格数据并形成报表，辅助领导

决策；三是实现价格管理数字化，从而

改变以往纸质文件形式，提高办事效

率；四是将价格举报流程化，规范管理，

方便百姓诉求。

■区图书馆信息化项目“借还通”系统

建设启动　１２月，区图书馆信息化项目
“借还通”系统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建

成后，将实现区图书馆、１２个街镇图书
馆以及下属社区分馆、新农村文化服务

中心之间图书的通借通还，促进区域内

图书资源的共建共享，实现全区公共图

书馆６０余万册藏书、近２０ＴＢ数字资源
的充分共享和信息联动，达到信息资源

获取的畅通无阻。建设读者认证系统可

以减少原先读者重复登录、反复登录的

麻烦，实现读者在区图书馆网站的一站

式登录。

■区减灾应急指挥中心监控系统改造项
目启动建设　１１月６日，宝山区减灾应
急指挥中心监控系统改造项目通过政府

采购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

实现与市民防办监控系统联网，并实现

与已建的区城市图像监控系统的双向共

享，与区公安分局等单位共享全区的视

频图像资源，增强视频信号的显示、传输

和存储，加强减灾应急指挥中心的信息

收集、处理能力。

■区水闸自动监控系统改造工程项目
通过论证　１０月２０日，宝山区水闸自
动监控系统改造工程项目通过专家论

证。该项目建设主要实现三个目标：一

是在区海塘水闸管理所建立一个具有

实时数据监测、远程控制、视频监视的

水闸监控中心；二是实现区水闸监控中

心与市级监控调度系统、区水务局信息

指挥中心的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及水闸

泵站联动运行，实现区域防汛排涝和水

资源的统一调度管理；三是完成荻泾水

闸和杨盛河水闸的自动化监控改造。

该系统将对水闸的内外河水位、雨量、

流量、闸门运行情况等实时监测监控，

并结合天气预报、上游地区的行洪排涝

等信息，形成水闸防汛排涝数据库，通

过信息化手段促进群闸群泵联动、预降

河网水位、减轻防汛压力、科学合理调

度，能有效提升城市防汛和抵御自然灾

害的能力。

■区建设工程行政审批网上跟踪系统
项目通过论证　１０月２１日，区建设工
程行政审批网上跟踪系统项目通过专

家论证。该项目对外服务于企业，提供

建设工程审批流程及审批条件告知、审

批状态查询等；对内服务于区发改委、

区环保局、区规土局、区建交委等１１个
相关职能部门，记录５大类建设工程审
批的全过程办理状态和时间节点，并实

行审批全过程效能监察。该项目是宝

山区网上行政审批基础平台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对今后扩展区内其他类型

的行政审批提供较强的自定义功能。

（钱帼婷）

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
■概况　２００９年，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
站（以下简称网站）凸显信息公开、政民

互动、网上办事、便民服务四大功能。全

年，网站共发布各类信息 １３０００余条，
转、督办市民电子邮件５４７９封；开展网
谈热线、网上调查，规范政务信息发布、

政府信息公开运作机制，及时解读政策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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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调整充实便民服务、网上办事等传

统版块内容，免费发送便民短信，网站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当年，网站首页访问

量２１５万人次，比上年增加４５万人次；
页面访问量 ４７２５万人次。年内围绕区
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通过制作专题网

形式，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舆论。制

作开通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宝山体育健儿出征第十

一届全运会等１０多个专题网（页）；举办
“庆国庆６０周年迎世博”网络摄影赛等。
网站获上海市第四届优秀网站、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上海市网宣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８年
上海祝福北京奥运网络作品征集评选活

动优秀组织奖。

■第七次改版凸显政务互动功能　年
末，网站完成第七次改版。此次改版突

出四个重点：１、网站形成新的框架结
构。围绕信息公开、政民互动、网上办

事、便民服务四大功能，对网站框架结

构、栏目、内容、页面进行全面梳理，合

并归类，形成板块式结构；２、政府信息
公开频道置于显要位置，并新增“应急

管理”等子栏目，拓展政府信息公开内

容；３、凸显政务互动功能。将“政民互
动”频道置于网站首页中部，并将网上

信访等相关栏目分类展开，便于公众参

与互动；４、各栏目重新集聚融合，方便
公众浏览查询。

■办理市民电子邮件５４７９封　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建立的网上信访系统运行良好，实
现“网来网去”工作流程，市民信访邮件

大幅增加，办事效能提高。２００９年，网
站“书记、区长信箱”及网上信访系统共

受理市民电子邮件５４７９封，比上年增加
１５９％，继续保持１００％回复率。

■开通“百姓博客”　４月，网站开通“百
姓博客”，设有最新博文、网谈随笔、最新

图片、精华博文等栏目，市民可注册登

陆，发表网络日志、随笔、评论、图片等，

也可通过博客向政府建言献策。为体现

“百姓博客百姓办”的宗旨，网站聘请网

络文化志愿者，共同参与管理维护“百姓

博客”。

■两个应用项目入选中国电子政务优
秀应用成果　１０月，在中国电子政务
优秀应用推选活动中，“上海宝山区信

息报送与管理平台”被评为优秀效能

管理应用案例；“宝山区网上信访系

统”被评为公共服务类十佳应用案例

（区县级）。

■区内党政网站建设与监管　８月，启
动宝山区第二届优秀党政网站评选，对

全区党政网站从内容、功能、网页、管理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测评，促进全区网站

应用水平的提高。以“统一规划、资源共

享、集约建设、分级管理”为原则，新开通

庙行镇、淞南镇、罗泾镇、张庙街道、吴淞

街道等８家街镇网站，全区街镇网站全
部开通。 （王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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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
Ｔ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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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全年自制
节目８９６小时，电视台全年制作新闻１５０
小时。年内，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全国

县级广播电视系统百家先进局（台）、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获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广电系统技术维护二
等奖；电视栏目《宝山新闻》、广播栏目

《百姓连线》获２００８年度中国广播电视
协会城市广播电视台十佳栏目称号。

■开通农村广播节目　根据区委、区政
府关于恢复重建农村有线广播的部署

要求，宝山人民广播电台制定对农广播

节目实施方案。通过栏目创新及优化

配置，为广大农民朋友量身定做两档综

合沪语节目《滨江新农村》和《开心过

日子》。栏目以新闻、政策、信息为核

心，以农业气象、法律援助、科技推广、

城乡市场、致富经验、健康咨询为架构，

以沪剧、评书、故事、歌曲、音乐等文艺

节目为依托，着力突出指导性、服务性、

对象性、公益性、娱乐性。节目于１１月
１７日正式开播，区委书记吕民元，区委
宣传部长袁鹰等在电台直播间参与了

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富根”沪语节

目的连线直播。

■重点宣传报道和重大报道活动　年内
围绕应对金融危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迎世博、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等重点
工作，策划实施“增强信心、应对挑战”、

“深入开展学实活动，又好又快建设滨江

新区”、“学实活动在宝山，科学发展求

实效”、“科学发展，基层先锋”、“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创文明滨江新区”、“我看宝
山６０年”等系列主题宣传报道。组织区
“两会”、迎世博倒计时、国际邮轮码头

建设、国庆烟火晚会等重大活动的宣传

报道。举办庆国庆６０周年红色影片展
播活动。宣传迎世博、迎国庆《百团百歌

百姓》歌咏大赛，并配套开设每周一档

《走进歌咏赛》专题栏目。配合全区党

政“一把手”培训、迎世博环境整治、全

国先进文化区创建等工作，摄制《２００９，
我们迎难而上》、《干净，宝山离你有多

远》、《和谐发展的宝山文化》、《关爱的

阳光》、《宝山体育事业方兴未艾》等近

３０部电视专题片。
　　完成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式、
国庆烟火晚会的直播工作，以及区第二

届运动会开幕式、区农村有线广播开通

仪式、“三八”妇女节、杨学进独唱音乐

会等活动的录播工作。电视访谈类节目

《市民话宝山》借助电视转播车等设备，

将谈话现场设到相关委办局、街镇社区，

邀请有关职能部门领导就当前市民最关

注的热点问题展开对话讨论，话题有大

学生的就业和创业、市民的文明素养、如

何文明养犬等内容，做到“听百姓言，解

百姓忧”，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维护百

姓的根本利益。

■区委书记吕民元作客《百姓连线》
　宝山人民广播电台会同区文明办、
区纠风办，推出“你我他齐动手，让宝山

更干净”、“‘学实’活动在基层”等《百

姓连线》大型系列直播节目。该节目走

进全区１２个街镇，采取户外直播方式，
邀请街镇主要领导、市民代表作嘉宾，

与主持人、现场听众进行互动，交流如

何迎世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话

题。４月２２日，区委书记吕民元作客
《百姓连线》，就“围绕宝山四个更目

标，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一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的主题，与宝山市民展开

交流。

■安全播出及设备改造　年内落实各项
安全播出预案，全年未发生安全播出事

故。投入资金２００余万元，对广播电视
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更新电视发射功率

分配器，建设专题演播导控室，完善媒资

系统采录体系，改造电视转播车等。

（朱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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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广播电视台获奖情况一览表

姓　名 作　品 奖项 颁奖单位

徐祖达 播音、主持 全国城市台“６０年６０人”优秀播音员主持人 中国视协主持人专业委员会

史美龙 记者 全国县级广播电视系统百名优秀工作者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缪婧瑛、常　亮 我是建国，我叫国庆———《当命运装上琴弦》 《我是建国，我叫国庆》系列节目评选一等奖 中广协会纪录片委员会

张　溥、唐　捷 我是建国，我叫国庆———《我是奥运火炬手》 《我是建国，我叫国庆》系列节目评选三等奖 中广协会纪录片委员会

马　萧、杨　遷 缪斯的午餐———圣乐之父亨德乐 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广播电视奖广播文艺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影视局

段小龙、仲昱峰 宝山农村污水治理经验惠及全市农民 上海广播电视奖电视新闻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影视局

唐　捷、张　溥 理容师 上海广播电视奖电视社教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影视局

林　勇、韩　寅 一层楼年税收千万，庙行镇打造电子商务新

亮点
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广播新闻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影视局

上海广电学会

曹英姿 广播小喇叭，真情连万家 上海广播电视（区县）奖广播社教三等奖
上海市文广影视局

上海广电学会

缪婧瑛、常亮 老金的农场梦
首届“新农村电视艺术节”暨第三届上海“农村小康

电视节目工程”活动电视专题片三等奖
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

施　琦、顾国荣 研究生就业助管队 跨届互助解难题
２００９上海市有线电视协会奖“好新闻、好专题”新闻
一等奖

上海有线电视协会

唐　捷、张　溥 家
２００９上海市有线电视协会奖“好新闻、好专题”专题
一等奖

上海有线电视协会

史美龙、仲昱峰 “驴背医生”姜万富叶落归根回宝山
２００９上海市有线电视协会奖“好新闻、好专题”新闻
二等奖

上海有线电视协会

孙子璎、仲昱峰 街镇设置调解室 劳动争议快处理
２００９上海市有线电视协会奖“好新闻、好专题”新闻
三等奖

上海有线电视协会

陆　瑞 情迷萨克斯———詹华康
２００９上海市有线电视协会奖“好新闻、好专题”专题
三等奖

上海有线电视协会

集　体 《印象宝山》 上海市第十届“银鸽奖”广播影视类（形象片）三等奖 中共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周　菁 《少儿广播台》
２００９年度少儿精品发展专项资金及国产动画发展专
项资金项目优秀少儿广播栏目二等奖

国家广电总局少儿奖励基金

宝山广播电视台 全国县级广播电视系统百家先进局（台）
中广协会城市广播电视台

（县级）工作委员会

１１月１７日，区委书记吕民元、区长斯福民为农村有线广播开通揭幕 摄影／徐　敏

有线电视中心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线电视户数达
４５８３万户，其中居民４３２２万户，农村
２６１万户，用户总数比上年增长约３１５
万户。全区共有经营性用户１６６５户，共
５７５２个终端；公益性用户 ２７２户，共
２０４７个终端。宝山区有线电视中心共
有职工９５人，其中在编６９人；下设办公
室、工程部、技术部、运维部、财务室等５
个职能部门及淞宝、泗塘、大场、罗店等

４个分中心，１６个业务受理处。现有传
输有线电视节目频道６５套，其中包括央
视１７个节目频道、上视及东视１５个节
目频道、各地方卫视节目３１套、及宝山
台自办节目２套。

■有线电视工程建设　年内，有线电
视初装及配套工程共签约 ２４０个，配
套用户数 １５１６５户；商业用户共安装
终端 ２７５个。完成潘泾线路拓宽工

程、顾村公园光缆搬迁、石太路光缆搬

迁、罗北路光缆搬迁等多个有线电视

动迁工程。

■农村有线“小喇叭”及“电改光”工程
建设　年内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农村有线
广播“小喇叭”工程的试点工作，为全区

９２２

有线电视中心



所有农户免费安装有线广播。至年末，

完成顾村、罗泾等地区的试点工作，共免

费安装有线广播４５０户。同时对农村有
线网络进行电缆改光缆的改造，完成罗

店、罗泾、月浦、盛桥地区的电改光工程，

建设顾村、杨行地区的工程。

■有线电视网络改造　年内对乡镇老街
和村镇结合地区的有线电视网络进行改

造，在共康、大华等地区开展老地埋网络

改造，全年共改造罗店老街及艺康苑二

期、三期，康泰一期等１０多个小区的地
埋线路。

■机房建设维护　年内，各分中心机房
及前端小机房全部投入运营。为做好机

房建设维护工作，对部分机房进行技术

扩容和设备更新，完成顾村新机房的搬

迁及前端搭建工作，完成杨行有源机房

的前端搭建。对各机房加装空调，提高

机房制冷冗余率，确保机组安全运行；对

部分机房的电源进行扩容，统一改为 ３
相供电，并在前端进电处改为双电源自

动切换，缩短停电时应急供电的反应时

间。对ＧＩＳ（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进行升
级和改善，并运用到网络维护中，做到对

网络设备及突发故障准确定位，缩短抢

修反映时间，使宝山区成为全市首家应

用ＧＩＳ进行有线网络维护的郊区县。

■开展数字电视平移市场调研　年内
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数字电视业务的市

场调查，征求广大用户对宝山区数字电

视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以利在后期工作

时更有针对性，使业务模式能够尽可能

的满足用户需求。组织技术人员对数

字电视产品进行熟悉和了解，初步完成

宝山区数字电视平移方案的制定。

（张　磊）

宝山报
■概况　全年共出版 ５０期（１５９３期至
１６４２期）、增刊 ４０个版面，新闻报道文
字约２８０万，新闻图片和其他图片 ９５０
幅。宝山报为周一刊，对开４版彩报，每
期发行量３２万余份；头版为要闻版，二
版为综合新闻版，三版为社区新闻版，四

版为社会生活版及专版等。从 ９月份
起，头版特别是头条位置突出安排民生、

基层、重大工作推进等新闻，领导一般性

活动的新闻安排在二版刊登。至年末，

在册１３人，其中在编９人，兼职１人，聘
用３人。

■重点新闻报道　年内突出“保增长、保
民生、保稳定”主线，结合“迎世博６００天
行动”和转方式、调结构的各项工作，以

及重大节日、重要会议、重点活动等，组

织开展新闻报道，先后刊发《节后第一个

工作日区四套班子领导下基层走访调

研》并配发评论《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坚定信心、应对挑战》、《农民看病有了

更大保障》、《让企业轻装上阵，与企业

共渡难关》、《编织爱心网：改善民生暖

人心》、《五条道路“擦脸换装”迎世博》、

《本区着力构建多层次、广覆盖、互补型

的社会求助格局》、《搞好学习实践活

动，全力完成今年任务》、《近两千名老

人重见光明》、《本区成功创建上海市文

明城区》、《突破传统模式，扎实推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坚定信心保增长，克

难奋进迎“中考”》、《上海吴淞口国际邮

轮港全面开工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全覆盖》、《本区小额贷款公司受到中

小企业青睐》、《切实肩负起加快统筹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光荣使命》、《大型现代

沪剧〈红叶魂〉首演成功》、《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便捷就在家门口》、《继续

提高教育水平不断满足百姓需求》、《全

社会行动：关怀老人》、《本区在全市率

先开通社区巴士》、《创业———让就业之

路越走越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北院开工建设》、《工作上心，百姓称

心》、《本区跻身“全国文化先进单位”》、

《和谐宝山开创文化发展新局面》、《全

区主要经济指标企稳向好》等重点新闻。

结合形势发展要求，全年共推出１０余篇
长篇报道，如《情系百姓———宝山区旧房

成套改造工作纪实》、《历练与精彩》、

《在逆势中稳步前行》、《带您去游世博

园》、《“巴山红叶”燃烧似火》、《世博主

题的宝山演绎》、《调整中的宝山》等。

■新设《宝山时评》专栏　２月，在头版
新设《宝山时评》专栏，采用图文并茂的

表现形式，按照评论主题，或配漫画、或

配抽象图片、或配实景照片，以图配文来

进一步深化评论主题、增强视觉直观性，

美化版面。

■新设《身边的感动》栏目　９月，在头
版新设《身边的感动》栏目，突出报道基

层第一线的村、居委干部、教师、医生、法

官、检察员等，每期刊登一至两位同志的

事迹，已连续推出了１０余位基层先进典
型的事迹。 （徐　蔚）

宝钢日报
■概况　《宝钢日报》由宝钢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国内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出版

物号为ＣＮ３１
"

００５８，全年出版３０３期，
每期发行量近７００００份。报社隶属于宝
钢新闻中心管理，实行总编负责制。至

年末，在册人员４０人，其中在编人员３３
人，借聘人员７人。《宝钢日报》全年新
闻报道实现舆论误导为零、失泄密事故

为零、重大事件失实为零、有偿新闻投

诉为零。版面编校差错率全年平均在

万分之零点二五左右，远低于国家新闻

出版署万分之三的规定范围。年内，宝

钢报在头版和四版开出“关于全球金融

危机”的专栏，对决策层领导进行形势

任务宣传和解读；在报纸三版刊登国内

外同行及产业链的受国际金融危机冲

击的情况；派记者深入生产经营一线，

反映各单位应对危机情况。在一版开

设“最佳实践者”和“一线班组在行动”

专栏，挖掘和宣传立足岗位为企业分忧

的典型事例和典型人物，全年刊发稿件

４００余篇。年内，《宝钢日报》被市新闻
工作者协会评为“上海市最佳企业报”；

６人被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企业报分会、
全国冶金记协、中国新闻记者协会企业

分会授予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有 ２６
件新闻作品，获得包括上海市政府新闻

奖在内的上海市及冶金行业新闻奖，其

中通讯《转岗工人成焊王》获上海市政

府新闻奖二等奖，创历史最好获奖成绩。

全年共有１８６篇（幅）稿件被解放日报、
文汇报、新民晚报、中国冶金报等社会媒

体刊登。

■重点新闻报道　年初，《宝钢日报》对
三、四版的专刊版面进行从形式到内容

的全面改版，淘汰已缺乏生命力和吸引

力的版面和栏目，策划、设计更能吸引读

者的版式，新设企业人文版，引起广大高

度关注。报纸始终关注基层一线、了解

基层一线，并服务于基层各项管理工作

的推进，并作为工作重心之一，刊载和总

结基层工作经验、做法，挖掘和树立一批

普通员工先进典型。在争做最佳实践

者、环境经营、青年推优、金苹果计划等

各项活动中，全力配合主管部门，用媒体

特有的优势为重点工作添彩。重点发挥

舆论监督作用，刊载特钢公司出口存在

严重质量问题产品、韩明明“杠杆困惑”

等问题。同时，报纸在企业人文版上组

织撰写《杞人忧天话‘腔口’》等言论，披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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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宝钢管理者中存在的、与企业高速发

展不相适应的一些观念和作风问题，引

起各方面的广泛议论和共鸣。

■报纸发行　《宝钢日报》的订阅发行
工作由宝钢新闻中心负总责，全部委托

邮局统一发行；订阅、发行具体工作，由

各单位党委宣传部门或相关部门具体负

责，并列入各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宣

传思想工作业绩考核。发行对象是全体

宝钢员工，要求订报到户，努力做到宝钢

所属单位的宝钢员工都能订阅《宝钢日

报》，宝钢的所有驻外单位和员工，均能

在所在地通过阅读《宝钢日报》或上英

特网浏览，及时了解集团公司最新的改

革发展成果。２００９年度《宝钢日报》每
份报纸的全年定价为１５０元。

　通讯设施 摄影／经瑞坤

■通讯员联络　２００９年，《宝钢日报》共
有３７５６篇稿件由各级通讯员提供，约占
全部新闻稿件的五分之二。全年继续加

强完善《宝钢日报通联工作管理细则》，

通过采取走出去方法，共委派骨干记者

或编辑２８人次，赴各子公司、各部门讲
解新闻业务知识，通过培训、交流，激励

通讯员多写稿、写好稿，参与培训交流的

通讯员达８００余人。同时，报社及时将
每季度的宣传报道要点送发给各单位宣

传部门，引导和确保通讯员所写的稿件

主题不偏离；每月将各单位、各通讯员的

发稿量统计汇总，将列表送发各单位宣

传口负责人，将季度发稿情况送发给各

单位党委书记等领导，形成互通信息、对

标赶超的氛围。

■宝钢日报电子版　《宝钢日报》电子
版 网 址：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ｂａｏｓｔｅｅｌｃｏｍ／
ｎｅｗｓ，于２００５年２月４日在互联网上正
式开通。纸质《宝钢日报》的内容于每

天上午９：３０分前在英特网上发布。《宝
钢日报电子版》栏目分为：一版要闻、经

济新闻、综合新闻、行业动态、时事评论、

报纸版面、图片新闻等八大板块，并能连

接宝钢视频新闻。至年末，《宝钢日报电

子版》的新闻总数达３８９４５条，图片２８４５
幅，报纸版面２５８８多个，最多一条新闻
有４０３１２人次点击。

宝钢电视台
■概况　《宝钢电视台》由宝钢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隶属于宝钢新闻中心，对外

保留宝钢电视台名称，对内为宝钢新闻

中心专题室，共有采编、技术岗位员工

１５名。宝钢电视台每天制作１０分钟的
新闻或专题节目，由宝山有线电视台 １
套、２套黄金时段播出。宝钢电视新闻
覆盖整个宝山地区，受众面达 ３０万户
１００余万人。宝钢电视通过每周快递的
方法，将录像带集锦送达南京梅山、浙江

马迹山港区、新疆八一钢厂播放。网友

可以在宝钢ＩＮＦＯ内网上，收看宝钢视频
新闻或专题节目。全年新闻报道 ２４１２
余条，平均每天８条，实现“舆论导向错
误为零，重大新闻漏报、误报、失实为零，

重大新闻报道泄密为零”的目标。外发

新闻稿件１１２篇（条），其中９件为电视
新闻和电视专题片，被上海电视台、东方

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录

用播出。１２月，《宝钢电视台》被中国电
视艺术家协会企业电视分会授予“最佳

企业台”称号，２名记者被授予先进电视
工作者称号。《宝钢突击队》、《牵手世

博，回报社会》等多部电视新闻或专题

片，分别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企业分

会和上海有线电视协会，授予电视新闻

和专题篇一等奖，另有９条电视新闻或
专题篇，被授予二等或三等奖。

■新闻宣传　全年配合做好宝钢广大干
部职工上下齐心、应对金融危机的系列

报道，制作《应对危机，最根本的力量来

自基层》、《化危为机，抢占先机》、《‘小

细胞’催生‘大能量’》、《开启智慧，迈向

未来》等２０多部电视专题片，播
放８８篇电视新闻。由宝钢电视
台和相关人员配合制作、完成的

电视三集纪录片《宝钢突击队》，

生动、立体地反映宝钢人历时１５
天在南极冰穹 Ａ建成中国昆仑
站的史实。制作并播出《乡愿》、

《金家父子兵》、《孪生兄弟成

‘栋梁’》、《爱运动的首席师》、

《扬子江上谱华章》等一批专题

片。《宝钢人》、《宝钢视点》品

牌栏目，将镜头聚焦于宝钢人的

高效工作、高尚生活，以及宝钢

的生产经营和新技术、新产品研

发上，及时反映宝钢发生的大事

和热点，平均每月制作完成４部
专题片。关注重点和重大或突

发事件，年内不仅做好宝钢党代

会、干部大会、政工会议、职代

会、预算计划会、宝钢年度人物

颁奖大会、宝钢对外兼并重组、

宝钢高层遍访战略用户、纪念性

活动等报道外，而且把镜头聚焦

于宝钢各钢铁子公司产量创新高、新产

品研发、管理技术创新、清洁工厂、节能

降耗、低炭环保等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人

物和事件。 （刘元杰）

电信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宝
山电信局　宝山电信局是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二级直属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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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局

作为区政府“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

训普及工程的唯一合作单位，年内承担

并完成全区２４万人次的培训工作。８
月１２日，上级公司与宝山区政府签订新
一轮推进信息化建设合作协议，在政府

服务、两化融合、服务三农、服务民生等

四大领域不断提升宝山信息化水平。年

内完成罗店蔡家弄村、段泾村、聚源桥

村、沈家桥村和月狮村等５个综合信息
服务站的试点和建设工作。开展“城市

光网”工程，实施用户宽带提速，对宝林

八村进行光纤到户社区改造试点；在用

户中进一步加强“天翼”、“我的 Ｅ家”和
“商务领航”三大业务品牌的宣传与推

广；推进“家电下乡”和“平安社区”等项

目。坚持开展“诚信服务，满意服务”竞

赛活动，提升服务质量。 （叶　晔）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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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法
■编辑　吴思敏

审判
■概况　区法院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１８１４３件，比上年增加 ８４６件，增长
４８９％，连同上年存案审结（执结）１８０９９
件，比上年增长 ４５４％；结案诉讼标的
金额２４７６亿元，比上年增加６２亿元；
审理和执行中的案件１５４５件，比上年增
加２９３％。年内坚持全面贯彻司法为
民宗旨，推进立案、接待和信访窗口建

设，建立诉讼服务中心和淞南人民法庭

立案信访接待点，完善诉讼服务功能，开

展网上咨询和立案，最大限度方便当事

人诉讼。组建“法官法律宣讲团”，选择

典型案例，深入镇、街道、学校、企业等基

层组织，开展法律咨询服务，推进落实司

法便民举措。积极探索司法救助制度，

依法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减交、免

交、缓交诉讼费７３９１万元。实行裁判
文书附录法律条文制度，推进裁判文书

网上公开制度，共有 ４１１０篇判决书上
网。围绕审判、执行工作热点、难点问题

开展调研、信息工作，编发《每日信息》

２０９期、《要情专报》２７期；提高《审判实
践》杂志办刊质量，拓展调研成果转化途

径，２篇论文获上海法院学术论文三等
奖；加强法治宣传工作，在广播、电视、报

纸等宣传媒体上发表各类宣传报道３９５
篇。加强司法警察工作，安全提押刑事

案件被告人３１７５人次，实施诉讼安全检
查１９８２２９人次，参与执行和财产保全
１１８人次，送达各类法律文书 ２８６５件。
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坚持公正为

民、服务四个率先”等主题教育活动，落

实各项便民、利民、为民举措；开展“百日

办案竞赛”活动，争当办案能手和服务标

兵。加强法官队伍培训工作，开展“通向

法官之路预备法官系列教育培训”活动，

通过建立青年法官带教制、初任法官旁

听审委会等系列“助跑”制度，增强青年

法官的司法能力和审判水平。落实《上

海法院设立廉政监察员实施办法》，任命

法院兼职廉政监察员１４名，组织廉政监
察员进行专题培训以明确工作职责；采

用向当事人发放监督卡、公布２４小时举
报电话、举报电子邮箱等方式，自觉接受

群众监督；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汇编
《廉政手册》，实现教育、制度、监督并重

齐抓，先后２次邀请特邀监督员旁听案
件庭审，参与集中执行２人次，召开座谈
会２次，上门走访征求意见６人次，办理
人大交办、督办案件１４８件；召开特邀监
督员、人民陪审员、执行协助员工作座谈

会，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配合区人大

常委会的专题调研活动，向区人大常委

会报告 ２００８年以来立案、信访工作情
况。深入查摆、梳理人民陪审员工作薄

弱环节，制定专项整改措施并逐项落实，

制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工作细

则》、《陪审工作联络员工作职责规定》

等规范性文件，全年人民陪审员共参审

各类案件１１４１件，占一审适用普通程序
审结案件总数的６４２９％。

■刑事审判　全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１２７７件，比上年增加０５５％。在受理的
案件中，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案件

１９６件，比上年增加 ４９６２％，其中故意
伤害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和非法拘禁

罪案件分别为 １２７件、１５件、５件和 ３５
件，分别增加５４８８％、１５３８％、６６６７％
和３２３５％；侵犯财产罪案件５８５件，比
上年减少１４３５％，其中盗窃罪、职务侵
占罪和敲诈勒索罪案件分别为３７６件、
１９件 和 ２２件，分 别 减 少 ２０５１％、
４２４２％和１５３８％，抢劫罪、抢夺罪和诈
骗罪案件分别为９８件、２１件和４０件，分
别增加 ６５２％、１０５３％和 １１１１％；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件９２件，
比上年增加１０８４％，其中信用卡诈骗罪
和合同诈骗罪案件分别为 ３３件和 ２１

件，分别增加 ３７５０％和 ４０％；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案

件分别为６件和１０件，分别减少６０％和
１１１１％；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７６件，比
上年减少 １７３９％，其中破坏电力设备
罪、交通肇事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案件

分别为 ３件、６４件和 ３件，分别减少
７２７３％、７２５％和 ４０％；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 罪 案 件 ３０６件，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６７９％，其中赌博罪、伪造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引诱、容留、

介绍卖淫罪和聚众斗殴罪案件分别为

１２件、３件、２４件和 １３件，分别减少
５８６２％、２５％、４６６７％和１３３３％；妨害
公务罪、寻衅滋事罪、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罪、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

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案件分别为１３件、
９１件、２７件、４０件和３１件，分别比上年
增加８３３％、３７８８％、４２１１％、１５０％和
４７６２％；贪污、贿赂罪案件 １８件，比上
年增加２８５７％，其中贪污罪和受贿罪案
件分别为５件和１２件，分别增加２５％和
５０％，挪用公款罪案件 １件，与上年持
平；渎职罪案件４件，比上年增加３００％。
连同上年存案审结１２７８件，比上年增加
０３１％。判决生效 １２７８件、１９１４人，分
别比上年增加３３１％和下降０２１％，其
中判处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９８人，３年以
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２５７人，３年以下
有期徒刑 ８２０人，拘役、缓刑、管制 ７２３
人，单处附加刑和免予刑事处罚１０人。
加大对经济犯罪、商业贿赂和职务犯罪

的惩治力度，审结原上海家美好百货有

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邹某合同诈

骗和虚报注册资本案，以合同诈骗罪和

虚报注册资本罪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

１２年，并处罚金５万元。依法严惩职务
犯罪，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审结

原宝山区公证处主任蒋某结伙公证辅助

５３２



人员李某利用职务便利索贿案，以受贿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１１年，并追缴全部违
法所得。全年审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

件１５２件，调解结案率６５１３％，案件的
被害人获得１０４５５３万元赔偿款。积极
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大未成年人

犯罪预防力度，保障平安宝山建设。注

重司法建议工作，共发出司法建议３份，
帮助相关单位堵塞经营管理漏洞。针对

盗窃国有大中型企业财产犯罪案件多发

的情况，选择典型案件，深入宝钢等企业

进行集中宣判。至年末，未审结案件３３
件，比上年减少２９４％。

９月４日，罗泾巡回审判站揭牌成立 区法院／提供

■民事审判　全年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含商事案件）１１１９３件，比上年增加
８４１％。受理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
２０４０件，比上年减少 ４３６％，其中婚姻
家庭纠纷案件１８９４件，减少５１６％，包
括离婚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

分别为１５９５件和５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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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件、８９件和１９件，解除收养关
系、分家析产和探视子女权纠纷案件分

别为１１件、２９件和１４件，其他纠纷案件
９件；继承纠纷案件１４６件，比上年增加
７３５％，包括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案件
分别为１２４件和１５件。受理合同纠纷
案件７１４６件，比上年增加８１４％，其中
房地产合同、借款合同和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分别为８１件、１０４６件和４６８件，分
别增加４４６４％、９３０％和７０９％；买卖
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承揽合同和电信合

同纠纷案件分别为１１４９件、１３８件、１７８
件和１１７５件，分别减少９４６％、０７２％、
７２９％和３２０８％；劳动争议合同、服务
合同和其他合同纠纷案件分别为 １１８８
件、９５８件和７６５件，分别增加８５３４％、
５０８７％和３８５９％。受理权属、侵权纠
纷案件２００７件，比上年增加２６７０％，其
中财产权属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股

东权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道路交通

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和特殊侵权纠纷

案件分别为 ２４１件、２２３件、７０件、１１７３
件、９７９件和 ２３件，分别增加 ２１７２％、
２６７０％、８４２１％、３９３１％、４７％ 和

２８３３３％；相邻关系纠纷、票据追索权纠
纷和不当得利案件分别为１０４件、２３件
和２０件，分别减少 ７１４％、４１０３％和
３９３９％。包括申请公示催告、申请支付
令、诉前财产保全、认定行为能力等适用

特别程序案件 １０２件，比上年增加
９６８％。连同上年存案审结 １１１４５件，
结案标的金额１７４３亿元，其中审结婚
姻家庭、劳动争议、损害赔偿、相邻关系

等民事纠纷案件７６９０件；审结各类商事
案件１９７２件，结案标的金额８４０亿元；
审结房屋买卖、房屋租赁和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等涉及房地产案件 １４８３件。根
据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诉讼标的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下民商事案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

辖的规定，审结诉讼标的金额５００万元
以上的案件 ４２件，涉案标的金额 ４２７
亿元。审结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４５件，均为民事案件，比上年减少
１６６７％。在审结的１１１４５件案件中，结

案方式为判决的４８４２件，占４３４５％；调
解的２８２５件，占 ２５３５％；撤诉的 ３２３３
件，占２９％；驳回起诉、移送等２４５件，占
２２０％。推进简易民事案件快速裁判工
作，缩短审判周期，提高审判效率，

４２０６％的民事案件通过快速裁判审结，
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２１天。加强人民
法庭工作，淞南人民法庭与基层组织相

互配合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共审

结各类民事案件１１７６件；在罗泾镇设立
巡回审判站，选择典型案件进行巡回审

判，适时开展法律咨询。规范诉讼保全

财产控制告知制度，根据当事人申请，共

对６４９件案件实施诉讼保全，保全标的
金额５０１亿元。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制定实施《关于服务

经济发展、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

的实施意见》，审慎处理因资金链断裂、

企业经营困难等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

审结涉及因受金融危机影响陷入经营困

境的大型韩资企业上海炫海进道集装箱

有限公司的商事案件２２件和劳动争议
案件 ２５６件，诉讼标的金额分别为
９３９５４１万元和４３４２２万元。积极应对
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收案同比上升

４７％的情况，同区公安分局、司法局成立
联合人民调解室，建立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纠纷审理点。严格遵循“调解优

先、调判结合”原则，将调解工作贯穿于

民事诉讼全过程，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结

案率５４７６％；深入推进诉调对接多元纠
纷解决机制建设，成立诉调对接中心和

分中心，适当扩大委托人民调解范围，共

委托人民调解案件３０５５件，调解成功率
６５５８％。至年底，未审结案件 ９９７件，
比上年增加５０６％。

■行政审判　全年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
６０件，比上年减少 ３２３％。其中公安
类、工商类案件分别为１４件和３件，分
别减少 ２６３２％和 ４０％；劳动和社会保
障类、其他类案件各为 ８件，均增加
１４２９％；城建类、交通类案件分别为２２
件和２件，均与上年持平；环保类、民政
类和教育类案件各为１件。连同上年存
案审结５９件，比上年减少４８４％，其中
维持行政机关决定、驳回起诉和驳回诉

讼请求分别为１４件、１件和７件，判决撤
销行政机关决定１件，以协调和解方式
结案原告主动撤诉２８件，另有８件为裁
定不予受理的案件。根据行政机关的申

请，加强合法性审查，依法执结非诉行政

案件２８７件。审结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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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院组织工人工资执行款集中发放活动 区法院／提供

７月，东方网“检察官在线”网络直播庭审 摄影／赵洪兴

的原告代某诉被告罗店镇人民政府教育

行政案，运用协调和解的方式，在原告认

识到违法办学错误的情况下，帮助原告

解决善后事宜彻底化解矛盾。至年末，

未审结案件４件，比上年增加３３３３％。

■案件执行　全年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５４７２件，比上年减少２６２％。其中刑事
类案件４４６件，减少６１２８％；民事类案
件４７４６件，增加１４９２％；行政非诉类案
件１８１件，减少２０２６％；仲裁类案件８６
件，减少１１３４％；公证债权文书类案件
１３件，与上年持平。连同上年存案执结
５４７５件，比上年减少 ２４９％，执结标的
金额７２３亿元。执行方式为被执行人
自动履行、强制执行和其他的分别为

２０６０件、１３３８件和 ４１９件，分别增加
１０４６％、１３９３６％和８２８０％；和解、终结
的分别为 ５９５件和 １０６３件，分别减少
１１８５％和５７６７％。严格落实中央政法
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集中清

理执行积案活动的要求，共清理积案

４５１７件。加强涉及民生案件的执行工
作，执行清偿率超过９０％。认真制定执
行预案，平稳有序地做好３９１件“大华乐
客多”案件执行款的分配工作，共发放执

行款 １４５４３２万元，执行分配率达
５３８０％；执结２４９件上海炫海进道集装
箱有限公司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执行

分配金额 ４３３万元。积极组织执行力
量，赴外省市开展专项执行，为困难企业

及时实现权益。针对原步云胶鞋厂区域

综合整治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区有关部

门提出建议，并对在该区域内经营的上

海某商贸有限公司等６件执行案件加大

执行力度，督促及时清退租赁场地。至

年末，未执结各类执行案件５１１件，比上
年减少０５８％。

■审判监督　全年共受理申诉案件 ２２
件，比上年增加１５７９％。其中刑事类案
件６件，占２７２７％；民事类案件１６件，
占７２７３％。连同上年存案审结申诉案
件２２件，比上年增加４７６％。结案方式
为驳回申诉１件、撤诉２件、本院决定再
审１件、终结２件、其他１６件。共受理
再审案件３件，其中刑事案件（交通肇事
罪）１件、民事案件（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和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２
件。连同上年存案审结再审案件４件，
其中１件刑事案件以调解结案，３件民
事案件分别以判决和裁定结案。至年

末，无存案。

■信访工作　全年共审查立案 １８１４３
件，接待当事人来访９７５次，比上年减少
５５３８％；处理当事人来信和网上信访
２８２１件，比上年增加４６８％。继续规范
立案工作，汇编《立案手册》，认真落实

诉讼风险告知、判后答疑、办事公开、文

明接待、便民利民等各项工作制度。制

定实施《关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及

院庭领导接访定期化的实施意见》，加强

对重大、敏感案件的审查力度。积极探

索案件诉前调解，依靠地方党委和政府

支持，在立案审查阶段及时化解邢某诉

某水产批发市场租赁合同纠纷、绿洲花

园Ｂ块业主诉某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纠
纷、天馨花园５１户业主诉某物业公司物
业管理纠纷等群体性纠纷。设立“中国

法官十杰袁月全信箱”，积极推进网上信

访。全力化解涉诉信访矛盾，市委政法

委交办件的化解率达８８９０％，有效化解
一批缠访多年的涉诉信访矛盾。

■开通“中国法官十杰袁月全信箱”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
上海法院互联网开通“中国法官十杰袁

月全信箱”，根据市高院在全市各级法院

设立同名信箱的统一部署，该院在立案大

厅设置“中国法官十杰袁月全信箱”，针

对当事人的来信咨询及时予以答疑回复，

推进落实司法便民举措。 （濮 兰）

检察
■概况　年内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
展的任务，自觉服务大局，重视保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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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依法履行检察职责，全面推进各项工

作。（１）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全年受理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 １１８７件
１６１５人，比上年分别下降 ５３％ 和
１１６％；依法批准逮捕１１７３件１５９７人；
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 １４５８
件２１９０人，比上年分别上升２７％和下
降 ２８％；依法提起公诉 １３９７件 ２０９７
人。（２）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受理贪
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线索９１件，查结
６０件，立案侦查２３件２８人；初查渎职侵
权犯罪案件线索１４件，立案侦查２件２
人；开展个案预防９件，系统预防２件，
创“双优”专项预防６件。（３）履行对诉
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在刑事审判监督

中，立案监督１５件，追捕到案５８人，追
诉到案３６人。按照二审程序依法提出
抗诉２件，建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２件。
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中，建议提

请和提请抗诉７件。在刑罚执行和监管
执法活动监督中，对监管场所进行安全

防范检察２８２次；审查监狱、看守所呈报
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材料７７２
份。开展“岗位练兵岗位成才”活动，组

织“听庭评议”活动，完成参评庭１６次、
示范庭１次，东方网“检察官在线”网络
直播庭审１次。开展“四进四服务”（走
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农村、走进基层，

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

众）活动，制定４３种具体的实践方式，提
升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的思想认识和工

作水平。

４月１日，市民向区检察院控申科赠送锦旗
摄影／赵春海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　全年受理贪污
贿赂等犯罪线索 ９１件，比上年减少 １
件；立案侦查２３件２８人，比上年减少１
件４人。其中大案２１件，比上年增加３
件；涉及副处级以上干部的要案６件，比
上年增加２件，大要案率１００％。通过办
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１８０余万元。
受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１５件，同比
上升２５％；初查１４件，立案２件２人，２

件均为大案，其中要案 １件，大要案率
１００％。在加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力度
的同时，以参与区涉博重大建设工作争

创“双优”工作为重点，开展个案预防９
件，系统预防２件，创“双优”专项预防６
件。制定《关于为专家型人才提供法律

服务的六项工作措施》，不断拓展职务犯

罪预防工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途径和新方法。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年内依
法严厉打击在经济运行中发生的扰乱经

济秩序、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侵犯知识产

权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犯罪，全

年共批准逮捕该类案件犯罪嫌疑人 ７１
人，提起公诉 １０６件 １４１人。严格逮捕
条件，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共对１３
名（其中未成年人１名）犯罪嫌疑人适用
相对不捕措施；坚持可诉可不诉的不诉，

完善相对不起诉适用程序，共对５名（其
中未成年人３名）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
害小的犯罪嫌疑人做出相对不起诉处

理，同比上升６６７％。

■信访接待和综合治理　年内推进“受
理举报、下访接待、化解矛盾”三位一体

下访巡访，共受理各类群众举报申诉控

告等来信２８２件，接待来访群众５６１批
７９２人。推进和加强领导干部接访工
作，全年检察长接待４５次３２批３９人，
并包案处理疑难信访４件；受理刑事申
诉信访件２４件，刑事赔偿案１件，均办
理终结。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和

治安问题，制发检察建议５２份，并落实
跟踪回访，帮助有关部门和企业堵漏建

制或开展专项整治。

■法律监督　年内突出重点、规范监督，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将监督重点对准

社会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社

会和谐稳定和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严重

犯罪和重点案件。在立案监督方面，共

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

通知书》１５件，公安机关直接立案 １２
件，通知公安机关立案２件；加大对行政
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监督力度，共建议行

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１４件
１７人，同比分别上升５５５％和１３３％。
在侦查监督方面，注重加强对侦查活动

的全面监督，深挖漏罪、漏犯，纠防漏捕、

漏诉，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逮捕的，追捕

到案５８人，其中１８人被判处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对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

追诉到案３６人，其中１０人被判处三年
以上有期徒刑，３人被判处１０年以上有
期徒刑。在刑事审判监督方面，共提起

刑事抗诉２件２人，提请审判监督程序
抗诉２件２人；运用检察公函等非抗诉
形式，对法院审判过程中存在的文书差

错、刑期折抵错误提出纠正意见 ６次。
在刑罚执行和监管监督方面，共对监管

场所进行安全防范检察２８２次，发现各
类安全隐患并提供纠正意见１４次，均被
采纳；加强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的监督，共受理在押人员申诉３５件；依
法审查监狱、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等材料７７２份，依法对其
中２０份减刑材料提出不同意呈报的意
见，均被采纳。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

监督方面，共受理民事、行政申诉件 ８４
件，受理数同比上升９％；对确有错误的
判决、裁定，建议提请和提请抗诉７件，
同比上升４０％；积极探索民事督促起诉
工作，督促起诉１件，充分运用检察调解
方式促成当事人和解４件。

■检察调研　全年共撰写检察调研报告
８２篇，被《人民检察》、《检察日报》等国
家级报刊物采用３３篇（次），市（省）级
报刊采用８９篇（次），在高检院、市院等
调研评比中获奖１２篇。编发各类情况
信息、统计分析１２５期，其中获领导批示
５篇，被高检院、市委政法委、市院采用
９８篇次。加强与各新闻媒体的联系，在
各类报刊、杂志上刊登新闻稿件８２篇。

（陈怡怡）

司法行政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司法行政工作围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开展“走进基层、服务群众”、

“迎世博，树法律服务文明窗口形象”等

主题实践活动。针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

济发展放缓形势，组织法律服务工作者

参与排查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因素，着力

做好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的兼并、重组、

破产及劳资纠纷案件的法律服务工作。

以律师与村（居）委、律师事务所与司法

所“双结对”活动为抓手，实现律师结对

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网络的全覆盖。开

展法律援助宣传月活动和农民工法律援

助专项维权行动，拓宽困难群体受援面。

开展公证服务进社区活动，增强公证服

务便民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

求，推进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主动参与社

会热点、难点矛盾纠纷化解，与区法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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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建立民事纠纷、轻伤害案件、治

安案件、信访案件、物业管理纠纷、道路

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劳动争议等七个方

面委托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以人民调解

为基础的“三调”联动机制基本形成。

把防止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重

新犯罪作为工作的首要标准，落实社区

矫正目标考核，全区已有９个街镇通过
市矫正办的社区矫正目标考核。贯彻

“五五”普法规划，突出“精彩世博、法治

先行”主题，推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

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

按照市局有关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

工作要求，明确司法所为区司法局派出

机构，实行司法局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

政府双重管理，以司法局管理为主的管

理体制。年内，区司法局被评为２００９年
度市人民调解宣传工作先进单位，基层

工作科被评为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

体，罗店司法所、淞南司法所被评为市示

范司法所，诚建成律师事务所被评为市

优秀律师事务所，政明律师事务所被评

为市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顾村镇羌

家村被评为全国第四批民主法治示

范村。

■律师代理诉讼　至年末，全区有注册
律师事务所１９家，律师１３９人，比上年
增加２１人。全年共代理诉讼案件３２８１
件，其中 刑 事 诉 讼 代 理 ７４４件，占
２２７％；民 事 诉 讼 代 理 ２５２９件，占
７７１％；行政诉讼代理 ８件，占 ０２％。
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２６８件。全年创收
５３００万元。

■办理公证件　全年办理公证 １１０６６
件，比上年增加１９５５件，增加２１４６％。
其中，国内民事公证５２８７件，占４７７％；
国内经济公证２１９０件，占１９８％；涉外
民事公证３３０３件，占２９８％；涉外经济
公证１６９件；涉台民事公证５９件；涉台
经济公证３件；涉澳民事公证１１件；涉
港民事公证４２件；涉港经济公证１件；
提存公证１件。全年创收１６７１万元，比
上年增加２５５万元，增加１８％。

■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年内，区法律援
助中心针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群体性劳资

纠纷大幅增加的情况，在区法院、公安、

劳动保障等部门分别设立农民工法律援

助工作点，组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援

助律师志愿团，为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

人员发放法律援助证，为群体性劳资纠

纷中涉及的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法律

援助、律师代理等服务。全年受理法律

援助案６０７件，比上年增加２０９％，其中
民事法律援助３８２件，刑事法律援助２２５
件；接待法律咨询 ３０４０批，接听 １２３４８
专线咨询电话 ４８９６个，受理 １１０公安、
司法联动案７６５９件，为６２名困难群众
发放“法律援助证”。

■法制宣传教育　年内，结合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计划，举办“迎世博”百场讲
座进社区、百场电影进工地、百幅法制作

品进学校、百名志愿者进社区开展法律

咨询服务、百场法律知识竞赛等“五个一

百”系列活动，开展世博法律知识网上月

月赛和“迎世博”百场交通安全法巡讲

活动，为世博会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开

展“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学法用法

示范机关”评比以及“民主法治村”、“民

主法治小区”创建活动。举办第二十一

届宪法宣传周活动，弘扬法治精神。建

成市级民主法治村１７家、市级民主法治
小区４６家。

■人民调解　至年末，全区有调解委员
会４４６个，人民调解员 ２４４２名，人民陪
审员４０名。各街、镇调解委员会及各联
合调解委员会共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

３８０２份，比上年增加１３％。举办基层调
解干部培训班１９期，参加培训７３６名。
全年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各类矛盾

纠纷９１２４起，比上年增加１８３％，成功
率９９９％。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年内以完善教
育和管理机制为抓手，进一步规范矫正

风险评估、矫正效果评估、分类分级矫正

等制度，出台《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

工作管理规定》，举办第四届宝山矫正论

坛。以帮困解难为载体，整合社会资源

和力量，推进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集体

户口基地、过渡性安置基地和“中途驿

站”建设，举办刑释解教人员就业专场招

聘会，开展特殊对象子女关爱行动，帮助

管理对象顺利回归社会。至年末，全区

有五年内刑释解教人员 ２５１９人，落户
２５０９人，落户率 ９９６％；安置 ２３８４人，
安置率９４６％；实施帮教２５０４人，帮教
率９９４％；建立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集
体户口１５个，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
基地２７个。 （颜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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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街镇司法服务窗口一览表

单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单位 地 址 服务电话 监督电话

大场镇 沪太路１８５８号 ５６６８３１７９ ５６５０７６７４

顾村镇 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５６０４４００３ ６６０４２０６８

庙行镇 长江西路２７００号 ５６４７０６３３ ５６４０３８６８

高境镇 殷高西路１１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１９ ５６１４５４６４

杨行镇 水产路２６９９号 ３６０２０４２２ ５６８０１９５４

淞南镇 淞南路３１２号 ６６１５２９７６ ３６１４０４１１

月浦镇 月罗路２００号 ５６６４６１４０ ５６６４９５５２

罗店镇 市一路２５９号 ５６８６７３８５ ５６８６５３７９

罗泾镇 飞达路８５号 ６６８７６８１５ ６６８７６８０５

友谊路街道 牡丹江路１２９９弄１号 ６６５９５０２０ ５６７８７７０５

吴淞街道 淞滨路３８５号 ５６６７５２９１ ５６８４４７０４

张庙街道 呼玛路８００号 ５６７５０９１２ ５６７６６８６９

!""#

年宝山区法律服务所一览表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名　称 地　址 电　话

庙行镇法律服务所 三泉路１３４８号 ５６４０５４７３

顾村镇法律服务所 泰和西路３４３１号 ５６０４３０８５

月浦镇法律服务所 月浦四村６号 ５６６４９５５１

吴淞街道法律服务所 淞滨路３８５号 ５６８４２２６１

（颜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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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与社会安全
■编辑　吴思敏

６月１２日，区委书记吕民元体验民兵双２５高炮训练 摄影／陈鸿亮

人民武装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人武部围绕世博安
保任务展开民兵预备役军事训练，全区

共完成各类训练活动 ２７期，实际参训
１５３３人次，累计完成训练时间３４８天，训
练质量与往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注重党委岗位练兵和军事干部业务技能

强化训练，组织１２个街道、镇２３名专职
武装干部参加人武学校组织的基层专武

干部集训，完成应急动员组织与实施、征

兵工作、国防教育、世博会常识与安保行

动组织指挥等５个课目的学习训练。按
照“军队提需求、国动委搞协调、政府抓

落实”的总要求，落实国防动员工作。指

导国防运动委员会八个办公室调整充实

人员，修订完善应急动员方案，开展动员

潜力调查和统计工作，搞好预备役军官

登记审查工作。采取自查与检查相结合

的方法，对全区１２个街道、镇进行兵役
执法检查。完成全年兵役登记工作任务

和兵员征集任务。区委书记、区人武部

党委第一书记吕民元被评为“全国国防

教育先进个人”，区人武部被上海警备区

评为“世博安保综合演练先进单位”、双

２５高炮营实弹射击达标单位和优胜
单位。

■开展国防后备力量整组　按照“编为
用、建为战”的要求，本着“需求牵头、急

用先建”的原则，区分重点任务分队、防

空分队、勤务保障分队三个层次开展国

防后备力量整组工作。全区各镇、街道

根据区人武部分配的整组任务进行调查

摸底，按编制要求落实分队人员，完成后

备力量整组任务。现役部队预编满员

２３人，退 伍 军 人 占 整 组 任 务 数 的
２３１％；除部分退伍军人编入现役部队、
预备役部队外，基层民兵队伍中退伍军

人的比例为２２％，地方与军事专业对口
技术人员８００余人。４月，区人武部和交

通战备办公室、人民防空办公室对１２个
镇、街道的整组情况进行检查和拉动检

验，抽点民兵分队到点率达１００％，并突
出检查应急、防空、防化等重点任务分

队，对“一兵多用”和交叉编配等问题进

行纠正，确保整组工作质量。

■世博安保备勤及战备演练　以世博安
保任务为牵引，围绕提高遂行多样化军

事任务能力，强化“三时一体”（平时服

务、战时应战、急时应急）意识，狠抓军事

斗争准备。区人武部以民兵分队遂行多

样化军事任务为目标，修订完善宝山区

《维护社会稳定方案》、《参与反恐维稳

行动通信保障方案》、《抢险救灾行动方

案》、《处置营门突发情况应急行动方

案》、《民兵增援派出所开展夜间治安巡

逻方案》、《上海世博会地面安保行动方

案》和《武装部指挥所编成方案》７个方
案。国庆期间，抽调民兵４６０人配属辖
区内的２３个公安派出所，担负夜间治安
巡逻任务。围绕世博安保，全年共完成

各类战备训练演练活动 ２７期，包括防

空、通信、防化和处突维稳等５个专业，
完成训练２３３３４人天次。（１）应急分队
处维稳训练。年内共组织维稳行动训练

４期，突出防暴、防化等训练内容。通过
强化训练，参训的４个应急分队基本掌
握单兵防暴技能、分队防暴战术运用，随

时可以遂行应急处突任务。聘请２名退
伍战士担任专职民兵训练教员，并就单

兵技能、分队训练和战时指挥等内容进

行系统培训，有效充实区人武部本级战

时组织指挥力量。（２）防化分队训练。６
月，区民兵防化连１６名骨干参加警备区
组织的专业集训，完成防化观测、侦察、

洗消和防暴处突等训练内容，所训课目

１００％及格，８０％达到良好，总评成绩良
好。８月，组织民兵防化连集训，完成防
暴、防化侦测等基本技能训练。（３）防
空兵专业联训。３月２３日至４月２４日，
１３人参加预备役师统一组织的侦察标
图、火控和通信３个专业的联训，实训２７
天２３６小时（含夜训２０小时，体能训练
２７小时），主要完成防空兵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学习，单兵技能和班的协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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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等课目训练。经考核，总评良好，优良

率达到７５％ －８２％，５人成绩总评达到
优秀。６月，区民兵双２５高炮营在防空
总群编成内赴江苏射阳参加实兵实弹演

练，参训５２人，高炮４门，完成９次班、
排、连实弹射击和考核竞赛，消耗弹药

１４６０发，被警备区评为射击考核达标单
位和射击竞赛优胜单位。（４）军事干部
业务技能集训。按照警备区“岗位练精

兵、质量排座次”要求，狠抓军事干部业

务技能的强化训练，区人武部４名军事
干部分两批参加警备区组织的军事业务

技能集训与考核，完成作战标图、战术计

算、军用文书、手枪射击等７个课目的学
习与考核，取得单位团体第三名、个人综

合第一名、单项第二名的训练成绩。

宝山民兵进行国防教育 摄影／柳　军

■征兵工作　按照“规范工作秩序、确保
兵员质量”的工作指导方针，扎实开展兵

役工作。（１）兵役执法检查。３、４月，采
取自查与检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区１２
个街道、镇进行兵役执法检查，共发放自

查报告２６１６份，回收２３９２份，回收率达
９１４％。（２）兵役登记。全区符合兵役
登记条件的人数２２０３５人，实际登记人
数１９８４１人（含手工登记５５９人），登记
率９００４％；街道、镇共确定预征对象
５５３人，高校确定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
６０人（男生），在校女大学生报名人数
１４８人，兵役登记质量的整体水平好于
往年。（３）征兵工作。坚持“严格制度、
严肃纪律、规范程序、确保质量”的工作

要求，全区共完成征集任务３８３人，其中
男兵１８８人、女兵１９５人；本科（含）以上
学历 ８７人，占 ２２８％；大专 １４４人，占

３８３％；其余为高中学历。新兵中在校
大学生 １９７人（男生 １１人、女生 １８７
人），占５１６％；党员１８人，占４７％，团
员２６７人，占７１８％。同时，完成１０名
士官的征招工作。

■全民国防教育活动　年内在全区开展
“十百千万”国防教育活动。共组织

２２１８人次处以上领导干部军营一日活
动，组织２４万余人次企事业单位职工
和市民看军营活动。在第九个“全民国

防教育日”，组织全区１２个街道、镇在繁
华地段、居民聚居区开展设点宣传，组织

全区 ６万余名群众和预备役军官开展
“双百”评选和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组织

２万余人次干部群众和中小学生参加网
上全国国防教育知识竞赛答题活动。区

委书记吕民元、区政协主席康大华等领

导赴江苏射阳看望慰问参加双２５高炮
实弹射击的宝山民兵预备役人员，并操

炮体验。１１月，吕民元被中宣部、教育
部、总政治部和国教办评为“全国国防教

育先进个人”。

■军事战备设施建设　继续推进新民兵
训练基地建设，年内主体工程已结构封

顶，计划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投入使用。与区
信息委共同研究制定信息化建设实施方

案，投入资金４０余万元，对区人武部和
新训练基地的通信设施进行改造和完

善，确保达到世博安保准备的需求。规

范战备秩序，按照上海警备区《战备秩序

正规化手册》的要求，完善“三室两库”

建设，调整配备１０套指挥器材和３０套
防暴器材，用于战时应急指挥和处置营

门突发事件。重大节日期间，组织各镇、

街道民兵应急分队集中备勤，轮流担负

战备值班任务。 （方四青）

驻军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域内驻有陆海空三
军、武警、边防、消防部队，分别驻扎在沿

江、沿海及内陆地区，有军用机场１个，
军用港口１个以及靶场、码头、电台、雷
达站、军用仓库等军事设施。驻区陆海

空军、武警部队参加各军兵种组织的实

兵演练和预备役高炮部队实弹射击，完

成军事演练、世博安保训练和战备巡逻、

外舰来访、武装押运等各项任务。

■拥政爱民　年内，驻区部队在完成军
政训练，重大演练和执勤任务的同时，支

持地方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治安。武警

７支队出动兵力３６６８人次，完成春运执
勤、货币长短途武装押运、市内武装押

解、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执勤、城市夜

间武装巡逻等重大临时任务，成功处置

聚众围殴、扑灭火灾、持械伤人等各类案

件２０余起，盘查人员１２００余人次，盘查
各类可疑车辆２６２３余辆次。做好世博
安保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区部队参加创

建文明城区、文明行业、文明街镇、文明

社区等军地共建和迎世博６００天的各项
活动，派出１５２３０人次官兵参加迎世博
环境整治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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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余个部队接待社
会各阶层赴军营开展国防教育和“军营

一日”活动，累计接待２０余万人次；派出
８００余人次官兵，为１３５万余人次青少
年和公务人员开展军训等。海军９１７７４
部队军民共建单位 ５６个，帮助驻地企
业、学校培训国防教育骨干１１００余人，
组织官兵无偿献血３００人次，有２０名官
兵志愿加入造血干细胞数据库；武警边

防教导大队、９１１５０部队、９１８６０部队等
单位每月派出官兵为民服务，受益群众

达３４余万人。真情开展“扶贫帮困献
爱心”活动，与６０余名困难学生结对，帮
助完成学业，年度累计资助金额１６４万
余元。结合“军徽映夕阳”活动的开展，

陆军预备役师、武警７支队、预备役高炮
１团、武警上海市边防总队教导大队、
９１１５０部队等部队坚持与１００余名敬老
院和社区困难老人结对，累计赠送慰问

品１２万余元。开展军民“同学创新理
论、同树文明新风、同建和谐平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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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活动，。９１１５０部队、武警上海市
边防总队教导大队、７３８０２部队、７３９０１
部队等驻区部队分别与高境镇、淞南镇、

吴淞街道、张庙街道等街镇开展“三同”

活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促进和谐社会

建设。开展“军营文化进社区活动”，部

队艺术团和驻区部队文艺小分队，利用

重大节日和中秋、元宵等传统节日，先后

为宝山人民奉献５２场文艺表演，累计观
众达１２３万余人次。 （方四青）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综治工作围绕
“平安世博”和“四个不发生、三个下降、

两个提升”的社会稳定工作目标，以服务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有效

化解社会矛盾为主线，以推进平安建设

为载体，以夯实基层基础为重点，认真落

实世博安保和综治各项工作，社会稳定

形势保持了平稳向上的良好势头。全年

刑案总量比上年下降 １６％（其中“八
类”案件下降２１％），报警类“１１０”下降
６５％；信访形势基本平稳，突出矛盾整
体受控，信访工作在全市１８个区县考核
总分名列前茅；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２３
起、人数（２６人），分别下降 ２０７％和
１３３％。全区未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案
件，未发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

和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９月 ８日，
宝山区召开世博安保社会面防控暨组建

平安志愿者服务队工作会议，下发《关于

组建宝山区平安志愿者服务队的实施意

见》，组建４８万人的平安志愿者队伍。
同时，统一印制《社区综合防控基本情况

表》、《行业单位综合防控基本情况表》、

《平安志愿者报名登记表》、《平安志愿

者汇总表和全区志愿者基本情况统计

表》等５本台帐。１２个街镇综治工作中
心全部挂牌成立，全区４０２个村居委“六
位一体”综治警务室实现全覆盖。

■区世博安保指挥部成立　６月２３日，
宝山区召开世博安保群防群治工作动员

部署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斯福民主

持会议，宣布成立“上海世博会宝山区安

全保卫群防群治工作指挥部”。指挥部

设在区公安分局，下设指挥中心、情报中

心、舆论宣传工作部、反恐怖工作部、社

会面防控工作部和后勤保障工作部等６
个工作机构，其中社会面防控工作部设

在区综治办，负责组织实施世博安保群

防群治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由区 ２９
个部门组成。

■《世博安保责任书》签订　６月２３日，
在世博安保群防群治工作动员会上，区

委书记吕民元代表区委与街镇（园区）

及区内２２家重点单位签订《上海世博会
安全保卫工作责任书》。按照区世博安

保群防群治工作方案的要求，各有关部

门、街镇（园区）在７月份，先后组织召开
本部门、本辖区世博安保群防群治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

主”的工作原则，各街镇（园区）与辖区

村居委会（共４０２个）签订世博安保责任
书，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同时，

全区对排摸出的１５３家安保重点单位逐
一落实责任签约（包括２家市级和１７家
区级反恐防范重点目标）。

■社会矛盾化解　贯彻落实《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

见》精神，继续采取政法部门包案化解的

模式，加大督促检查指导力度，全区化解

中央政法委交办涉法涉诉信访件８件，
化解率８８８％。化解市交办件２０件，化
解率９５％。协调落实突出矛盾的化解
和重点人员的稳控工作，主要牵头协调

上海炫海进道集装箱有限公司劳资纠

纷、庙行镇原新一村村民集资上访、蒋

某、励某扬言走极端等多起突出矛盾的

化解工作，参与北上海商业广场、长江国

际购物中心等突出矛盾的化解工作。年

内全区未发生重大政治影响的闹访滋事

事件。

■社区戒毒（康复）　区禁毒工作按照
《禁毒法》及上海市禁毒委员会有关建

立新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制度要求，

开展社区戒毒（康复）综合干预工作，共

接受责令社区戒毒人数４４人；责令社区
康复人数 ５８０人，签订《社区康复协议
书》５６５人。年内把禁毒社工融入社区
作为一项特色工作重点推进。３月，制
定《宝山区关于开展“社工融入社区”工

作的指导性意见（试行）》，要求社工每

星期不少于３天深入到村居委，列席综
治警务室工作例会，将社工纳入村居委

“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开展工作，形成

村（居）委主抓、社区民警强抓、单位居

民小组合抓、家庭人员常抓、禁毒社工专

抓的禁吸戒毒“五抓”工作机制。将无

新滋生吸毒人员纳入村居委“六无”平

安创建活动重要指标，对村居委禁毒工

作加强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确保

基层禁毒工作的有效开展。１１月１３日，
《上海法治报》专版刊登介绍宝山区“社

工融入社区”特色工作。在禁毒宣传方

面，组织禁毒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在春运、

“万国禁烟会”百周年纪念、“６２６国际
禁毒日”、“１２１艾滋病防治宣传日”等
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

传教育主题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１１万余份，４５万人受到了禁毒教育。中
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专题报道宝山

区禁毒社工通过帮教使吸毒人员成功戒

断毒瘾并投身禁毒工作的成功经验。１０
月中旬，配合市禁毒科普教育馆禁毒宣

传车在全区１２个街镇巡回宣传，播放禁
毒法制数字电影１５６场次，接受教育人
数达３６万。

■开展社会治安“两个排查”活动　根
据中央、市综治委关于“两个排查”（排

查调处矛盾纠纷、排查整治治安复杂混

乱地区突出治安问题）工作的部署要求，

区综治办制定“两个排查”活动的实施

意见，从８月起，集中开展排查活动。经
排查，共确定６类治安突出问题、３０处混
乱地区及８１个矛盾纠纷分别为整治重
点和调处重点，各街镇（园区）也分别开

展本辖区、本系统的矛盾纠纷、突出治安

问题排查工作。

■社会治安基层管理　（１）开展住宅小
区封闭式管理。为控刑案，减少小区盗

窃案件发生，区委、区政府把住宅小区封

闭式管理列入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区综

治办会同公安分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

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制定《住宅小区封闭

式管理实施意见》，明确２００９年各街镇
完成封闭无保安值守大门总数的 ５０％
的工作目标。采取分组实地检查、每月

通报，将封闭式管理工作与村居委“六

无”平安创建考核挂钩等方式，大力推广

小区封闭式管理，年内全区共完成封闭

小区出入口 ３１４个。（２）开展“综治进
企业”工作。区综治办、公安分局把“警

企联动”与“综治进企业”工作结合起

来，通过街镇建立企业综治工作联席会

议、企业建立综治警务室、工作例会制

度、统一台帐、明确民警联系人等方法，

建立以单位法人负责制为核心的内部治

安保卫责任制，落实国务院《企业事业单

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人防、物防和技防

的各项要求。（３）推进村居委“六位一
体”（综治、警务、治保、信访与人民调

解、社区保安与治安防范志愿者、来沪人

员服务管理等六方面）综治警务室规范

化建设。在全区４０２个村居委“六位一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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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综治警务室全覆盖的基础上，实行办

公合署、力量合用、工作合用。通过明查

暗访、问题倒查等方式加强检查督导，发

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发挥平台作用。

（４）开展街镇综治中心建设。在上年罗
泾镇建成全区第一个综治工作中心基础

上，２００９年，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关于
开展街镇综治工作中心建设的实施意

见》，明确综治中心建设“五有”、“五个

到位”和“五个统一”等工作要求。各街

镇按照“集中、集成、集约”为原则，高起

点、高标准推进街镇综治中心建设，搭建

“矛盾联调、治安联防、工作联动、问题联

治、平安联创”的综治维稳工作平台。至

１２月底，全区 １２个街镇的综治工作中
心全部挂牌，其中淞南镇综治工作中心

得到中央综治委检查督导组和市领导的

肯定。

■开展铁路护路联防　年内以围绕“维
护铁路治安稳定、保障运输安全畅通”为

工作目标，配合铁路北郊所、杨浦所，组

织各成员单位和铁路沿线杨行、大场、高

境、淞南等镇开展护路联防工作和“平安

铁路示范区、镇创建活动”。抓铁路护路

联防责任落实，路地密切配合；抓铁路沿

线治安环境整治，及时排查化解涉路矛

盾纠纷；抓护路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群众

爱路护路意识。辖区内 ２７９公里铁路
未发生危及行车安全的重大治安问题，

未发生重大路外伤亡事故，铁路路外伤

亡事故与上年持平。

■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组织协调
《宝山报》、宝山电视台、宝山门户网站

等区内媒体，开展平安建设集中宣传活

动，每月有一周开展“平安建设宣传周”

活动。３月，开展“平安建设宣传月”活
动，７月～９月，开展“平安建设宣传季”
活动。全年在各级媒体用稿５５０余篇；
向上海政法综治网上报工作信息２２０件
（图片１２张），录用信息２２０件，录用率
为１００％，其中《依托街镇综治工作中
心，构建“大防控”工作格局》文章被《中

国平安网》转刊登。上海市综合治理委

员会办公室转发顾村镇开展基层综治工

作的经验和宝山区开展住宅小区封闭式

管理的做法，《上海法治报》刊发区预防

犯罪体系建设的做法等文章。１２月１５
日，“中国上海”网站报道宝山公安分局

海滨新村派出所《民情日记》工作法。

■开展“平安宝山”竞赛活动　年内深

化平安建设，全面推进世博安保工作，制

定《关于开展“平安宝山”竞赛活动的实

施意见》，决定从第三季度起在各街镇

（园区）开展“平安宝山”竞赛活动。竞

赛活动以推进世博安保社会面防控十项

工作为重点，主要包括“社会治安、信访、

消防、公众安全感”四项内容，对前三名

的单位以及年底公众安全感指数达到市

优秀分值并被评为“上海市平安社区”

的单位，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发生影响

全局的去京访、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恶

性案件或火灾事故的单位，则实行“一票

否决”。 （陈伟华）

警务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公安分局全面推进
世博安保工作，加强“三项建设”（信息

化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和谐警民关系

建设）、“三项管理”（实有人口管理、社

区警务管理、虚拟社会管理）和队伍建

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秩序平稳。

完成临江公园“十·一”烟花燃放活动、

顾村公园一期试开园等重大活动安全保

卫任务 １５８批、警卫任务 ３０批次。年
内，区户籍人口总户数 ３３４３５０户，比上
年增加 ７０９５户、２１７％；总户籍人口
８６４３４２人，增加１７３９７人、２０５％；登记、
审批（核）常住户口申报材料６３６７份，审
核、申报蓝转常住户口２３２人；受理群众
申领、换领、补领第二代身份证 ２９９２８
张，更改上海市身份证重号１０人，制发
临时身份证 ８９０５张。登记来沪人员总
数 ６３５２１５人，比上年增加 １３４８７人、
２１７％。办理《居住证》（含临时居住
证）１１７６４９张，累计达７４９４４９张，分别比
上年减少 ５４７６％和增加 ０７５％。疏
导、化解各类不安定因素 ５６３起、涉及
１３５８５人次。受理群众来信来访 ２２４４
件，减少 ３８％，办结 ２１９６起，办结率
９７８６％。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重点信
访案件３３起，化解率为９７％。全年区看
守所共收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３６７６
人，深挖各类线索４３６条，查破各类案件
２７１起，查获“网上逃犯”４人。区拘留所
共收押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４１０１人，深
挖各类线索３７条，查破各类案件９起，
协捕４人，查获“网上逃犯”２人。２００９
年，宝山公众安全感指数为７１８５，满意
度指数为 ７１７１，分别比上年减少 ２４６
和 １１７。全区万人“１１０”报警率为
１８２２７，万人发案率为５０４２２。年内，分
局在全区执法部门政风测评考核中连续

第三年名列第一；在全区万人百企评机

关活动中，综合评分进入执法部门前三

位。全年有２２个集体、４１４人次受到记
功嘉奖。庙行派出所被公安部评为一级

公安派出所，海滨新村派出所被评为二

级公安派出所。高境派出所民警曹桂芳

当选由市局政治部、新民晚报联合举办

的第一届“我最喜爱的十佳社区民警”。

■刑事案件侦破　年内以“迎世博、保平
安”打击整治攻坚战为主线，坚持专项行

动和日常打击相结合，深入推进命案侦

破、打击“两抢一盗”犯罪、打黑除恶、禁

毒人民战争“四大战役”，严厉打击各类

犯罪活动。全年共破获刑事案件 ２９１７
起，比 上 年 增 加 ９６％，破 案 率 为
４０４％，与上年持平。其中破获命案３１
起，破案率９６８％；“八类”案件２４６起，
破案率５９７％；毒品案件３９起，破案率
８２９％，缴获毒品 ９５千克，毒资 ６０万
元；破获恶势力犯罪团伙专案７起，查处
恶势力犯罪团伙１０７个，抓获团伙犯罪
嫌疑人员４４５人。破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３０５起，破案率 ６５９％，挽回经济损失
１５７亿元。全年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
嫌疑人员２８７２人，抓获“网上逃犯”６５８
人，比上年增加６８％。

■社会治安管理　年内加强社会治安管
控，共查处治安案件３４８５９起、６７８７人，
分别比上年减少１５３％、７％，行政拘留
４０４５人，比上年增加 １６％。其中查处
“黄、赌、毒”案件１９０５起、３３０４人次，行
政拘留２６２９人，强制戒毒 ７４２人，社区
戒毒４４人；查处并行政处罚“黄、赌、毒”
违法活动场所 ３１家，停业整顿 １３家。
取缔无证游戏机房２０家，行政处罚违法
经营ＫＴＶ等场所２８家，向工商、文化开
具抄告单 ６６份，收缴各类赌博游戏机
２３８７台，电脑主板 １２３９块，没收赌资
５８６８万余元。收缴各类非法枪支 １８２
支、子弹１５０发、管制刀具３１５把。取缔
无证无照经营废旧金属收购站（点）１１２
家，收缴废旧金属２６１吨，行政处罚有
证单位１２０家，行政拘留５人。检查剧
毒化学品从业单位３３５家次，放射性同
位素从业单位１２７家次，提出整改意见
８２条。

■公安行政管理　全年共受理各类出国
（境）材料申报１５０７１份，境外人员申报
临时住宿登记６５５６９人次（含港、澳、台、
华侨人员）；查处境外人员违章住宿案件

３６８起；“三非”（指外国人非法入境、非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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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居留、非法就业）案件８１起（其中非法
入境案件１起，非法居留案件６３起，非
法就业案件１７起）。办理法定不准出境
人员２０００余人次。侦破组织他人偷越
国（边）境及骗取出入境证件案件４起６
人，起诉３人，行政拘留３人。办理《上
海市养犬许可证》１４０６９张，其中控养犬
１０２２７张、农村犬 ３８４２张；捕捉无证犬
５２９４条。培训物业保安人员２６批２５８２
人，在３１个小区派驻保安队员４４１人，
培训学校、企业内部保安人员 ６批
６００人。

２月１１日，区委书记吕民元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宝山公安分局局长姚志荣的陪同下到分局指
挥中心看望慰问一线民警 摄影／蔡　康

■公安队伍建设　年内坚持从严治警、
从优待警。投入６００万元，新建罗泾派
出所和大场派出所。完成年度非领导职

务晋升工作，晋升民警１８４人。成立上
海公安民警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宝山分中

心，分１５批组织１１９６名民警到杭州体
检疗休养，组织１３８０余名民警到宝山中
心医院进行健康检查。全年共补助民

警、交通协管员、社保队员２５４人，金额
２０５７万元。加强纪律作风建设，贯彻
执行公安部“五条禁令”，全年民警违纪

率０７６‰。加强培训考核工作，共举办
各类培训班 １００期，培训人员 ８０００人
次。组织公务用枪训练考核３４次，验证
合格１４８５人，新申领枪证２８６人。组织
民警体能测试１７次，日常体测合格１６４９
人，能级测试合格３１２人。组织 ＭＰＡ核
心课程培训２期、１４０人，通过考核１３４
人。举办分局第五届运动会，有４３家单
位３４０４人次参加了１６个比赛项目。推
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开展以“服务零距

离，满意在宝山”、深入基层大走访、“东

方讲坛·公安派出所所长讲防范”宣讲、

“大回访”等主题活动，达到为民解困除

忧、向民问计求策、加强警民关系的目

的。全年共走访居民户、企业计 ９２７８
万家，受访群众１２０万余人，参与宣讲活
动群众 ２万余人。全年有 ２２个集体、
４１４人次受到记功嘉奖。

■交通安全管理　全年完成交通保卫任
务１１１次。投入１２６０万元，对江杨南路
（长江西路至江杨路大桥南桥堍段）和

?川路出友谊路约９９９米处两条市级需
治理的危险道路进行路政设施改造。以

“排堵保畅”和“降压事故”为工作重点，

加强对辖区道路交通的执法管理力度，

开展“迎世博、保平安”打击整治攻坚

战———“集中整治道路停车秩序及交通

设施梳理”、“‘二轮摩托车、电动三轮

车、残疾人车’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危

险化学品运输交通安全集中整治”、“民

用爆炸物品安全集中整治”等专项行动，

组织区域性集中整治５１６次，共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５９４１００起，查获被盗车
辆８４辆，暂扣机动车 ２０３７５辆、非机动
车１８３６辆、驾驶证 ３０８９８本，吊销驾驶
证３３本，吊扣驾驶证 ２０本，收缴假证
１５３５本。共查处行人和乘车人交通违
法２２０２３起，行政拘留３７２人。新增“迎
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规范车辆停放机动车
泊位 ６５１个、非机动车泊位 ３７８３８个。
路政审批 ３２８２件，复划标线 ６１３１１公
里，横道线 ７２０９２９平方米。增设各类
交通标志３６７块，新增、改建路口信号灯
６５个。核发《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
证》１４６３张，办理“三超”（超长、超宽、超
高）许可证２９９６张，占掘路施工交通安
全意见书４９６张。发放校车标牌６３张，
交通安全宣传资料２６万余份。全年发
生道路交通事故（上报）１６９起，比上年
增加１９９％，其中死亡事故１１７起，死亡
１２２人，伤 １０２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０９％、减少３９％、增加６１９％；直接经
济损失１１０６７万元，增加１２６６％。

■加强公安信息化建设　年内推进信息
化建设，投入资金２８４万元，为基层单位
新增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５１１台、打
印机１２６台、数码相机３８台。投入７９００
万元，新建图像监控系统前端监控点

１１３４个，在 ２２个派出所设立集图像监
控、“１１０”接处警、指挥调度于一体的派
出所指挥台，建立１人１２分屏的人机互

动运作模式。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制

定《宝山公安分局民警世博执法规范手

册》，完善“网上办案”操作审批流程，在

全局对行政案件实行“网上”办案审批。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试
点　３月４日，分局成立人口管理办公
室，完成分局原“人口办”与区“人口办”

合署办公的平稳过渡。在友谊路街道、

罗泾镇、罗店镇开展“两个实有”（实有

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试点工作。

年内投入专项经费３１０余万元，新配备
电脑６６台，数码照相机１０５台，彩色打
印机３３台，动员村（居）委干部６１３人，
志愿者 １２８１７人，共清理制作门、弄牌
９３５１８块，定位建筑物７４５４８幢，采集房
屋信息９２６９５１间；登记“人在户不在”人
员４０８１３３人，登记来沪人员６３５２１２人。
在“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工作中，发现

违法犯罪线索 ２４１４条，查破刑事案件
４５９起、治安案件９３７起，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２２１５人、“网上逃犯”６１人。

■创新“民情日记”工作法　２月，海滨
新村派出所创新群众工作方式，以“民情

日记”为载体，规范民警工作流程，建立

“五个一”（每周一汇总、每月一抽查、每

季一排名、半年一小结、每年一评比）工

作制度，要求民警以“民情日记”形式记

录群众需求，再将收集到的民情分类认

定，按既定处置流程制定《疑难民情解

决办法》，并将处置结果反馈给群众，形

成以记录为前提，以分析为基础，以处

置为核心的三环紧扣的有机链条。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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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法推行以来，共收集、解决民生、治

安类问题和要求７００余个，组织开展６６
次警种间的联动，共解决群众小问题、

小要求５１１个，群众向公安机关提供各
类线索 ６５条。“民情日记”从“记”到
“办”转变了民警工作作风，调动了警社

合作共建和谐社区积极性，分局召开专

题会议并发文在全局推广“民情日记”

工作法。

■“相约星期三”警民交流活动　３月，
庙行派出所以三个警务责任区为服务

点，推出“相约星期三”警民面对面交流

活动，并建立错时工作、台账、情况反馈

工作制度，将社区警务建设中的四个机

制１８项措施落到实处。“相约星期三”
活动就是安排责任区民警，在每周三晚

上１８至２１时与“上班族”、“学生族”等
群众相约见面，交流情况，听取意见和建

议。相约中，民警携带“三本一册”（接

待群众登记本、警情通报记录本、警务室

工作日志、“相约星期三”工作手册），详

细记录群众反映的情况。相约后，将采

集的情况报所领导批阅后开展相关工

作，及时向群众反馈问题处理结果，并做

好非警务事项的移交和解释工作。至年

底，该所成功举办“相约星期三”活动２３
期，出动警力４７０余人次，参与群众达１
万余人次。通过“相约星期三”活动，获

取维稳类情报信息１２条、治安管理类情
报信息３８条；破获盗窃“三车”案件３２
起，查处作案人员５７人；处置化解各类
民间矛盾 １１起，为居民办实事 １４０余
件。年 内 “１１０”接 处 警 总 量 减 少
１１５％，报警类案件接报总量减少
１２％，入 室 盗 窃 案 件 接 报 数 减 少
３５７％，信访总量减少３８２％。在市局
开展的年度“公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

满意度”测评工作中，该所总分列全分局

派出所首位。

■侦破“４·２”抢劫杀人案　４月２日凌
晨，逸仙路３２３３弄９号一废品收购站内
发生入室抢劫杀人案件，两名江苏宿迁

籍女子一名当场死亡，另一名经抢救无

效死亡。宝山分局专案组在市局有关部

门的指导下，根据淞南派出所民警排摸

获取的嫌疑人线索，于５月９日抓获犯
罪嫌疑人戴伟明（男，３７岁，上海市人）。
戴伟明交代了４月２日伙同臧广林（男，
４４岁，江苏省泗阳县人）、于永兆（男，３７
岁，江苏省泗阳县人），经事先预谋，窜至

废品站内盗窃，被两名被害人发现后实

施杀人的犯罪事实。该案的侦破工作在

２００９年度“刑警８０３破案奖”评比中获
“银奖”。

■侦破“３·２６”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案

　３月，宝山分局接报：上海振昌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９月在江苏省姜
堰市投资 ２亿余元成立泰州振昌钢铁
有限公司，所聘用的总经理丁增（男，４０
岁，江苏省姜堰市人）利用职务便利侵

吞绝大部分投资资金，致使两家公司无

法正常运转。宝山分局遂成立专案组，

经侦查，于 ４月 １７日抓获丁增等 ４名
犯罪嫌疑人，破获了丁增等人涉嫌职务

侵占３２０余万元、合同诈骗 １０００余万
元的经济犯罪案件。该案的侦破工作

在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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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出售假币案　５月，宝山
分局会同市局经侦总队，在市局有关单

位及河南省警方的协助下，经过２个多
月的循线追踪、缜密侦查，破获２００９年
公安部督办案件“３·１”出售假币案，先
后在上海市嘉定区、河南省潢川县抓获

４名河南省潢川县籍犯罪嫌疑人曹贤琴
（女，３８岁）、王修成（男，３９岁）、黄守炳
（男，３６岁）和汪巨洋（男，３５岁），缴获
２００５版１０元、２０元、５０元、１００元票面
的各类假人民币５７万余元。该案的侦
破工作在２０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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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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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及部分所属机构一览表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单　位 地　址 电 话 邮 编

宝山公安分局 友谊路９９９号 ５６６０８１１１ ２０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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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看守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２８９５９５３４ ２０１９０８

区拘留所 月罗路２１０１号 ２８９５９５５４ ２０１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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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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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厂区经六路底近大件码头 ５６６０２１１０ ２０１９００

大场派出所 上大路５００号 ６６１３４２７７ ２００４３６

庙行派出所 三泉路１５０１号 ５６４１６６１０ ２００４３５

双城派出所 淞宝路１１０１号 ５６１６７１００ ２００９４０

祁连派出所 锦秋路１２８１号 ５６１３１１１０ ２００４４４

顾村派出所 电台路５号 ５６０４２２８４ ２０１９０７

刘行派出所 沪太路５２００号 ５６０２２００３ ２０１９０７

宝杨派出所 克东路１８号 ２６６４７５４８ ２０１９００

罗店派出所 罗太路２３２号 ５６８６３６３０ ２０１９０８

罗南派出所 南东路１０７号 ５６０１０１０８ ２０１９０８

罗泾派出所 陈川路２９９号 ５６８７１８０８ ２００９４９

月浦派出所 月罗路１６８号 ５６６４６４８２ ２００９４１

月新派出所 月罗路３１０号 ５６９２０１１０ ２００９４１

盛桥派出所 塔源路２８８弄１号 ５６１５０２５０ ２００９４２

水上治安派出所 淞浦路６５０号 ５６６７５５７７ ２００９４０

吴淞码头派出所 淞宝路２５５号 ５６５８５１０１ ２００９４０

洋桥检查站 沪太路９９１２号 ５６８７０８６３ ２００９４９

宝山区保安公司 泰和路２３９弄６、７号
５６５８２０５９
（经理室）

２００９４０

（黄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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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演练 吴淞街道／提供

消防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有消防中队８个，
消防车３７辆，消火栓４６５７只（其中市政
４０３０只，新村６２７只），共有６１１个消防
安全重点单位。宝山区公安消防支队共

有官兵４３１人，全年接警出动共计３７９２
次，其中，火灾扑救 ４０５次，抢险救援
１０７７次，社会救助 １２３１次，其他出动
１０７９次；出动车辆５９０８辆次，出动人员
５３２００人次，保护财产价值约 ２１１５３万
元，抢救人员２２５人，疏散被困群众１８１
人。全年因火灾事故造成死亡１人，受
伤４人，直接财产损失１６９３１６１元，未发
生群死群伤等重、特大火灾事故，火灾形

势持续保持平稳态势。全年审批行政许

可项目２６５４个，发出各类法律文书２４９０
份，其中《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４５１份，
《关于存在火灾隐患的通知》１８份，《重
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４份，《复查意
见书》５１８份，到期复查率１００％；实施火
灾勘查５２５起，发出《火灾原因认定书》
２９份，火灾原因查结率 １００％。全年检
查单位 ３０５１家次，消防行政处罚单位
２５４家，个人８９人，罚款总数１６７６４５万
元。大场中队被评为“市级共青团号”，

罗店中队和防火监督处被评为上海市

“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集

体”。全年实现安全稳定无事故。

■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筑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根据《关于开展本
区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筑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实施意见》，支队年

内以除隐患、防火灾为重点，会同各派出

所对全区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

筑消防安全进行全面排摸，共排查公众

聚集场所１３４４家次，发现未通过建审、
验收和开业前检查１４４处，室内装修装
饰材料不符合要求４５处，建筑消防设施
和安全疏散等不符合要求１１２处，消防
安全责任制和管理制度、教育培训不落

实１２４处，下发相关法律文书７９１份，责
令停产停业４９家；排查高层、地下建筑
共２７６１家次，发现火灾隐患 ２１２条，下
发相关法律文书 １４６份，罚款 ６１７万
元，责令“三停”单位５家。

■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年内，支队会同区
工商、文广、安监等部门联合对区公众聚

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开展

专项整治，并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督察

和联合验收，建立联合整治机制和信息

抄告机制。行动共检查公众聚集场所

４９６家次，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１５７份，《复查意见书》７６份，《行政处罚
决定书》１４份，共处罚 １４８万元，责令
“三停”１４家。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根
据《宝山公安分局“迎世博、保平安”打

击整治攻坚战民用爆炸物品安全整治专

项行动方案》，支队年内会同各派出所共

检查涉爆从业单位９７２家次，发现隐患
３３２条，落实整改３０６条。支队每季度对
营业的４８个烟花爆竹销售点、２个“三
级批”仓库、１个露天集装箱堆场及 １８
个反恐防范重要目标进行检查，严厉打

击易燃易爆单位违规生产储存、非法销

售经营等行为，并采取以会代训、专题讲

座、案例点评等形式，对易燃易爆单位安

全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开展业务培训，提

高单位自身消防安全意识，预防发生有

影响的爆炸事故。

■夏季易燃易爆危险品消防安全管理　
根据夏季高温、潮湿、多雷雨等特点，支

队年内以区消防安全联席会议名义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宝山区夏季易燃易爆

危险品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７
月７日至９日，会同各街镇安全办、派出
所，分６个小组，采取分干包片的方法，
对辖区加油站、液化气站、危险品仓库等

场所是否通过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验收

合格，消防设施运行是否正常，单位内部

消防安全制度是否健全，消防安全管理

是否到位，电气防爆、防雷、防静电、降温

等安全措施是否落实，开展消防安全检

查。共检查单位８３家，发现消防安全隐
患１７条，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５份。

■危棚简屋火灾隐患排查专项整治行动
　支队以区消防安全联席会议名义下发
《关于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的实施方案》，年内用四个月时间，

全面排摸整治辖区内危棚简屋火灾隐

患，加强对各街镇安全办、派出所的指

导。行动共排摸整改危棚简屋重点整治

对象１２０家，更换老化电线６５户，配置
逃生绳１０２户，改造灶台７７户，安装简
易喷淋３１户。

■“盾影一号”集中整治公共娱乐场所
安全行动　８月２６日，根据市局《“迎世
博、保平安”打击整治攻坚战“盾影一

号”集中整治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行

动方案》要求，支队联合公安分局治安支

队、督察支队、政治处、各派出所开展公

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集中夜查。共出动

警力２５３人，检查单位２８５家，下发《消
防监督检查记录》３２份，《消防监督检查
意见通知书》２５３份，下发《责令改正通
知书》１３份，发现隐患５７５条。

■“盾影二号”集中整治消防产品安全
行动　９月２７日，根据市局《“迎世博、
保平安”打击整治攻坚战“盾影二号”集

中整治消防产品安全行动方案》要求，会

同区工商局、技监局、各派出所，共成立

１２个行动小组，开展集中整治消防产品
安全行动。共检查单位８８家，下发《消
防监督检查记录》１２份，《消防监督检查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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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通知书》７６份，《责令改正通知书》
２份。

■高层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检查　根据市
公安局、市建设交通委、市住宅保障房屋

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高层建筑

消防安全工作的意见》要求，按照属地化

管辖原则和高层建筑属性分类，支队年

内对全区高层公共建筑实施检查，重点

检查火灾隐患至今仍未整改的高层建

筑，并下发《关于开展建筑消防设施年度

检测工作的通知》，推行消防设施年检制

度。此次专项行动共检查高层公共建筑

１０９幢，发现消防设施隐患 ３１条，整改
３１条，开展高层居民建筑实地演练３１８
次，开展消防设施检测７９家。

■社会福利机构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８
·２７”辽源市敬老院火灾事故发生后，９
月７日至１０日，支队会同区民政局等主
管部门，对辖区部分敬老院、福利院进行

消防安全检查，提高敬老院、福利院的消

防安全管理能力，最大限度消除火灾隐

患，排查相关机构２２家。

■中小学校舍火灾隐患专项排查　根据
地区特点和实际，１０月１４日至２３日，分
７个排查小组对全区中小学校舍开展火
灾隐患排查工作。共排查学校１２７家，
各类校舍 ４３５幢，发现火灾隐患 ４０余
条，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１０份。

■重大节假日消防保卫　年内为确保旅
游节暨国庆焰火燃放期间的消防安全，

支队根据《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旅游节暨国庆
焰火燃放消防保卫方案》，结合两个“专

项行动”，提前安排警力，每天安排专人

逐一对旅游节花车巡游沿线、钢雕艺术

节的举办地、临江公园烟花燃放点及周

边４００米范围等重点区域进行消防安全
检查，对保卫对象的建筑结构、内部消防

设施、消防水源及消防通道等情况进行

排摸调研，并对焰火燃放及旅游节期间

的执勤岗位位置的设置进行勘查。１０
月１日焰火燃放当天，支队全体人员提
前介入活动现场再次开展“地毯式”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确保活动的顺利安全

开展。

■指导宝钢消防安全管理　年初原宝江
公安消防支队与宝山公安消防支队合并

成立上海市宝山区公安消防支队。新支

队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当前宝钢企业消

防工作的新思路，实行宝钢企业属地化

管辖，增强消防监督工作力量；加强建筑

消防设计的源头审核，根据新《消防法》

要求，对每一个备案的建筑工程项目都

采取源头审查，保证新建项目不产生新

的火灾隐患；加强企业消防工作指导，与

宝钢安全中心联系沟通，要求宝钢下属

企业按总队文件要求开展消防设施年检

和消防培训工作。

■《消防法》宣传培训　年内在全区范
围开展“学习《消防法》，平安迎世博”学

习贯彻《消防法》宣传月活动，组织４０００
名群众参加宣传普及《消防法》知识竞

赛；组织各街镇安全负责人、居（村）委

干部学习《消防法》及相关规定；联合市

消防学校举办宝山区《消防法》知识专

项培训班，相关企事业单位安全管理人

员共３００余人接受培训。结合日常消防
监督检查，对企事业单位员工宣传普及

《消防法》，全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 １５
期，培训法人、消防管理人员６９人，易燃
易爆危险品作业人员 ９０７人，五级建
（构）筑物管理人员１６２人，四级消防管
理员８４人，烟花爆竹作业人员２８０人。

（朱　蕾）

民防与救灾
■概况　２００９年，全区有民防工程４７９
个，比上年增加 １９个；建筑面积 ７１１８
万平方米；使用面积５８９３万平方米，比
上年增加７４６万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
０８１９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０１０４平方
米。其中公用类民防工程１３８个，建筑
面积９５０２１平方米，使用面积 ７９５２７平
方米；非公用类民防工程３４１个，建筑面
积６１６７５２平方米，使用面积 ５０９７８０平
方米。已使用民防工程２０８个，建筑面
积４１０３９３平方米，使用面积 ３４１０７５平
方米，其中已使用的公用类民防工程６０
个，建筑面积 ５４５８５平方米，使用面积
４６４８４平方米；已使用的非公用类民防
工程１４８个，建筑面积 ３５５８０８平方米，
使用面积２９４５９１平方米。新增民防工
程３２个，建筑面积 ９１０４５平方米，使用
面积７５５９７平方米，合格率１００％，优良
率８５％。有非人防地下室１３８８个，建筑
面积１１７万平方米。维修养护和主体改
造民防工程３０个，建筑面积２５２万平
方米，使用面积２１７万平方米。公用类
等级工程完好率为９７％，非公用类等级
工程完好率为 ８８％。参与审批建筑项
目１６９个，面积 ４８０１３万平方米；审批

结建民防工程２２个，建筑面积１２４０万
平方米。民防工程竣工备案３５个，建筑
面积１１５６万平方米。收取民防工程建
设费７０１５万元，民防工程使用管理费
１０１万元。全区有区级化救兼职队伍６
支，并有一支由９名化学专业人员组成
的区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经普

查，全区从事生产、使用、经营、储存有毒

有害、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单位有

４２０余家，化学危险品重点单位４０余家，
其余为一般监控目标单位。４００家化工
单位制订化救预案，其中新制订化救预

案单位 １０家，修订化救预案单位
３５０家。

■完善民防工程安全管理体系　年内进
一步改革民防工程建设审批制度，在建

立行政审批事项受理中心的基础上，继

续实行受理与审批分离，采取传真、Ｅ－
ｍａｉｌ网上审批与窗口审批相结合，审批
制与承诺制、登记制相结合方法，实行网

上审批和网上备案。民防工程“４网络５
防线”（民防工程管理志愿者、街道居委

会、区防火监督处、派出所户籍警“４网
络”；民防工事经营者自查、民防工程管

理所管理员分片包干检查、民防工程志

愿者督促检查、区民防办机关人员责任

检查、办领导督查“５防线”）的安全管理
体系进入网格化管理模式的修改完善阶

段，民防工程管理所加强与派出所、公安

消防、３个街道、２５个居民委员会组成的
民防工程社会化管理建设，并将此管理

模式继续向大型国有企业自建的非公用

民防工程的安全管理和非民防地下空间

的安全管理延伸。规定凡已使用的民防

工程，均建立“一板”（管理制度联络

板）、“一图”（地下室平面图）、“三册”

（民防工程检查反馈册、民防工程安全检

查登记册、管理人员岗位职责手册）制

度。区民防办机关２２名干部职工定人
定工事，签定安全检查责任书，坚持每月

检查一次，有登记有签名有存档有责任，

全年对公用类民防工程日常检查１２５００
多个／次，检查面积达到 ８６０万平方米。
完善民防工程安全使用和维护保养台帐

登记制度，对已建民防工程的使用继续

实行社会化安全管理和分行业治理，按

香蕉房、旅馆招待所、仓库工场分为三大

类，完善各类管理规定。民防工程管理

所与２５个居民委员会签订建文明社区
协议书，与６８个民防工程使用单位签订
消防安全责任书，与２５个居民委员会负
责人、２５名民防工程管理志愿者、２２个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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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机关干部职工签订安全检查责任书。

新增灭火器６８只、疏散指示标志４０只、
应急照明灯 ５５只，加固、更换门窗 ８５
个，配备其他消防器材７５件，为３０个民
防工程改造用电线路。评选示范工程３
个、文明使用工程５个、工程使用先进单
位５个。继续对民防工程管理员，实行
经济责任和安全责任承包制度。年内对

民防工程建设质量、安全使用进行行政

执法监督检查２６２４５个／次，发出整改通
知书８７份，并全部得到落实整改。未发
生要求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

案例。

化救演练 区民防办／提供

■防灾防事故预案修订　年内修订《宝
山区核事故应急预案》、《宝山区灾害事

故应急处置总体预案》、《宝山区灾害事

故处置应急手册》、《宝山区化学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区防核化事故保障计划、

防核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防化学类

恐怖袭击事件应急预案等防灾防事故两

级（区、街道镇）预案。在普查基础上，

重新对４３家重点化学危险目标单位、１４
家放射源使用单位、８家生化物品使用
单位的信息进行搜集、核对和整合。年

底制定世博会期间对化学事故、人员密

集区域核化恐怖袭击事件、放射源危害

进行处置的专项预案。加强对以宝钢为

代表的工矿企业类、交通枢纽类、“生命

线”工程类、次生灾害类等重点经济单位

的防护工作，落实防护措施和疏散方案，

健全防护队伍，进行防护演练。

■人民防空行动方案修订　年内修订
《宝山区人民防空应急行动方案》和各

类保障计划、《宝山区人民防空应急行

动防保障计划》、３街道９镇２工业园区
人民防空应急行动人员隐蔽方案、２７０
个居民委员会的人民防空应急行动人

员隐蔽方案、区政府办公大楼人民防空

应急行动人员隐蔽方案、区人民防空战

备等级转换方案、区民防工程平战转换

方案。

■区人防指挥部机构调整　年内拟制并
下发《关于宝山区人民防空指挥部人员

编成》的文件，对原区人民防空指挥部的

人员和下属指挥机构进行调整，现区人

民防空指挥部下设组织计划、抢险抢修、

人口疏散、社会治安、消防防化、医疗防

疫、政治工作、综合保障组。同时，对街

镇人防指挥部的组成也作相应明确，并

进行培训和演练。

■区级指挥场所建设　年内对区人防指
挥所和民防救灾指挥中心进行软件升

级，进一步完善人防指挥软件、信息数据

导入、民防网站版面、空情报知、文电传

输、作战值班等模块，优化和改进原系统

的功能，再次提高人防和减灾指挥辅助

决策系统的实战能力，对预备指挥所和

移动指挥所的使用功能进行完善。对 Ａ
级镇和街道指挥场所进行选定和部分初

步建设。区级指挥场所基本形成了基本

与预备、固定与移动、地面与地下相结合

的建设格局。

■区人防（民防）专业队伍整组　年内
对抢险抢修、医疗救护、消防、治安、防化

防疫、通信、运输等７支人防专业队伍和
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中国第十三冶金建

设公司、中国第二十冶金建设公司、上海

宝钢设备检修有限公司、上海一钢公司、

上海五钢公司专业人员组成的６支民防
救灾队伍、中远化工有限公司等６支化
救队伍及民防志愿者队伍进行整组和调

整，重点对抢险抢修队（一营９００人、二
营８００人、三营 １１７０人）、医疗救护队
（１６０人）、消防队（４００人）、治安队（４００
人）等进行扩编。

■人口疏散隐蔽实施计划修订　经过三
个月的普查，确定全区有符合要求的居

民应急避险和人口疏散安置场所１０类
３５７处，容纳应急避险人数可达１７５万。
修订人口疏散隐蔽实施计划，疏散比例

更加合理。健全联系制度，对应急避险

和疏散场所安装疏散标志和疏散通道指

示牌。

■民防演习　年内完成８６台警报设施
的“９·１９”警报试鸣、１１９所中小学校
参加的“５·１２”学校师生防灾疏散演练
任务及“６·２３”区人防指挥部组成人员
的“民防－２００９”组织指挥网上演习。１
月上旬、６月下旬、１１月中旬，分别组织
中远化工有限公司、吴淞煤气制气有限

公司、华丰仓储贸易公司、桃浦车站、跃

龙新材料公司、华能石洞口第一电厂化

救队等６支区级化救队伍，共计１４０人
次，进行以个人防护器材的穿戴、堵漏

器材的使用、水幕隔离技术的应用、毒

剂侦检、抢救中毒人员、消除毒物、转移

危险品等为主要内容的化救演练，共集

中训练 ３次，分散训练 ４２次。通过演
练提高应急召唤能力、协同作战能力、

快速反应能力及处置事故实战能力，并

首次利用移动指挥系统实时转播演习

情况。

■民防应急救援　年内继续与安监、公
安、消防、环保、水务、气象、卫生等部门

保持经常性协调与沟通，做到防灾减灾

信息共享。组织化救专家进行减灾课题

研究，召开５次研讨会。化救专家和化
救队伍出动对化学事故进行应急救援分

别为６次、９次。应急小组全年进行以
基础化救理论知识、侦检器材技术应用、

事故现场处置技术、军事毒剂和放射性

物质侦检技术及防护技能为主要内容的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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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训练４０次，达１２０人次。编印《减
灾简报》４期、化救工作简报６期，提供
区领导参考。实施民防应急救援和

“１１０”社会联动行动２５次，其中化学事
故９起，煤气事故３起，刺激性气味测查
８起，其他４起。

■民防通信保障　全区设警报器 ８６
台，其中新装警报器１台，更新警报器３
台，调整警报器设置点 ６台，维修养护
警报器８５台，对８５台警报器的控制设
备进行信号强度检测，对 ７６台电动警
报器的有线控制模块进行升级，更换器

件１４台，排除警报器故障１８起。对８６
名警报器专管人员进行管理业务和操

作业务的培训。中心城区警报音响覆

盖率，街道、镇政府所在地警报音响覆

盖率，重要经济目标单位警报音响覆盖

率，警报音响发放自动控制率均达到

１００％。５月 １２日、９月 １９日，组织全
区警报音响鸣放，在警报鸣放前，通信

站与公安、通信、文广等部门协力做好

公示告知及人民防空法律、法规、警报

知识的宣传工作。至年底，全区有程控

电话总机 １台，程控电话分机 ６５０个、
８００兆数字无线固定电台３５台、８００兆
数字无线手持电台６３台、４５０兆无线电
台２０台、小灵通１００个，其中已使用４６
个。年内新增一条３０Ｂ＋Ｄ光缆及光端
设备，实现外线出线的备份，在市民防

系统率先装备一套 １２５Ｗ短波电台。
民防通信站进一步完善岗位责任制、服

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效能考评制，话

务班继续开展“接转电话百日无事故”

活动和坚持故障报修“零时间”服务制

度，做到“三不两快”（线路故障不过

夜、话机故障不过时、信访电话不厌烦、

电话接转快、查询电话回答快），区级机

关内电话分机全部实现人机对号人工

转接，坚持每日试线３０门，年内转接电
话２５万余次，受理各类查询电话８０００
余次，进行程控总机维修维护 ４次，对

用户进行上门服务１８０余次；全年新装
电话机 ２０部，移机 ３９部，维修 ７８部，
更换人工话务台２台；配合防灾警报试
鸣进行有线控制模块升级，完成有线控

制电话开通和停机保号 ３０４部／次，维
修线路９０次，排除电话故障 ６０次，做
到定期更新区政府电话数据库，民防通

信全年无事故、零投诉。对市、区两级

组织的各类大型活动进行２０余次通信
保障。

■应急指挥监控系统改造升级　年内投
入２０万元，对高空望摄像机、图像存
储设备、网络控制器等监控设备进行改

造。改造后的民防监控系统与区其他有

关监控系统实现双向共享，视频图像显

示更清晰、传输存储更便捷。同时实现

与市民防办和其他区民防办的视频互联

互通，增强视频信号的显示、存储功能，

强化减灾应急指挥中心的信息收集、处

理能力，为区领导对重大事故、突发事件

实施统一、准确、高效的指挥提供有效的

信息保障。

■重点民防工程建设　年内，宝山中心
医院、区民兵训练基地民防工程完成主

体结构建设，进入设备安装和内部装修

阶段。区民防办主动加强与市民防办的

沟通，完成宝山体育中心项目建设建议

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报批工作，并向

市民防办争取专项投资 ８５００万元。该
项目总建筑面积９８００平方米，战时功能
为防空专业队工程，平时功能为地下停

车库。

■民防工程管理　年内对全区 １１２座
（面积５３０１９平方米）早期民防工程进行
治理，对工程内部环境和出入口、竖井等

口部及立面的容貌进行整治，完成全部

标识牌的安装。向工程使用者发放《地

下空间安全使用手册》、《地下空间安全

使用须知》，《民防工程安全使用须知》

等宣传材料 ３５００余份。开展安全使用
培训３次，参加单位累计近４５０家。对
地下空间实施全面检查２１次，累计检查
数量达到２７万座／次，发现安全隐患８７
处，落实整改 ５８处，限期完成整改 １３
处。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本市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要求，５月 ～１１月，重点对地
下商场、餐饮、旅馆、娱乐、生产车间进行

整治，共检查各类地下空间生产场所３０
余处，消除安全隐患７处。根据《关于转
发市安委办〈关于本市开展安全生产大

检查的通知〉的通知》要求，对全区地下

空间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共清除消防

通道内堆放的杂物１０余处，更换更新灭
火器３０余个，修复应急灯６个，撤离住
宿人员８名。

■民防宣传教育　年内将民防战备教育
计划纳入国防教育体系，做到区国防教

育委员会、区教委、区民防办三家联手落

实民防战备教育计划。完成全区 ９个
镇、３个街道７８３只民防应急箱的配发工
作，会同镇、街道制定民防应急箱的使用

管理制度。会同区教育局做好全区１１９
所中小学校的民防知识教育，做到有计

划、有部署、年终有检查，通过上公开课、

民防运动会、校内广播、民防知识征文竞

赛、民防知识普及考试、组织民防疏散演

练等形式，普及民防知识教育，使开课率

和受教育率均达到１００％。将民防技能
教育纳入社会公共安全教育体系，落实

技能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

业、进网络的“五进”工作，向居民、村民

发放《市民救灾必读手册》３４万余册、
《民防知识宣传卡片》１０万余份、民防知
识宣传图片５００余套，普及公民的民防
教育。１０月下旬，组队参加市民防办组
织的全市社区民众防护技能运动会，获

判别防空警报信号二等奖、１００米消防
灭火二等奖，心肺复苏三等奖。

（杨衍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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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化救专家队伍组成表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序号 组建（派出专家）单位 人数

１ 上海中远化工有限公司 １

２ 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 １

３ 上海试四赫唯化工有限公司 １

４ 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 １

５ 美国华瑞中国技术服务中心 ２

６ 上海三邢无损检测设备厂 １

７ 第二军医大学 １

８ 华谊集团 １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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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化救队伍及其化救器材统计表

队伍名称 人数 器材名称 数量

上海中远化工有限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过滤式呼吸器 ４

堵漏器材 ５

化救服 ８

备用钢瓶 ４

充气泵 １

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８

备用钢瓶 ４

堵漏器材 ２

上海华丰仓储贸易公司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８

备用钢瓶 ４

上海跃龙新材料股份公司化救队 ６

备用钢瓶 ４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８

上海铁路分局桃浦车站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化救服 ８

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化救队 ６

进口呼吸器 ４

备用钢瓶 ４

化救服 ８

区武装部防化连
进口呼吸器 ４

化救服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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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民防办化救器材统计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型号 序号 名称 数量 型号

１ 进口空气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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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衍鸿）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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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活
■编辑　袁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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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百户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表

消费品名称 单位 城区 农村

家用轿车 辆 ８ ７

家用空调 台 １６７ １５９

家用电脑 台 ７９ ５０

彩电 台 １７７ １７２

电冰箱 台 １００ ９８

（区统计局提供）

１月２０日，宝山区“保就业促稳定”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居民生活
■概况　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民生
继续改善，城乡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继续增加。据抽样调查，全区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４３６８元，比上年
增长１００％；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１４４９３元，增长１０１％。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１８０８６元，增长
１０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１０４７１元，增长６５％。至年末，居民
家庭储蓄存款余额８２５１７亿元，比年初
增加１３９２６亿元，增长２０３％。居民居
住条件进一步提升。至年末，城镇居民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２７０平方米，比上年
增加０６平方米。 （袁晓君）

就业
■概况　年内加大扶持就业政策力度，
全面开展“帮企业、保就业、促稳定”系

列活动，着力消除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稳定全区就业局势。制定并出台《宝山

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

《宝山区２００９年帮助困难企业减轻负担
稳定就业岗位的实施意见》等９项促进
就业政策；市失保基金投入３４５亿元，
同比增长１８９４％；区镇两级财政共投入
促进就业资金 ２６８亿元，同比增长
３８８％。新增就业岗位 ３０２０３个，完成
年度目标的１００６８％；城镇登记失业人
数２９７７４人，控制在年度指标 ３０１００人
以内；实现非农就业６６６９人，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 ２２２３０％；帮助成功创业
８７７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４６１７％，
带动就业１４３２人；开展外来农民工培训
７２６９人，完成年度任务的１１１８３％。

■“１＋３”特别行动计划　年内，为应对
金融危机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推出“１＋３”特别行动计
划，区内配套相关政策措施加以推进。

“１＋３”特别行动计划即１个创业带动就
业专项行动计划和 ３个特别行动计划
（包括就业援助特别行动计划、稳定就业

岗位特别行动计划、职业培训特别行动

计划）。创业带动就业专项行动计划：鼓

励创业带动就业，制定“１８１２１２”工作计
划（即三年内帮助创业成功１８００人，创
业培训１２００人，开辟创业场地１２个），
重点扶持大学生、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创

业。年内开发创业场地１３个，进驻创业
组织１９７家，实现“一街镇一特色创业场
地”，其中罗泾镇的“农业创业园区”为

全市首创。在全区１２个街镇的１００个

居村委设立开业指导专家社区服务站

点，实现创业前、中、后期的“一对一”全

程跟踪服务。实施鼓励非正规就业组织

转制政策，年内有３９１家非正规就业劳
动组织成功转制为小企业。就业援助特

别行动计划：提高用人单位录用“就业困

难人员”的一次性补贴标准，鼓励用人单

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全年共安置

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２２４９人，安置零
就业家庭２８１户，安置率达到１００％。组
织专场招聘３１６场（次），累计提供岗位
３９０４６个，其中 １万余个岗位适合大学
生，实现意向录用９４９７人。稳定就业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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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特别行动计划：给予特别困难的企业

岗位补贴或社会保险费补贴，帮助企业

稳定就业岗位。年内认定困难企业 ４
家，特殊困难企业 １３家，补贴资金
１８３７４万元（其中区级补贴 ６３１２万
元），稳定岗位１１００个。职业培训特别
行动计划：组织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

职工开展技能培训，共培训９家企业２８０
余名员工。制订《关于宝山区职业技能

培训补贴奖励的若干意见》，重点突出对

培训推动就业工作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工

作的奖励。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１６６１５人次，其中初级以下培训８６６８人
次，中级培训５３９０人次，高级及以上培
训２５５７人次；其中政府补贴培训 ７０５０
人次，培训补贴 １３１１３９万元。开展外
来农民工培训７２６９人，完成年度任务的
１１１８３％。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区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区教育局、

区总工会联合组织宝山区２００９年职业
技能竞赛活动。竞赛由区城市交通运输

管理署、上海市交通学校、中冶宝钢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承办，以“迎世博、比技能、

展风采、促就业”为主题，实行培训、练

兵、比武、晋级“四位一体”，竞赛项目为

汽车维修工和电焊工，共有９５人参加竞
赛，其中３３人获汽车维修工（国家职业
资格三级）证书，３０人获电焊工（国家职
业资格三级）证书，１０人晋升获国家职
业资格二级证书。

７月１０日，宝山区２００９青年见习系列招聘会举行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大学生就业　年内重点加强帮扶大学
生就业工作，与上海大学签订区校推进

大学毕业生就业合作框架协议，设立“宝

山区－上海大学就业指导服务站”，实现

就业指导、岗位信息、现场招聘三项公共

就业服务进校区。上海大学宝山户籍毕

业生５３６人中５２１人实现就业，就业率
达９７２０％。启动“一居委一村委一名
大学生工程”，全年先后有４５７名大学生
参加见习，至年底已有１６４人被正式录
用，其中５４人在居村委换届选举中当选
居村委班子成员；另有１５３人已在外单
位就业。

■就业服务　深化公共就业服务“三延
伸”工作，延伸公共招聘网推荐至街镇，

年内就业促进平台共推荐应聘８０７１５人
次，成功录用２７５１７人，推荐成功率达到
３４０９％；延伸职业指导服务至街镇，实
现全区１２个街镇全覆盖，开展一对一个
人指导 ２０８７６人次，开展集体指导 ２７３
场，个人指导后就业９８７７人，指导后实
现就业率达４７３１％；延伸职业见习至街
镇，新开发见习基地８１家，至年末区内
见习基地数达１３３家，全年有３２６８人参
加职业见习。 （高　丹）

社会保障
■概况　以“保基本、广覆盖、多层次、可
持续”为目标，出台《宝山区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养老金计发办法》、《宝山区区级

征地养老资金财务管理实施办法》等９
项政策措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达

９９６０％，基本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应保
尽保”。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覆盖人

数达２２７５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１１３９４％。全年共发放失业保险 １１７３
万人次，共计 ６１７８４３万元，比上年
增１７３４％。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年内，全区农村
户籍无保障人员新纳入社会保障 １６０４
人，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达９９６０％，基
本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应保尽保”。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增投保７９５人，年末
参保单位达１１９３家，参保总人数５５７６６
人，其中处于缴费期总人数４７０７６人（正
常缴费 １４９７６人，停止缴费 ３２１００人），
享受农保待遇总人数８６９０人。完成征
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５５２５５万元，比
上年减少９８５％。全面推进农保区级统
筹，实现农保缴费标准、农保养老金增

长、养老金计发办法的“三统一”，制定

下发《宝山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

政补贴资金拨付办法》、《宝山区农保基

金财务管理制度（试行）》，加强对基金

运行的监督管理。全区农保月均养老金

由３７３元提高到４２７９元，老年农民最
低月养老金标准由 １８０元提高到
２２０元。

■新征用地人员及历年遗留问题人员社
会保障　全年完成新征用地人员纳入小
城镇社会保险体系３９９７人，新征用地养
老１５８人，新征用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
率达１００％。逐步化解原征用地等相关
人员落实社会保障问题，年内落实各类

历年遗留问题人员纳入镇保６４人，完成
“农来农去”人员改善社会保障待遇的

身份核定２８人（其中包含“农来农去”
外配人员２４人）。征地养老人员月生活
费标准由原来的６２０元提高到 ６８５元。
推行区集中管理征地养老人员医疗费报

销区镇两级管理，方便征地养老人员就

近报销医疗费。启动区集中管理征地养

老人员参加居民医保工作，提高养老人

员医疗待遇。

■工伤保险　年内完善工伤认定、劳
动能力鉴定制度，规范认定和鉴定流

程，切实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严谨性。

多渠道开展便民服务，为行动不便的

工伤职工提供上门面见、鉴定等服务，

开展“工伤保险走进企业夏日送清风”

活动，帮助企业预防工伤事故。建立

调解机制，主动化解工伤矛盾纠纷，帮

助工伤职工争取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

和生活保障。全年共受理工伤认定

４８３９件，比上年减少 ８７７％，完成工
伤认定４７３７件；受理劳动能力鉴定申
请３４００件，比上年减少 ２９４％，完成
劳动能力鉴定３３４４件，按期认定率和
鉴定率均达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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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　年内，全区居民医保参保
１２８８万人。全区参加市民医疗互助帮
困计划１０９００人。为全区公务员实施医
疗补助６６４人次、６５２８万元。完成综保
住院医疗费用报销１３３２人次、６１３９６万
元。向市医保办上报４１名医疗保障评
审专家。年内新增医保联网结算医疗服

务点１１家，新增医保定点药店３家。加
强计算机系统管理，确保全区医保网络

安全。建立区级医院代表协商制度，加

大医保预算透明、公开力度。加强监管，

对区内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的各类项

目常规检查全覆盖，做好对参保人员门

诊“二个异常”的监管。与区社保中心

建立长效机制，年内完成１７批次、１０００
多家新参保单位医保政策培训。积极拓

展医保宣传工作，向社区发放医保政策

宣传品１万多份。
１月２３日，宝山区举办慰问来沪人员电影专场活动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

■城镇老年居民社会保障　全年共有
３７９名城镇老年居民（年满 ６５周岁，在
本市居住、生活满３０年，现为本市城镇
户籍且已满１５年，未享受基本养老、医
疗以及征地养老待遇的老年居民）新纳

入社会保障。

■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与城镇保险
　至年末，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参保
单位１６４３２家，其中新增参保单位２２０７
家，发放综合保险卡４９万张，外来从业
人员综合保险覆盖人数达２２７５万人。
启动外来从业人员参加城保工作，全年

共有１１９３家３９５０人参保。 （高　丹）

劳动关系协调
■概况　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工作机
制，完善劳动关系协调联席会议工作制

度，制订并下发《２００９年劳动关系协调
工作要点》及《宝山区处理突发事件应

急方案》。加大监管力度，推进劳动争议

社会化调解，宣传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在抵御金融风险和稳定员工队伍上的经

验做法，营造“加强合作，共克时艰”的

氛围。２００９年，我区劳动合同签订率已
达９９０％。全年共接待群众来访 ２３３８
批３７２９人次，受理群众来信（含网上信
访）５５２件，接听群众来电５６３５次，按期
办结率 １００％。街镇、工业园区共受理
劳资纠纷５１８件，协调成功３６８件，协调
成功率７１０４％；处理群体性纠纷７起，
涉及员工 ２３５４人。审核集体合同 ２１４
家７０８１８人，工资集体协商７１７０６人，完
成市政府考核目标的１１１００％。

■劳动保障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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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劳动合同法》等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建立“群体性劳资纠纷

周排摸报告”和“欠薪执行情况预警”制

度，完善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的预警体

系。全年共受理监察案件１３９８件，同比
下降４１３１％，结案１５０１户，其中处理举
报投诉９０９件，发出责令改正３８１份，行
政处理２８户，行政处罚２户，罚款２万
元，警告１件。通过监察，补签劳动合同
７１１人，补办录用手续３３０人；补缴８７人
社会保险费７２７４万元，其中补缴小城
镇社会保险费 ３２人 １２２０万元，补缴
１９３３名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费
１７７５５万元；追发６６４８名职工被拖欠、
克扣工资１４２７７３万元，补发２８０４名职
工加班工资 ７９５０万元，补发 ５７４名职
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差额１８３６万元；
取缔违法职业中介３７０户，清退收取１５４
名职工押金３６７９万元。

■劳动争议仲裁　年内，区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３６３０件，
同比增长７５６％，其中私营企业劳动争
议案件２０１５件，占立案总数的５５５１％，
劳动报酬类争议案件２０８０件，占总数的
５７３０％。加强区劳动争议仲裁院建设，
采取措施全力化解积案，全年依法处理

争议案件４３４８件，同比增长９０３７％，未
结案件数由最高时的２１３２件下降到４５５
件。全面推进劳动争议社会化调解工

作，建立区、街镇两级劳动争议调解联动

机制，加强街镇劳动争议调解人员队伍

建设。组建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室并投入使用，实现调解结案２４９０件，
调解率 ５７２７％。制定《兼职仲裁员工
作管理办法》，积极发挥工会方和企业方

兼职仲裁员作用，年内合议庭组庭审理

案件１７４６件，组庭率４８１０％。

■来沪从业人员服务　１月２３日，开展
宝山区“共迎新春，同创和谐”慰问来沪

从业人员电影专场活动，近４００名来沪
从业人员参与，其中１００余名来自四川
地震灾区。３月８日，举办宝山区“春风
送岗”农民工专场招聘会，１２７家用人单
位提供３０５８个岗位，现场接受招聘登记
２３００余人，意向录用 ８００余人。５月 ８
日，组织区内８家企业赴都江堰市参加
“２００９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手牵手就业
援助现场招聘会”，提供２８０余个岗位，
接待求职人员５００余人。区外地劳动力
管理所创建“专管员服务”模式，面向外

劳力用工单位推出“满意 ３６０”服务品
牌，倡导“用工越规范，服务越便捷”的

理念，促进企业规范用工，年内共有３５９
家用工单位成为“满意 ３６０”的服务对
象。开展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中心启用的

准备工作，梳理优化服务流程，开展来沪

人员就业服务试点工作。 （高　丹）

人口与计划生育
■概况　至年末，区户籍人口总数为
８６４３４６人，比上年增加１７４０１人；常住人
口１４８６０６４人，比上年增加 ６９６１４人。
户籍人口出生５８８１人，比上年减少１８９
人，减 幅 为 ３１１％；人 口 出 生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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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７‰，比上年下降０３７‰。常住人口共
出生１３７９４人，比上年增加８３３人，出生
率为１２９９‰；自然增长率为５２４‰，比
上年上升０８４个千分点。户籍人口计划
生育率为９９６６％，比上年下降００８％；
常住人口计划生育率为９６０１％，比上年
增加 １２１％。户 籍 人 口 一 孩 率 为
９５６０％，比上年降低 ０４９％；二孩率为
４３３％，比上年上升 ０４７％；多孩率为
００７％，比上年上升 ００２％。全区有
３６５５９对夫妇领取独生子女证，领证率为
２７９８％，比上年减少 １７１％；晚婚率为
８４６６％，比上年下降１９０个百分点；一
般生育率为２８９１‰，比上年下降０２９个
千分点；总和生育率为０９０１８，比上年下
降００１９；全区生育峰值年龄为２７岁，比
上年上升 １岁。全区共有育龄妇女
１８７６９９人，占人口总数的２１７２％，比上
年增加３８８７人，增２１１％。其中，已婚育
龄妇女１３０６７５人，比上年减少９４５人，减
０７２％。全年共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
证》６４７１例，换领２３９例，补领１０７０例，注
销２４５例；再生育子女审批４２３例，出具
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４９例，实际征收
社会抚养费６７４６万余元；申请法院强制
执行９例，强制执行到１５万余元，结案
率７１４３％，未发生一起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案件。全区现有１个区人口和计划
生育指导中心、１２个社区人口计生综合
服务站、２５０个村（居）委家庭计划指导
室、２２３个社区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点、４００
个计生自助栏、１５０７个避孕药具免费发
放点。城区群众只要步行１０分钟、农村
地区群众只要步行２５分钟便可享受人口
计生公共服务。区政府首次与各街镇签

订《２００９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
理责任书》，下发《关于建立宝山区人口

和计划生育工作联席会议的通知》。３月
２６日和１１月２５日，上海市副市长赵雯和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崔丽分别视察庙

行镇０－３岁科学育儿国家示范基地和罗
店镇人口计生综合服务站。开展《宝山

区人口发展趋势与计划生育公共服务对

策研究》课题研究，预测区内“十二五”期

间人口发展趋势，为全区合理配置人口计

生公共服务资源，打造富有人口计生特色

的公共服务品牌提出对策建议。建立宝

山区人口计生地理信息系统，为政府决策

提供人口信息服务。年内，区指导中心、

大场镇、月浦镇、罗店镇、友谊路街道、淞

南镇、吴淞街道、庙行镇、张庙街道获

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人口计生公共服务机
构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称号。

■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　全年为３１９８人
颁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

共２３１９６万元；审核发放一次性计划生
育奖励１５３８人，共发放３５５１２万元；审
核发放独生子女意外伤残和死亡补助６８
人，共发放２２６万元；审核发放计划生育
家庭特别扶助金２１４９人，共发放３２９５９８
万元。为４２７６人提供免费基本项目计划
生育技术服务，折合人民币６２万元。全
年共资助独生子女特困家庭、外来困难女

孩及其家庭４２９户，资助金额共１８万元。
年内，完成上海市扶助独生子女困难家庭

福利彩票销售２４万元。为７１４８户家庭
办理独生子女保险，为５００户贫困母亲家
庭送上独生子女保险。推动张庙街道通

一编织服务社再次获得上海市幸福工程

组委会１５万元无息贷款，帮助５０余位困
难外来媳劳动脱贫。在外来人员聚集地，

全面开展流动人口计生关怀关爱专项行

动、生育关怀行动等巡回医疗咨询活动，

受益达４２万余人次。

■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工作　出生缺陷一
级预防工作首次纳入２００９年区政府实
事项目。建立区出生缺陷一级预防领导

小组，下发《关于宝山区开展出生缺陷一

级预防工作的实施意见》，初步建成政府

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优势互补的

一级预防工作机制。年内，为３０６对女
方为本区户籍且准备婚后一年内怀孕的

新婚夫妇免费提供价值近７００元的优先
孕前检查，有２万余人次目标对象接受
相关知识培训。调查显示，全区出生缺

陷一级预防知识知晓率为８２３％，比年
初上升２０个百分点。

■计划生育药具服务“优得”工程　制
订并下发《宝山区关于开展计划生育药

具服务“优得”工程项目的实施意见》，

编写计生药具“优得”服务指南、服务手

册，发放到广大群众手中。在全市率先

为广大育龄群众提供分级、分类、分期等

“三分”服务，全年免费发放药具９３４万
余元。联合区食药监等五部门共开展

５４５次专项整治活动，查处无证１１２户，
罚款５８万元。

■ ０～３岁社区婴幼儿科学育儿指导服
务　六一儿童节前夕，联合区教育、妇
联、卫生等部门开展０～３岁散居婴幼儿
家庭迎世博亲子嘉年华主题活动。全年

全区开展各类宣传服务活动２６场、专题
培训讲座３２次，受益３万余人次。

■关爱女孩行动　６月２４日，召开区关
爱女孩行动第六次联席会议。在全区

２６家“三定点”医院及７３家集贸市场更
新打击“两非”通告及警示标志 ４００余
处。７月３日，举行“宝山区迎世博‘７·
１１’世界人口日暨关爱女孩行动”宣传
服务活动月等活动。全年共打击“两

非”（非医疗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

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２７次，取缔“两
非”窝点１９个，没收 Ｂ超１０台、医疗器
械和药品７３箱。拨专款１０万元设立关
爱女孩专项资金，每年定期资助符合计

划生育政策的来沪困难女孩及其家庭。

■现居住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增配流动人
口计生专管员１１人。在居住点，推进人
口信息采集，全年新增来沪人员信息

２７１２万人，注销来沪人口信息２５７７万
人。新增《租赁房屋计划生育责任书》

签约４５８７１份，签约率９５４％。收到孕
情抄告５１２例，办结率１００％。全年共兑
现“一例一奖”６４６６例，达 １７９１万元。
在工作点，下发《宝山区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示范企业标准》，推动工业园区与

１０５家企业签订《企业人口与计划生育
工作责任书》，成立区计生协城市工业园

区分会，创新“以园管人、村企结合、服务

为先、综合治理”的工作模式。在生育

点，投入２０万元加大生育点服务内涵建
设。对罗店医院妇产科门诊、病房进行

改造，增设计生政策及生育、生殖保健知

识类版面 ５０块；修订完善计划生育咨
询、跟踪随访、信息反馈、孕妇学校培训

等８项工作制度；在接引产医院向所住
外来产妇发放一份生育知识礼包，内含

人口计生宣教画册、宣传品及免费避孕

药具，全年有３３３２名产妇受益。在孕检
点，投入 １０余万元改造流动人口孕检
点，打造成集孕检服务、政策引导、健康

咨询、药具发放、宣教培训为一体的多功

能综合服务窗口，全年共孕检外来育龄

妇女１６９万人次。开展《流动人口计划
生育工作条例》宣传，组织举行《条例》

知识竞赛。年内联合区人口办开展两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集中执法检查，与５７
家外省市区县人口计生部门签订《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双向管理协议书》。利用

“宝山区流动人口孕妇信息管理库”，全

年为６４４０人开展全程跟踪服务管理。

■青春健康教育　年内为物流、餐饮行
业共２００５名来沪员工开展４２场“爱、健

６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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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责任”生活技能培训。举办“关爱青

春同沐阳光”项目主持人培训班，培养项

目优秀主持人和“关爱青春大使”。在

上海大学启动“蒲公英”同伴教育项目，

深入推进青春健康教育进大学校园。举

办宝山区纪念 ９·２５《公开信》发表 ２９
周年暨“关爱青春同沐阳光”展示活动。

８月１２日，“婚育文明与世博同行”大型电视主题活动举行 区人口计生委／提供

■“婚育文明与世博同行”大型电视主
题活动　８月１２日，区人口计生委、区
计划生育协会、区广播电视台联合举行

《婚育文明与世博同行》大型电视主题

活动。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

宝山区区长斯福民出席活动，并共同为

“区迎世博人口计生志愿者服务队”授

旗。市区领导为区出生缺陷一级预防专

家颁发聘书、为“区迎世博人口计生服务

窗口”授牌，基层人口计生干部郑重发出

迎世博倡议。市人口计生委、市协会相

关处室领导，区人口计生工作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各街、镇分管领导、基层计生

干部、青少年、志愿者代表近３００人参加
活动。

■举办“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
动”　５月１０日，宝山区第１３届“母亲
节暨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在高

境镇举办。活动现场，出席领导为“幸福

工程”爱心人士颁发捐赠证书，为５００名
贫困母亲代表送上独生子女保险和女性

安康保险。区人口计生委主任王建代表

宝山区幸福工程组委会办公室将１５万
元捐款转交给上海市幸福工程组委会办

公室。 （唐　菁）

民政
■概况　至年末，全区累计支出各项社
会救助资金１７７亿元，比上年增加０３７
亿元；建成标准化老年活动室５６个，新
建养老机构２个，改扩建养老机构７个、
１３７０７１７平方米；新增养老床位８５０张，
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２６３９名；新建示
范型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５个，建成社
区老年助餐点６个，每天为４１１０余名老
人提供助餐服务；新建、改扩建社区事务

受理中心４个。全年完成社会福利彩票
销售２０２亿元，筹集社会福利金 １１４６
万元，支出福利基金５８０万元。完成全
区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至年末，

共新建１４个居委会、调整２个居委会，
目前全区共有２９２个居委会、１１１个村委
会，全年有 １１个村民小组完成撤销
建制。

■居（村）委会换届选举　２００９年是全
区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年。５月１８日，
成立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居（村）委会换届选
举工作领导小组，各项选举工作正式启

动。期间共举办２期５００余人次的区选
举业务培训，对８个街镇１３００余人次进
行一线培训。区民政局编印村、居委会

《选举工作流程简册》３２００册，分发到每
个村、居委会，同时联系多家新闻媒体，及

时将选举动态向社会公布。至年末，全区

７９个村、２６１个居委会完成换届选举工
作，总计有３９７６７８位居民和９４９１２位村
民登记参加选举，共选出居委会主任２５１
名，副主任１００名，居民委员会委员１００３
名，居民委会成员１３５４名；选出村委会主
任７８名，副主任８５名，村民委员会委员
１５１名，村民委员会成员３１４名。

■最低生活保障　４月，宝山区调整低
保标准，城镇居民由每人每月４００元，调
整为每人每月４２５元；农村居民由每人
每年３２００元，调整为每人每年３４００元。
９月，出台《进一步完善本区农村社会救
助分类施保的意见》，对农村低保家庭从

业人员、老年农民，分别实行每人每月

２４０元、８０元的就业补贴以及养老金豁
免政策。至年末，全区共有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 ３１５５９名，其中城镇居民 ３０１１８
名，农村居民１４４１名，比上年同期新增
低保对象３３２５名，全年累计发放低保资
金９６６３６４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７９％。

■社会救助　年内，全区共实施医疗救
助１８８６人次，支出资金７９２６万元。累
计救助因突发性事件造成突出困难的家

庭２８人次，支出救助金１０４４万元。为
２０户农村困难家庭实施危房翻建，支出
资金 １９５万元。全年共发放助学券
７７４１张，累计有４０６３名困难学生享受各
类助学补助金 ６２２８万元。全年有
２５９０７名支内回沪人员享受各类补贴，
共计５３４３２万元。

■综合帮扶　年内按照“多元筹资、协同
运作”的方针，区爱心服务社积极与区委

统战部、区国资委等部门协调，鼓励、吸

纳区属企业参与社会帮困，共筹得善款

１４５０万元，全年累计实施帮扶２６５９例，
支出资金４８５５４万元。

■优抚安置　年内，全区共接收２００８年
冬季退役义务兵和复员士官２４２名，安
置城镇退役士兵和复员士官２２１人，其
中自谋职业１２３人，复工复职８人，自谋
职业率５６％，比上年提高６个百分点，共
发放自谋职业退役士兵、士官一次性安

置补助金５８８万余元。全年为３５７名伤
残人员发放伤残金 ４９３万余元，为 ３０９
名农村义务兵及优抚对象发放优待金

２０９余万元，为４８１名城镇义务兵及家属
发放优待金１０５８余万元，为全区烈士遗
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等优

抚对象定期发放抚恤补助４５９万余元。

■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　全年共接收军
队离退休干部 ８人，其中第一军休所 ３
人，第二军休所４人，第三军休所１人。
至年末，第一军休所有军队离退休干部

１０８人；第二军休所有军队离退休干部

７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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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人；第三军休所有军队离退休干部８３
人。年内，各干休所采取有效措施，认真

抓好服务，确保“两个待遇”全面落实。

第一军休所召开纪念海军成立６０周年
茶话会，组织所内老年大学歌咏队参加

上海市民政系统庆祝新中国成立６０周
年歌咏会；第二军休所做好军休干部“走

出庭院、融入社区”共建工作，与共建单

位逸仙一村一居委共同举办“学雷锋、庆

三八”便民服务活动；第三军休所做好基

础服务管理工作，坚持所务公开，透明服

务，做到政策、经济、管理“三公开”，增

强工作透明度。

■双拥工作　全年共投入双拥经费１６０
余万元，支持部队建设。发放科技拥军

奖励金１２８５万元，出资６万元援建１０
个军营图书馆，多次走访慰问困难军属。

组织２２１８人次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开展
军营一日活动，组织２４１５６人次企事业
单位职工和市民开展看军营活动，组织

２３５６８６人次青少年接受国防教育。举
办宝山区首届“鱼水情”双拥书画艺术

展和第１３届宝山区军嫂就业促进会，安
排６２名军嫂顺利就业。为３００余名随
军随调军队干部配偶办理就业补贴，发

放就业补贴７０余万元；为１２０余名军嫂
办理公益性岗位生活补贴，发放生活补

贴４０余万元。

■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建设　
（参见社区建设和管理）

■婚姻登记管理　全年依法办理结婚登
记 ８０６４对，比上年上升 ３５３％；离婚
２１１９对，上升 １０３１％，其中异地婚姻
３７５２对。累计办理收养登记２６对，出具
无婚姻状况证明４６０４份。９月９日，宝
山区共办理结婚登记 ５２３对，刷新了
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的登记记录，创结婚登
记单日登记量历史之最。

■殡葬管理　年内提高海葬补贴标准，由
原先的３００元提高至５００元。区殡葬系
统积极应对清明、冬至扫墓高峰，确保约

８５万人次、４３万辆车次的安全和有序，
未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至年末，全区共计

火化遗体１６万余具，火化率１００％。

■救助管理　发挥民政、城管执法、公安
“三合一”救助工作联动机制优势，做到对

街面流浪乞讨人员实行不间断收容救助，

发现一个救助一个。年内共救助、引导、护

送受助人员１０３６名，其中招工未果的占
３７６％，流浪乞讨占２７０％。 （王煜民）

残疾人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有持证残疾人
１６５６８人，占总人口的１９７％。宝山区历
时三年开展的创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

城市活动，涵盖残疾人工作的方方面面，

是一项造福于残疾人、促进残疾人事业发

展的民心工程。２００９年是创建工作冲刺
之年、验收之年、收获之年。区委、区政府

将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的创建工作

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把２０项重点、难
点工作列入政府工作督查项目，形成双月

创建工作报告制度。年内两次召开创建

工作专题推进会，各街镇和区残工委成员

单位齐抓共管、共同推进，８６大项２５２小
项的创建目标任务提前完成、达标，残疾

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１８个利益问
题得到及时解决，在全市形成宝山区创建

工作的１０大亮点，即：率先实现“阳光职
业康复援助基地”全覆盖，率先出台８～
１４岁脑瘫儿童求助政策，率先建立脑瘫
儿童养护基地，率先出台困难残疾人家庭

发放实物帮困卡救助政策，率先出台健

康体检后续医疗券政策，率先在社区公

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的残疾人就业，

率先与武警部队结对，让常年卧床不起

的重残人员圆梦体检，率先建立一户多

残家庭帮困机制，率先为残疾车主动发

放防护用品，率先实现残疾人信息管理

系统与政府救助部门联网。

■“阳光基地”建设在全市率先实现全
覆盖　年内，宝山在全市率先实现“阳光
基地”全覆盖。６月 ２５日，副市长胡延
照为“阳光基地”揭牌。全区“阳光基

地”场地总面积达６５１８平方米，吸纳五
种残疾类别的援助对象３５０名，生产的
劳动产品达 ３０多种、产值 ３７２２万元，
加工产品近６８１５万件。杨怀远、刘琦、
曹燕华等１５位社会名人受聘担任名誉
辅导员，９８家单位与基地共建结对。

■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　就业培训落到
实处，年内开设计算机操作等１７个培训
班，培训１１３２人次；建立见习基地，帮助
残疾人增添见习经历；早做安排，广泛发

动，１０名应届残疾人大学毕业生全部走
上工作岗位，宝山区连续７年安置残疾
人大学生就业，就业率达 １００％。康复
服务扎实推进，全区有康复需求的残疾

人１１４７２名，建档率１００％，康复服务覆

盖率９９％，残疾人及其亲友对康复服务
满意率８５％；在做好２５１名重残无业人
员机构养护的基础上，安排１００名志愿
者为３３７名重残无业人员提供居家养护
服务；年内共建成２个示范型、２个标准
型和８个基本型精神病人“阳光心园”，
１２７名学员在“阳光心园”学习康复，宝
山区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工作

在全市名列前茅。文体活动丰富多彩，４
月份，各街镇先后举办残疾人运动会，共

有４７３５名运动员参加 １６个项目的比
赛。５月１７日，举办区第二届残运会，
３１２名运动员参加田径等１３个项目的比
赛。９月２６日，组织４８０余名残疾人参
加“庆祝建国 ６０周年残疾人文艺演唱
会”。无障碍建设进展顺利，年内完成

３０８户家庭无障碍设施建设、安装，完成
全年任务数的１０２６７％。加大对无障碍
环境建设的督导力度，共完成设置缘石

坡道５００个，建设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
１３２０９米，完成２３５个人行道无障碍坡道
的改造和４４８７公里的盲道改造，建成
无障碍停车位标志５０处。

■残疾人保障体系建设　扶贫帮困措施
到位，在春节前共投入帮困资金 ４６３９
万元，实物帮困３８５３万元，帮扶困难残
疾人２７１９人次。其中，各街镇匹配投入
帮困资金 １６２９万元，实物帮困 ３８５３
万元，与上年相比，区残联增加帮困资金

１５３万元。扩大实物帮困卡的发放范
围，从原来的低保家庭扩大到低保边缘

困难家庭和困难的重残无业人员家庭，

受益群众达 １５８９人，与上年相比增加
６７８人。提高“助医”标准，健康体检延
伸服务医疗补贴券从原来的低保家庭

７００元和低收入家庭 ６００元提高到 ８００
元和７００元，贫困无业精神残疾人免费
吃药标准提高至１０００元，开放医保范围
内的全部药种；城镇和农村重残无业门

急诊报销由原来的凭门急诊发票报销改

为每人每年５００元医疗券补贴；助医券
发放对象扩大到一户多残持证的低收入

家庭残疾人。已享受免费吃药的持证贫

困无业精神残疾人和重残无业人员，受

益人数增加到１５００余人，投入资金１１０
余万元。落实“春雨助学”行动，年内为

１９７名生活贫困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家
庭子女，发放助学金４８１万元。

■完成第二代《残疾人证》换发工作　５
月，区残联成立换证工作领导小组和工

作小组，制定周密的工作方案和实施细

８５２

社会生活



则，组织业务培训，为街镇配置符合要求

的计算机和扫描仪等设备。专门编印

《换发第二代残疾人证宣传资料》２万份
发放到户，人手一份。至年末，换发第二

代残疾人证１６５６８人，占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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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清真食品供应网点一览表

类目 网 点 名 称 地 址 所属街道、镇

副食品

（５家）

吴淞菜场清真专柜 淞兴路１６３号 吴淞街道

友谊副食品商场清真专柜 团结路４号 友谊路街道

上海为民商行清真专柜 南大路１６４号 大场镇

东东伊斯兰牛羊肉经营部 淞兴西路１２１弄５２号 吴淞街道

淞南集贸市场清真专柜 淞良路菜场 淞南镇

饮食

（９家）

上海为民清真饮食店 南大路１６４号 大场镇

清真马源斋烧烤店 聚丰园路９９号 大场镇

上海豫纪斋清真餐饮公司 同泰北路４０３弄－２ 吴淞街道

清真兰州牛肉拉面店 淞滨路５４号 吴淞街道

兰州清真牛肉拉面店 牡丹江路４５５弄４号 友谊路街道

兰州清真拉面馆 盘古路４９６号－１８ 友谊路街道

宝山岩岩烧烤店 密山路１０１号 友谊路街道

一绝面馆 友谊支路３６号－３ 友谊路街道

福成拉面馆 顾新路１０号－２ 顾村镇

■加强残疾人工作者队伍建设　年内，
区残联先后二次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残

疾人工作者，通过笔试、面试和上岗培训，

共有７７名残疾人助理员、６名电脑操作
员、１１名阳光基地管理人员走上工作岗
位。第四季度对全区３００余名社区残疾
人工作助理员进行全员培训，提高政治素

质和业务水平，加强残疾人工作者队伍的

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范坤明）

老龄事业
■概况　至年末，全区共有户籍老年人
１９０１万，占户籍总人口的２２％，比上年
增长７２８％。其中６０岁至６４岁低龄老
人 ６２２万 人，占 老 年 人 总 人 口 的
３２７２％；６５岁至７９岁中龄老人９５９万
人，占老年人总人口的５０４５％；８０岁至
９９岁高龄老人３１９万人，占老年人总人
口的１６７３％；百岁以上老年人４２人，占
老年人总人口的 ００２％。全区执业的
养老机构有４０家，其中政府办１９家，社
会办２１家，核定床位６６４５张，床位入住
率为５４１８％，其中年内新建养老机构２
所，新增床位９９２张。

■老年维权　年内，全区各级老龄组织
共接待老年人来信来访７５６人，受理涉
老纠纷 ７５６件（区老龄办接待办理 ７３
件），其中涉及赡养权 ２０４件，居住权
１８２件，财产权 １９５件，婚姻自由权 ６９
件，人身权３４件，其他纠纷５５件，调处
７４４件，调处率达９７％。

■老年活动室　全区已建立老年活动室
４３５个，比上年增加 ５１个，建筑面积
１１２７０４６６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６３０９７９
平方米。其中镇、街道老年活动室 １４
个，建筑面积１００１６平方米；村委老年活
动室９９个，建筑面积３７４９５６７平方米；
居委老年活动室 ３２２个，建筑面积
６５１９２９９平方米。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年内，市、区政府实
事项目共创建标准化老年活动室５６个，总
面积为１３７０７１６平方米。新增养老床位
８５０张，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２６３９名，全
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数达８９３９

名。创建老年助餐点６个，其中综合示范
型１个，综合型４个，单一型１个；新增示
范型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５个。

（孙明珠）

社会组织管理
■概况　２００９年，区社会团体管理局依
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开展民间

组织管理工作，批准筹备社会团体５家，
核准登记４家，社会团体变更登记９家，
注销登记３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办理核
名３６家，核准登记 １３家，变更登记 ３６
家，注销６家。区内新增社会团体４家，
新增民办非事业单位１３家。全年社会
团体收入合计３８１６１余万元，费用合计
３１０７６２万元，净资产合计 ２３６３１５万
元。民办非企业单位收入２７３７４１余万
元，费用合计 ２６１４８２７万元，净资产
１８９０２７８余万元。

■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　对
全区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检，根

据规定属于年检范围的区社团共 １３０
家，完检数１２０家，其中合格 １１７家、基
本合格２家，不合格１家；应参加年检的
民办非企业单位２３２家，完检数２２５家，
其中合格２１８家、基本合格０家、不合格
７家。社会团体年检合格率 ９９２％，民
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合格率为９６９％。

■民间组织信息录用　至年末，区社会
团体管理局共向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政务

网站推荐介绍区社会组织活动情况信息

６７５篇，其中６２篇被录用，访问排名在全

市１９个区县排名第一，信息录用篇数排
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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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００余人，其中户籍少数民族
４０个、８２２４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３个、
３９９人；来沪半年以上的少数民族４７个、
５８００余人。在少数民族人口中，回族占
６０％。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各街道、镇，
以散杂居为主。宝山区有佛教、天主教、

基督教三大宗教，宗教场所１９处，宗教
教职人员９７人，信教群众约６６万人。
年内，区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以下简称

区民宗办）走访慰问困难少数民族家庭

４８户，送上慰问金２０１万余元；为参加
中考、高考少数民族学生申报户口、更改

民族成分出具证明１１０余人次；对考取
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３１人进行奖励，对
其中的４名困难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一次
性助学帮困。在“古尔邦节”、“开斋

节”，与上大附中新疆班的少数民族班师

生共庆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民族政策宣

传教育和执行情况的专项检查，确保党

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区民宗办被上

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评为２００９年
度上海市民族宗教工作先进集体。

■民族宗教团体建设　年内指导区天主
教爱国会、佛教协会、民族联等团体完成

市级团体代表会议及宝山区代表、委员、

理事等的审核推荐工作，指导区天主教

爱国会筹备换届工作。召开宝山区天主

教第四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天

主教爱国会领导班子。成立高境少数民

９５２

民族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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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宗教活动场所一览表

教别 宗教场所 地址 联系电话

佛教

宝山寺 罗店镇金星村 ５６８６２４１１

太平禅寺 顾村镇盛宅村 ５６１８１６５５

永福庵 大场镇联西村南陈路３５１弄２号 ５６１３９１３７

察司庙 杨行星火村 ５６４９５６１６

萧泾古寺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５０号 ５６８７３７７５

天主教
孟家堂 高境镇阳泉路１２９５号 ６６９７２２４９

北姚湾堂 大场镇南大村老宅生产队 ６２５０５５０６

基督教

吴淞堂 宝杨路７４号 ５６１０１７６６

施恩堂 泗塘一村７号 ５６９９３４６２

杨行堂 杨行镇杨泰路５１０弄５号 ５６８０３２６９

月浦堂 月浦北安路１０３弄１５号 ５６９３７９８０

罗店堂 罗店镇界泾村６３号 ５６８６２０５９

大场堂 大场沪太支路１２２５号 ５６５０２３４８

野猫弄聚会点 大场镇南大村野猫弄生产队 ６３６３７８３３

葑塘聚会点 大场锦秋路２３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３５１

宝山聚会点 宝钢十村６号地下室 ５６６９３６３７

刘行聚会点 顾村联杨路改水管理站内 ５６０２８７８９

盛桥聚会点 月浦盛桥老街原农行营业部 ５６１５３１２８

罗泾活动点 罗泾牌楼村三房宅 ５６８７０６９０

８月１９日，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到宝山开展基督教专项调研 摄影／浦志根

族联合会分会，组建少数民族维稳工作

队伍。加强宗教教职人员素质建设，关

注佛教大专班的教学管理，召开佛教大

专班学年总结会，表彰７位优秀学员；开
展基督教义工培训，安排４位神学院毕
业的学生到相关场所进行锻炼。积极开

展公益活动，区佛教协会为汶川地震一

周年捐款４万元；５月１２日，各寺院举行
“普佛法会”为灾区人民祈福；宝山寺、

太平禅寺等寺院为敬老院老人送上中秋

月饼；区天主教爱国会邀请上海市天主

教知识分子联谊会巡回医疗队到高境，

为社区居民、天主教信徒开展大型义务

医疗咨询服务；敬老节组织５０名老年教
友参观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陈化

成纪念馆、顾村公园等。

■民族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年内
举办“民族宗教，团结和睦，热爱祖国，共

迎世博”民族宗教界迎世博知识竞赛活

动，组织宝山区少数民族“庆国庆、迎世

博、贺佳节”专场文艺演出，举办“和谐

中国、和谐宗教”宗教界人士主题演讲比

赛。组织区佛教协会参观中共“一大”

会址、佛教文化大专班学员赴海南参观

红色娘子军纪念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组织区基督教两会参观建国６０周年图
片展。区民族联、天主教爱国会组队参

加“滨江统战情”统战知识竞赛和诗歌

朗诵比赛。

■民族宗教法规政策宣传　在３月法制
宣传周、１０月统战宣传月和 １２月宪法
宣传周，围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共迎

世博”主题，在全区各街道、镇设立宣传

点，开展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举办

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培训班，提高知晓度。

会同市民宗委在大场镇举行法制宣传专

题报告会，在顾村镇举办全市民族宗教

法制宣传周活动闭幕式。联合区旅游局

向各街道、镇和旅游住宿企业转发《关于

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办３３号文件的通知》
文件。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３３号

文件”监督检查组检查宝山区贯彻落实

情况，通过听取汇报、走访社区、随机抽

查，没有发现拒住、拒载、拒卖等现象。

组织６名街镇统战干部参加市法制办、
市民宗委联合举办的依法行政培训班。

■民族宗教维稳工作　做好宗教重大节
庆活动的安全工作。“５·２４”朝圣期间，
区民宗办成立朝圣工作领导小组，召开

专题会议，制定工作预案，实行值班和零

报告制度，加强对天主教活动场所的监

管，指导帮助区天主教爱国会完成宝山

区５００余信徒赴佘山的朝圣活动，确保
朝圣期间的安全；针对“７·５”事件和国
庆６０周年期间的安全稳定工作，配合有
关部门开展反恐怖、反渗透的调查摸底，

排查不稳定因素和重点人物，组织力量

做好防范工作，确保“７·５”事件后和国
庆期间的稳定。妥善处理有关民族宗教

方面的群众来信来访问题，及时化解民

族宗教方面的矛盾和纠纷，确保区域内

的稳定。

■社区民族工作　指导区民族联开展
“联通、联谊、联心、联动”的“四联”主题

特色活动。做好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度第
三轮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社区、镇创建

工作。顾村、庙行、淞南、月浦、张庙、高

境、杨行和吴淞、友谊路等９个镇、街道
分获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优秀、达

标社区（镇）等称号。顾村镇出席国务

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清真食品供应监督检查　年内抓好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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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的宣传贯

彻，配合开展对无证经营摊店的综合整

治，做好来沪少数民族无证经营清真摊

店的政策宣传和教育引导工作。加强与

区经委、财政等职能部门沟通，就宝山区

清真食品的网点管理、政策扶持和服务

等进行研究，统一思想，明确职责，加强

监管，确保清真食品供应稳定和可持续

发展。调整充实清真监督员队伍，加强

力量，开展学习培训，提高监督检查

能力。

２月２０日，日本商工俱乐部捐助签约 摄影／顾莉莉

■民族宗教工作调研　４月，国家民委
副主任吴碝民专程到顾村镇调研民族工

作，对顾村镇的社区民族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７月，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王作安
到宝山开展宗教工作专题调研，召开宗

教工作座谈会，听取顾村、淞南等５个街
镇统战干部、居村委书记关于基层宗教

工作的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宝山宗教工

作取得的成效。４月，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培生视察佛教宝山寺、基督教吴

淞堂等宗教场所，并听取宝山民族宗教

工作汇报。

■宗教场所规范管理　年内完成对全区
１９处宗教活动场所的年度监督检查工
作。召开全区宗教场所争创全国“和谐

寺观教堂”和上海市文明宗教场所创建

工作动员会，以创建为抓手，进一步加强

场所的自身建设，提高场所自我管理能

力。开展宗教场所迎世博消防安全检查

工作，在自查、演练的基础上组织队伍参

加上海市宗教场所消防安全演练比赛，

获团体三等奖。协助宗教团体协调处理

宗教场所的基建和有关问题，推进宝山

寺工程建设，为佛教萧泾古寺举行固定

处所颁证仪式和筹建启动洒净大法会。

与大场镇协调签订大场老镇改造基督教

大场老教产的动拆迁安置协议，妥善处

理野猫弄、葑塘聚会点的搬迁安置工作。

协调完成盛桥聚会点的房屋租赁和修

缮、罗店教堂停车场建设等工作，协调因

市政道路拓宽而影响基督教吴淞堂等

问题。

■非正常宗教活动治理　开展上海市深
化基督教私设聚会点调研治理宝山试点

工作，历时半年，对全区基督教私设聚会

点进行治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监

督管理。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王作安、市

委统战部部长杨晓渡对宝山区的试点工

作给予肯定。 （顾侨华）

红十字会
■概况　至年末，区和街、镇及居、村三
级红十字会组织共有４６０个，全区成人
会员有 ９２３５名，青少年会员有 ２９２４７
名。创建市级红十字达标学校累计达

１０所，建立红十字志愿服务队１３５支，红
十字志愿服务者 ３１６６名。全区建成社
区红十字服务站２８３所，镇（大场）红十
字服务中心１所；建立红十字救护培训
站（点）１４个，区和街、镇及居、村委会红
十字救护队、报灾员队伍建设实现全覆

盖。年内，大场镇红十字救护队获得

“２００９年上海市红十字系统现场救护大
赛社区组第二名”。

■救护培训　作为市政府实事项目之
一，年内共培训红十字救护员２０９４人，普
及对象１６２４９人，分别完成市下达任务数
的１０３％和１０００９％，并通过市里检查验
收。与上年相比，参加救护培训者的年龄

结构趋于合理，职业分布更加广泛，文化

程度普遍提高，培训工作成效明显。

■人道救助　在 ２００９年“千万人帮万
家”迎春帮困送温暖活动中，区和街、镇

两级红十字会共出资２９５万元，帮助特
困家庭５５０户。年内共救助各类贫困者
１３２６人次，资助金额５４７６万元；会同区
教育局、团区委开展“关心、帮助大病青

少年”爱心募捐活动，帮助大病青年和孩

子６１名，资助金额１８３万元。向艾滋病
患者提供人道关爱；为１名接受造血干细
胞移植手术的特困家庭儿童，资助医疗帮

困金３万元；帮助特困者１０人次，资助金
额１５万元；为４９７７名低保家庭及残疾
儿童资助少儿基金参保费２９８６２８元。争
取日本在沪商会的捐助１２３０６０元，资助
两所民工子女学校的２０５１名学生参加少
儿基金医保；为来自四川地震灾区就学的

８７名学生减免少儿基金
参保费５２２０元。

■备灾救灾　根据上级
红十字会的统一部署，区

和街、镇红十字会组织动

员广大市民为“莫拉克”

台风受灾地区募集捐款

２３９３５１元，支持台湾等
灾区重建家园；会同街、

镇红十字会对宝山区域

内火灾事故、突发事件的

受害、受难者进行应急救

济４次，资助金额２万元。

■少儿基金　区红十字会会同区教育
局、区卫生局做好少儿基金服务工作，

２００９学年共为１５７３５０名学生、儿童办理
少儿基金参保手续，筹集参保费 ９４４１
万元。年内为４８３９人次患儿住院就医
报销医疗费 ３２８４４万元；由市、区政府
出资的少儿医疗保险基金，共为４６２３人
次的患儿支付医疗费４１６２３万元（以上
两项数据不包括在市三级医院住院治疗

的就医者及医疗报销费）。

■社区红十字服务　年内，全区２８３所
红十字服务站为社区居民免费提供测量

血压、健康咨询、借轮椅车和拐杖、办理

遗体、角膜捐献登记手续等服务共计

２９７１９４人次。各街、镇红十字会还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无偿献血、预防艾滋

病知识宣传等活动。

■造血干细胞捐献　区红十字会会同团
区委、上海大学等单位，动员、组织 ２００
名团员、青年参加造血干细胞捐献采血

活动。年内，来自上海大学、宝山公安分

局的２名志愿者，向配对成功的白血病
患者捐献了造血干细胞。

■红十字宣传　年内，区红十字会向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市红会、宝山和宝钢电

视台、宝山报社共报送工作信息５４条；
向区委办、区府办及区政府门户网站报

送工作信息３６条。区和各街、镇红十字
会在“５８”世界红十字纪念日、“世界急
救日”、“千万人帮万家”等重大活动期

间，采用报刊专版、宣传画、标语、黑板

报、照片版面、文字活页等形式，向广大

市民宣传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知识和

红十字会工作，弘扬、光大红十字“人道、

博爱、奉献”的崇高精神。 （孙晓芳）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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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与街道
■编辑　谭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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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杨行镇
%"

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５６８２ ２６１２ ３０７０ １２．４４ — —

２００４ ５９８３ ２７８７ ３１９６ １２．８８ ３０１ ５．３０

２００５ ６３４１ ２９７９ ３３６２ １３．４３ ３５８ ５．９８

２００６ ６７７８ ３２２８ ３５５０ １３．７５ ４３７ ６．８９

２００７ ７３２２ ３５０３ ３８１９ １４．４５ ５４４ ８．０３

２００８ ７９４５ ３８７３ ４０７２ １５．１３ ６２３ ８．５０

２００９ ８５８４ ４２３２ ４３５２ １５．６２ ６３９ ８．０４

!""#

年杨行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上海市天馨学校 ２３ ９０７ ７９ 水产西路２８９弄 ５６４９９６５９

杨行中心校 ２３ ８７９ ７５ 杨泰路３２１号 ５６８０１０６８

杨泰小学 ２９ １１３９ ９８ 杨鑫路２８９号 ５６４９７２４４

杨行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４７６ ３９ 杨泰路３５８号 ３６０２００３１

杨泰三村幼儿园 ９ ３１５ ３０ 杨泰三村东区 ３３９１２８４２

四季万科幼儿园 ６ ２０３ ２１ 镇泰路１９８号 ３６０４２８５０

友谊社区幼儿园 ５ １５９ １８ 铁锋路１９９１号 ３３７９９０９９

民办社区幼儿园 ２１ ９３６ ６４ 宝杨路２０４３号 ３３７９５０２７

民办杨行小学 ２２ １０２２ ５８ 杨行西街４４１号 ５６４９２０３０

杨行镇
■概况　杨行镇位于宝山区境中部，周
边分别与友谊路街道、吴淞街道、淞南

镇、张庙街道、顾村镇、罗店镇、月浦镇相

邻，总面积３４７７平方公里。辖１８个行
政村、３０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有户
籍１８２７０户，比上年增加７３４户；户籍人
口５５２４４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口９６１２４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２２２０人和 １８１２４
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率 ９８８％，人口出生率
６２７‰，人口自然增长率３８３‰，人口密
度４３５３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９个
党总支，１４７个党支部。辖区内有各类
法人单位２６６６个，学校９所。建有公共
运动场所４个，居民健身点２９个，比上
年增加３个。

■经济建设　２００９年，全镇实现增加值
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７５％；财政收入完成
５７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４６％；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完成 ２６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完成 ２５亿
元，其中：经营性固定资产投入完成８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６２％。积极应对金融
危机影响，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工

业产业稳中有升，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

房地产业稳步推进，民营经济得到巩固，

形成“三、二、一”比例为６３∶３６８∶０２的
发展新格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取得明

显成效，综合经济继续保持健康较快增

长的良好态势。推进宝钢发展公司工业

包装材料、浩城路基、博明钢材、锦菱金

属等６个现代制造业项目和钢铁物流商
务区二期、上海宝山国际汽车物流项目

二期、新杨行商务大楼、世华商务广场等

现代服务业项目建设。在建房产５６８３
万平方米，新开工建设房产３５９７万平
方米，全年实现房产销售３５万平方米，
实现销售额３５亿元。引进落地东芝电

梯中国地区总部、胜狮货柜研发中心和

试四赫维总部。凯迪总部、科明公司研

发中心、宝康研发中心和新宝创业中心

项目立项审批。全年新增各类企业６７１
家，注册资金１３３亿元。推进杨行现代
农业蔬菜园艺场项目建设，一期建成

３１５亩。

■城乡建设和管理　年内动迁签约３４２
户，完成９９２户的星火基地动迁配套商
品房分房工作，形成以水产路、友谊路为

轴线的南北两大“组团式”居住区。投

资３２亿元，推进杨泰路、杨桃路、月城
路、盘古路、松兰路等 ９条市政道路建
设，构建便捷的区域交通网络框架。投

资１８６亿元，推进杨行文体中心、杨行

老年公寓、松兰路集贸市场、杨泰路集贸

市场和万业集贸市场建设，完善公共配

套设施，提升杨行城市功能。配合外环

生态林带建设，完成 １９、２１、２３、２４号地
块近６６６７公顷绿化种植，进一步改善
杨行地区人居生态环境。成功推出富长

路西（新格）地块、铜材厂地块、置沪二

期项目地块，解决Ｆ地块问题。开展“迎
世博６００天”行动，先后投入资金近２０００
万元进行Ｓ２０（Ａ２０）、Ｇ１５０１（Ａ３０）、?川
路整治，投入资金近３０００万元进行镇域
整治；投入资金１２００万元，完成１１条镇
级河道、１０７条村级河道整治，新建改建
农村公路４４８公里，改建危桥１座，拆
除各类违法建筑２万余平方米。全年新
批农民私房翻建６８户，审批私房屋面维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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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杨行镇各村（居）委会一览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户数 户籍人口

１ 东街村 杨泰路７２５号 ３３９１２３８８ ８６９ ２６９６

２ 西街村 宝杨路３２５８号 ６６７６３３８５ ７７６ ２５７９

３ 星火村 江杨北路３８８号 ５６８０１０４６ ４５９ １５８９

４ 钱湾村 杨泰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０５８１８ ３８４ １３９８

５ 西浜村 泰和路１９６９号 ５６８０３５２９ ４８０ １２５０

６ 大黄村 ?川路１１８８弄４８号 ５６８００２２５ ３６６ １０８４

７ 城西一村 江杨北路１５１９号 ５６８０２８７６ ３９０ ９２１

８ 城西二村 富杨路３８８号 ３３９１１０５１ ５７０ ２１６１

９ 湄浦村 ?川路２２５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３９ ４４３ １５７６

１０ 杨北村 杨北路１８５弄３６５号 ３３８５３５２７ ３５８ １４９７

１１ 苏家村 共祥路２５５号 ５６３９１８５６ ３５５ １３３２

１２ 桂家木村 富锦路２３７９号 ５６３９１０４５ ３６１ １２７７

１３ 北宗村 杨宗路３６８号 ３３８５２７５２ ６４５ ２１７６

１４ 陈巷村 铁力路２８８号 ３３７９２５３５ １４１ ４９０

１５ 泗塘村 铁力路７８５号 ５１２６７１５７ １３５ １３６０

１６ 杨东村 宝杨路２０２６号 ３３７９２３１１ ５８３ １７５２

１７ 八字桥村 宝杨路２０１７号 ５６１２３７９１ ０ ０

１８ 三汀沟村 铁山路１２８号 ３３７９４２２１ １２５ ４０５

１９ 杨泰二村一居 杨泰二村２５号 ５６８０３１１６ ９７７ ３４４５

２０ 杨泰二村二居 杨鑫路１５２号 ５６８０２５８０ ５８８ １３３８

２１ 富锦苑 富锦苑９０号 ３６３００４１８ ８８８ １２８１

２２ 城西 富锦路１６５９号 ５６９２０１７６ ５２８ ９９７

２３ 杨泰三村一居 杨泰三村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３９１１０８５ １１２８ ２７１３

２４ 宝地绿洲 湄浦路２１８弄３４号１０２室 ３６２１６５６８ ２８０ ５９０

２５ 宝杨路２０２１弄 宝杨路２０２１弄 ３３７９５０２１ ４８９ １０５９

２６ 杨泰春城 镇东路３８２号 ３６０４５６５８ １９ ４０

２７ 天馨一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号 ５６８０７８４３ １６５０ ３９００

２８ 天馨二居 ?川路１４９８弄１０６号 ５６４９３５８０ ９６０ １５００

２９ 宝启公寓 ?川路１６２５弄 ５６８０９６５９ ５２５ １４０９

３０ 康桥水都 水产西路２９００弄 ６６７６３３３４ １０５２ ３０５４

３１ 宝启花园 宝杨路３２８８弄７８号 ５６４９２６８５ ３１１ ７０７

３２ 友谊家园一居 铁峰路２０００号会所２楼 ３３７９７０８８ １５ ３２

３３ 友谊家园二居 铁锋路１９９９号 ３３７９７３７８ ０ ０

３４ 四季花城一居 松兰路１１６９弄３９号 ３６０４５５０２ ５７７ １４８３

３５ 四季花城二居 松兰路９６０号２楼 ３６０４７９００ ２９０ ５６８

３６ 富杨居委 富杨路２２３号 ５１０５２０６９ ３３７ ８８６

３７ 杨泰一村一居 杨桃路２号 ５６８０１３５８ ６１４ １８０８

３８ 杨泰一村二居 杨泰路３３８弄５７号 ５６４９２００８ ６１４ １５４９

３９ 梅林居委 梅林路２８号 ５６４９２６９６ １１５ ３４１

４０ 禄德嘉苑 竹韵路２５８弄２７号２楼 ５６８０７２７７ １７１ ３７８

４１ 柏丽华庭 ?川路１６２３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７６０５８７ １６０ ３０４

４２ 大黄馨苑 水产西路４８９弄４号 ３６３１７６１３ ０ ０

４３ 同盛家园
月城 路 ２５０弄 １号 楼
３０７室 ３６０４５９７７ ９０ ２３０

４４ 丽景翠婷 盘古路２６１８弄４３号 ５１ ８９

　注：因部分动迁小区入住居民户口尚未迁入，故户籍人口数为０

修８８户，全面完成“整洁村”复验。非法
用地整治、停车场清理整治、污水收集管

网完善工程建设、基本无燃煤区建设、扬

尘污染控制区建设等工作取得成效，区

域环境质量明显提升。年内获上海市迎

世博环境整治贡献奖。

■平安建设　全年发生刑事案件 ７５９
起，同比下降１９％，发生盗窃案件 ５７３
起，同比下降 ３４％。坚持领导干部、机

关科（室）长、人大代表接待和联系群众

制度，进一步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渠

道。落实领导干部包案制，因动迁安置、

居住环境、市政建设、土地管理等引发的

各类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化解，群访矛盾

历史遗留问题得到逐步化解，不稳定因

素始终处在受控状态。开展“六无”平安

创建活动，强化公共安全，加大打击刑事

犯罪力度，对违法犯罪活动形成高压态

势，警务进社区、进企业工作取得成效，社

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村、居“六位一

体”综治警务室实现全覆盖，企业单位新

建综治警务室４０个。做好迎国庆、迎世
博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投入１５０多万元，
加强技防、物防、人防建设，排摸界定重点

单位４７家，重点人员２７４名。取缔无证
废品收购站１１家、地下食品加工窝点２１
家、无证行医４１家、无证网吧１７家。外
来流动人口管理、外口协管队伍建设、外

口综合信息抄告制度等不断加强，“二个

实有”（实有房屋、实有人口）工作实现全

覆盖。组织开展“安康杯”安全生产管理

竞赛、“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夏季易燃易爆危险品消防安全管理》、

《安全生产月、“１１９”消防日宣传活动》
等，增强企业单位人员的安全意识。通过

检查整治，及时消除各类隐患１６５２５条，
全年未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新增就业岗位
４５３２个，控制失业人数在１６６１人以下，实
现劳动力就业１２１４人，安置１８名零就业
家庭成员和７９名“双困”人员就业，安置
率达１００％，镇政府用于促进就业的资金
达１４００万元。办理征地农转非项目１０
个，为２６６人支付农转非保障金４２７０５５
万元，为征地养老人员和老征地待安置人

员发放生活费１６７４５６万元，为老征地劳
动力按月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２００２１６
万元，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农保应保尽

保。医疗救助进一步加强，实施医疗救助

１９５人次，发放医疗救助金３３７８万元。
劳动关系协调工作扎实有效。镇、村两级

共发放慰问金 ２２９６５万元，受益人数
９２４０人；发放各类社会救助金３６５５６万
元，救助覆盖９１８６人次。做好优抚工作，
为各类优抚对象发放优抚金 １１７４５万
元。推进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实现残疾

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

■社会事业　出台实施《杨行镇教育发
展专项资金》，有效激发学校办学动力，

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加强。通过区三年教

４６２

镇与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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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浦镇
%"

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６ ９９６９ ４８５３ ５１１６ １４．６０

２００７ １０１３８ ４８９３ ５２４５ １５．００ １６９ １．７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５７ ６２１６ ５９３７ １４．３７ ２０１９ １９．９

２００９ １２２５７ ６０８７ ６１７０ １３．１４ １００ ０．８

!""#

年月浦镇学校一览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在职教工数 学生数（人） 性质 联系电话

月浦实验学校 庆安路５号 １１９
小学８５３

初中５８５
公办 ６６９３０１６０

盛桥中心校 古莲路２７１号 ６１ ５９６ 公办 ５６１５１７９３

小红帽幼儿园 绥化路５２弄６０号 ４２ ３０７ 公办 ６６６８０２２０

盛桥中心幼儿园 石太路３１弄１号 ２０ ２０８ 公办 ５６１５０２６４

博爱幼儿园 绥化路２８８号 ４１ ３１５ 民办公助 ３６３０１０５４

育督导，杨泰三村幼儿园接受区规范一

级幼儿园的验收督导。教育质量稳步提

升，杨行中心校、杨泰小学获得区教育考

核优秀单位称号，并分别获得艺术品牌

学校和体育品牌学校。投入 ７００多万
元，改善办学条件；投入４７０万元，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完成杨泰小学、天馨学

校和友谊家园幼儿园的扩班工作，稳妥

解决全镇学前和义务制教育招生工作。

关闭７所民工子弟学校，新开民办杨行
小学，完成市、区关于农民工同住子女教

育的实事工程，规范民办小学的管理和

教育。出台实施《杨行镇社区卫生发展

专项资金》。完成大黄馨苑标准化卫生

服务站建设，组织开展“送医下乡”活

动，为２９６１名退休及特困家庭妇女免费
体检，为１１１９名６０岁以上老人送医送
药。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加强手足口

病、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等疾病的预防和控
制，成功创建宝山区安全食品示范镇。

做好市政府实事项目，完成“群众现场初

级急救培训”任务，救护培训１３７人，普
及培训１００４人。实现户籍人口、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率９９％和９８％的目标，计生
工作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取得明显成效，

顺利通过市人口计生委检查验收，荣获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集体。推进

居家养老，有序开展老年活动室达标创

建工作。加强档案工作，完成市一级档

案室复审，杨北村成为宝山区第一家新

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村。完成上海市

“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工作。人

民武装工作扎实有效，落实民兵训练、兵

役登记和征兵等工作。加强基层民主自

治建设，坚持民主，扩大海选成功率，完

成１３个行政村和２０个居民区新一届村
居委换届选举工作，召开第四届社区代

表大会，新建居委会２个，筹建居委会４
个，社区居委会总数达到３０个。

■精神文明建设　以“迎精彩世博、做文
明市民、展文明风采”宣传教育活动为抓

手，加大宣传力度，在全镇范围内营造浓

郁的迎世博宣传氛围，先后投入１００余
万元，在友谊路、水产路等镇域内主要干

道打造６０００余平方米的“世博文化宣传
墙”。以每月５日、１５日和２５日的“窗
口服务日”、“环境清洁日”、“公共秩序

日”“三五”集中行动为契机，组织开展

“一周一活动，一月一主题”的世博宣传

活动。组织开展“迎世博”万名社区市

民世博知识和文明礼仪培训，举办“东方

讲坛”市民讲座 １２场、社区学校培训

２５００课时，受益群众达７３８４８人次。成
功创建市、区两级文明村６个、文明小区
１７个、文明单位８个，创建基础进一步
夯实。成功举办第二届“画乡邻里文化

节”系列活动，组织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８７项，参与人数４３万人次。先后在国
家级、市级新闻媒体、平面媒体和网络媒

体正面刊播报道８０余篇（条），在区级媒
体刊播报道２００余篇（条），组织策划宝
山广播电台《百姓连线》节目“你我他齐

动手，让宝山更干净”迎世博专题杨行专

场和“学实活动基层行”杨行专场。妥

善处理东方网《文明在线》网民投诉３９
条。主办上海市第十五届（杨行杯）“江

南之春”美展，实现农家书屋全覆盖。举

办曹福妹个人吹塑版画展示和签名送书

活动。开展“送戏、送电影、送图书”文

化三下乡活动。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

国”迎世博、庆国庆６０周年红歌大家唱、
参加宝山区“百团、百歌、百姓”歌咏大

赛等活动，不断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注重

发挥曹燕华乒乓球培训学校的品牌效

应，积极承办各类全国性乒乓赛事，促进

本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 （朱思民）

月浦镇
■概况　月浦镇地处上海北翼，东临长
江入海口，南接宝山西城区，西连罗店中

心镇，北与宝山工业园区相邻。全镇总

面积４７３４平方公里，其中宝钢等大中
型企业２２３７平方公里，镇政府行政管
辖区域２４９７平方公里，下设１５个行政
村、１８个居民区。至年末，全镇有常住
户籍３５８８２户、９３２６２人，分别比上年增

加３２６１户、８６７９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
员５９００４人，比上年增加１３８８２人；户籍
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人口出生率
７０５‰，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５‰，人口密
度５１１７７８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２
个分党委，２２个总支部，１８９个党支部。
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２９７７个，学校３０所
（其中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的学校２所），
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４个，居民健身点４０
个，农民健身家园９个。２００９年，全镇实
现增加值４８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４％；
完成地方财政收入４２９亿元，同比增长
８６％；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３６７９亿元，
同比增长０９％（同口径）；完成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９８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２％；完成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投入
８８７亿元。农民年人均收入１４０００元，
增长 １１％；劳均年收入 ２５２００元，增长
１１％（同口径）。年内先后获全国文明
村镇、国家卫生镇（复评）、上海市文明

镇（四连冠）、上海市民族团结优秀乡

镇、上海市平安社区、上海市人口和计划

生育工作先进集体、上海市平安农机示

范镇、上海市万河整治先进集体、上海市

宝山区群众体育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先进
集体、迎世博贡献奖—环境整治贡献奖

等荣誉称号和奖项；月浦钢城女子打击

乐队获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金玉兰

奖”音乐、舞蹈艺术大赛“金玉兰花”大

金奖和组织金奖。

■经济建设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通过
开展招商引资立功竞赛、增设办事处等

途径，充分挖掘潜力和服务优势，缓解经

济发展压力。宝钢工程建设、江苏炜伦

５６２

月浦镇



航运等项目顺利注册，全年新增注册企

业８４１户，注册资金 １３５亿元，招商户
数和注册资金均在全区名列前茅。项目

建设稳步推进。泰普冶金、宝浦隆等项

目扎实推进，腾杰实业、越洲钢管、宝丰

钢材等项目竣工，月浦电镀厂产业结构

调整进展顺利，上钢三厂运输公司成功

落户。

!""#

年月浦镇各村、居民区一览表

村、居民区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　话

长春村 ２２９ １０３１ 月浦镇月春路 ５６６４６６２１

茂盛村 ３９３ １３４９ 月浦镇新镇车站南首 ５６９３１５８８

沈巷村 ２５４ ７９７ 月罗路３０９号 ５６６４６５１８

段泾村 ２９９ ９５４ 月浦镇月新北路３８１号 ５６９３１４９２

勤丰村 ４６８ １２５０ 月罗路８８８号 ５６９３１５８４

新丰村 ２９４ ９７８ 石太路９８号 ５６１５１５２０

海陆村 ５１２ １７４８ 月浦镇合和路９号 ５６１５０７２６

盛星村 ４４９ １５５６ 石太路６６５号 ５６１５１７９７

沈家桥村 ３５０ １１１０ 石太路４８９号 ６６７５００３０

聚源桥村 ２７８ ８０３ 月浦镇聚发路到底 ５６１５３３６５

月狮村 ２４０ ７６７ ?川路５４７９号 ５６１５２１０７

友谊村 ２８７ ９１７ 钱潘路张家宅２２号 ５６１９６００４

钱潘村 ２５８ ７９６ 月浦镇钱陆路４２５号 ５６６４１３９９

第一居民区 ２７６４ ７０４２ 绥化路５２弄６３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４

第二居民区 １３４８ ４３２４ 绥化路２６０弄２２号 ３６３０１０３０

第三居民区 １５６３ ５４０３ 德都路２８弄２５号 ３６３０２５１２

第四居民区 １３４０ ３５５０ 绥化路２０１弄２０号１０２室 ３６３０３２２８

第五居民区 ２０５７ ５５６７ 春雷路３３１弄８号 ５６９３４６１４

第六居民区 １１１５ ３１５５ 春雷路３５４弄３号 ５６６４３５１４

第七居民区 １５８０ ４０１０ 德都路２６９弄３７号 ５６１９８９６１

第八居民区 １６５５ ４３０８ 月浦八村８４号 ５６９３５５４０

第九居民区 ２４７８ ６８８５ 德都路２１８弄５号 ６６９３００３８

第十居民区 ２４７８ ６３６４ 宝泉路６５号二楼 ５６６４７４７１

第十一居民区 ２６４０ ６９０１ 月浦七村３５号１０３室 ５６６４２４１３

第十二居民区 ２４９２ ４３８８ 德都路３９９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３３３０８

第十三居民区 １７１５ ２８５６ 马泾桥二村１５号 ５６６４９５１５

第十四居民区 ６２１ １８６３ 盛桥四村５８号 ６６０３６６１８

第十五居民区 ２５３４ ５００４ 盛桥一村３８号二楼 ５６１５４０１０

第十六居民区 １６５８ ３５１０ 塔源路２５８弄５８号 ６６０３２０７８

第十七居民区 ５３１ １３７６ 塔源路５８弄７８号 ５６１５８０８１

第十八居民区 １００２ ２７００ 鹤林路５８弄８９号 ６６０３６９８８

■城镇建设与管理　年内完成月罗路、
石太路、钱陆路、德都路、绥化路综合整

治，月罗路、绥化路、德都路沿线店招店

牌的重点整治和 Ｇ１５０１（Ａ３０）周边的环
境整治。江杨北路绥化路人行天桥、?

川路富锦路人行立交基本完工，Ｇ１５０１
（Ａ３０）?川路下匝道通车，?川路六车
道全线贯通。完成德都路、龙镇路改造

和绥化路大修工程。完成月川路延伸段

改造工程、盛桥新月桃苑管道煤气工程、

月浦三村和八村部分住宅二次供水设施

改造等实事项目。截污纳管工程有序推

进，其中月浦塘以南、月罗路以北管网建

设基本完成。马路河、顾泾河、练祁河综

合整治主体工程完工。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镇新增就业岗位
３２８６个，完成年计划的１１８％，其中安置
“双困”人员１２３人、“零就业家庭”成员
就业２９人。城镇失业登记人数控制在
２４１９人以内，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参
保数２５８９７人，完成年计划的１０８％。扶
持成功创业６９人，完成年计划的１３８％。
推动青年见习工作，共建立９家见习基
地，推荐青年见习人员３７９人。至年末，

登记失业人员 ２４２０人，登记失业率
４５％。加大农保推进力度，采取“一摸、
二查、三动员、四参保”的办法，将４０岁
以上人员作为重点参保对象，超额完成

农保扩覆指标；推进征地镇保工作，完成

新征地项目７个，落实镇保１４７人。加
大社会救助力度，全年对３４６５户（人）困
难家庭和人员进行补助，累计补助资金

达１１１３５万元。

■社会事业　建成盛桥满天星幼儿园，
顺利关停霍盛、安南两所民工子弟学校，

教育环境得到改善。月浦图书馆通过上

海市特级图书馆复评，镇锣鼓队获得第

七届上海国际金玉兰奖大赛金玉兰花最

高奖和金玉兰花大金奖。盛桥社区文化

活动分中心、月浦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

地以及社区老年综合助餐点、日托中心

等一批便民服务机构全面启用，社会服

务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人口计生工作

成绩显著，获得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推进基层民主建

设，完成村、居委换届选举。妇女儿童、

老龄、残疾人等事业不断发展。完善为

老服务体系，首次把６０周岁以上的优抚
对象纳入慰问范围，将百岁老人春节、高

温、敬老节慰问金提高６０％至每人８００
元。规范居家养老工作流程，提升服务

员队伍质量，严格咨询、申请、评估、审

批、服务确认、提供、变更、终止各阶段的

操作程序。开设一个社区老年综合助餐

点，为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满足老年

人文化需求，与东方信息苑合作开办老

年网络知识培训班，安排专门时间提供

老年人上网娱乐。建成开放盛桥老年人

日间服务中心，新建友谊村、月浦八村等

７个市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基本实现老
年活动室全覆盖。

■平安建设　治安防控体系不断完善，
在完成村、居民区综治室建设的基础

上，配合组建月新派出所，新建月浦镇

综治中心。推进小区封闭式管理，对３５
扇小区边门采取封闭措施，有效降低盗

窃案件发案率。加强外来流动人员管

理，完成“两个实有”全覆盖调查摸底工

作。推进“警企联动———综治进企业”，

与８６家企业签约并落实企业内部安保
措施，利用月浦镇设立的基电台与公安

实行联动，提高园区企事业单位快速处

置能力。制定《月浦镇处置突发公共事

件应急预案》，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

力和水平。集中力量整治突出问题，取

６６２

镇与街道



缔无证废品收购站 ７２家，有效截断销
赃渠道。全年全镇 １１０报警数和刑案
发案率同比下降 １９３％和 ４６７％，群
众安全感明显增强。各类安全隐患有

效控制，开展“三项行动”，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进一步

完善。与各村、居民区和３０２户企业签
订安全责任书，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

人。健全安全监管制度，编制《月浦镇

安全生产检查要点》及《企业安全管

理》台帐下发各企业，要求对安全隐患

进行自查自纠，全年共整改隐患 ８２８９
条，整改率达９８％，有效防止重大安全
事故的发生。

３月１７日，月浦镇第一届居民代表大会召开 月浦镇／提供
■新农村建设　在全面推进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村级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完成沈

巷、沈家桥、月狮、聚源桥、段泾等５个村
９０７户农宅综合改造，其中每户改造费
用平均达到２８万元。改造项目配合污
水纳管改造工程，主要包括墙体整修、墙

面涂料白化、门窗油漆、新建围墙、整修

破旧房屋、修缮副业棚舍、宅前屋后杂物

清理、新修建村庄道路、河道疏浚、河道

杂物、乱搭建清除、修补加固岸坡、村宅

空地绿化、道路两侧绿化等。通过改造，

村宅整体面貌实现外观整洁，道路平整，

绿树成荫的整治效果。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活
动　月浦镇作为宝山区学习实践活动第
一批街镇试点单位，于３月启动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镇在册登记

党员５６１３名，有２０２个党支部，４０３１名
退休党员与在职党员参加学习活动，并

严格按照三个阶段（学习调研、分析检

查、整改落实）进行，完成各项学习任务。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中央、市委和区委督

导组多次前来调研指导，并给了高度评

价；整个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满意率”

达到９７７％。

■宝山１２路通车　２月１８日，宝山１２
路公交正式开通。宝山１２路公交线路
南起德都路公交终点站，途径绥化路、江

杨北路、四元路、宝泉路、龙镇路、德都

路、月罗路、月巷路、川巷路和钱陆路，沿

途穿过沈巷、段泾等８个行政村，并与地
铁一号线和轻轨三号线实现贯通。公交

开通以后，填补了月浦中西部农村地区

的公交空白，周边近万名群众出门步行

５分钟左右就能坐上公交车。

■盛桥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启用　月浦
镇盛桥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位于盛桥三

村４８号，总投资２００余万元，场地面积
为８００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为５１５平方
米，于３月２５日正式投入使用。分中心
内设幼教指导、老年活动、老年日托、残

疾人活动、图书借阅等服务项目，同时为

镇沪剧协会、书法协会、民乐队专设排练

厅、活动室。

■段泾村公共服务中心启用　月浦镇段
泾村公共服务中心位于月新北路 ３８１
号，总投入 ２００余万元，占地面积 ４２８４
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３１６平方，于４月２４
日正式投入使用。该服务中心集管理与

服务等多项功能为一体，设有多功能厅、

图书室（农家书屋）、培训中心、村级事

务代理室、卫生室、综合治理办公室、来

沪人员管理办公室、农村信息化一点通、

便民超市等各项服务设施。

■月浦锣鼓获大奖　８月２４日，月浦钢
城女子打击乐队应邀参加由上海中外文

化艺术交流协会、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国

际联合会（香港）、世界华人艺术协会等

多家机构联合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上海国

际“金玉兰奖”音乐、舞蹈艺术大赛。大

赛汇聚了来自大陆及香港众多文艺精

品，７３个节目中涵盖鼓乐、舞蹈、小品、
民乐、戏曲、声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本次

钢城女子打击乐队的参赛曲目“哪吒闹

海”是全新创作的一首鼓乐作品，演奏中

用鼓、钹、木鱼等打击乐器，形象地再现

哪吒闹海的情景，体现中华民族无私无

畏、以小对大、以弱胜强的英勇气概和拼

搏精神，并获得“金玉兰花最高奖”、“金

玉兰花大金奖”的大赛最高奖项；同时，

月浦镇被授予“组织金奖”。

■镇第一届居民代表大会召开　３月１７
日，月浦镇第一届居民代表大会召开，镇

社区居民代表及列席代表共１５８人参加
会议。本次大会总结和回顾三年来社区

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制

定下一阶段的目标、任务；以“关注民生，

服务发展，共建和谐，为创建上海市社区

建设模范镇而努力奋斗”为主题，团结带

领社区居民群众，同心同德，开拓创新，

为实现月浦富民强镇目标作出应有

贡献。

■举办镇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　月浦镇
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于４月１２日举行。
比赛项目有肢体类的轮椅飞镖、羽毛球；

听语类的乒乓球单打；视力类的俯卧撑、

仰卧起坐；智力、精神类的田径１００米、
立定跳远、定点篮球投篮、拍球、足球射

门等，近百名残疾人参加了本次运动会。

（陆晓静）

罗泾镇
■概况　罗泾镇位于宝山区西北部，东
临长江，南连月浦、罗店镇，西邻嘉定区

徐行、华亭镇，北接江苏省太仓市浏河

镇。总面积５０平方公里，其中宝山工业
园区规划用地 ２３平方公里，浦钢用地
３３０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１２１１公顷，
其中粮田８０９公顷，经济果林２０５公顷，
蔬菜６８公顷，其他 １２９公顷。下辖 ２１
个行政村、３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有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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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４１６７ １９６２ ２２０５ １９．９０ ６２７ —

２００４ ４５３８ １８７７ ２６６１ ２１．３０ ３７１ ８．９０

２００５ ５７４９ ２４６８ ３２８１ ２０．８０ １２１１ ２６．６９

２００６ ６４０２ ２８８８ ３５１４ ２３．００ ６５３ １１．３６

２００７ ６５５２ ３００８ ３５４４ ２３．００ １５０ ２．３４

２００８ ７０９６ ３３１２ ３７８４ ２５．００ ５４４ ８．３０

２００９ ７３８３ ３４３８ ３９４５ ２６．３１ ２８７ ４．０４

!""#

年罗泾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地址 电话

罗泾中学 １８ ６５０ ８０ 东朱路８号 ６６８７０１０５

罗泾中心校 １９ ７３０ ６６ 陈东路１１８号 ５６８７１８６４

罗泾中心幼儿园 １３ ４２０ ４５ 陈东路８６号 ５６８７１９８１

上海宝山民办肖泾

小学
２８ １３１２ ７０ 沪太路９１０３号 ６６８７８２０８

宝山宝宝乐民办幼

儿园
６ ２２０ １８ 新陆村（原新陆小学） ５６８７０７４７

户籍８６１０户、２８８１５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１０户、减少 ６５人，其中非农业人口
１７７１４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员 ２８７６１
人，比上年减少 １９２人。人口出生率
５５８‰，人口自然增长率 －３０３‰，计划
生育率１００％，人口密度１１５１人／平方公
里。镇党委下辖 ２个二级党委，５个党
总支，１１０个党支部（含老龄、“两新“组
织党支部）。辖区内有法人单位４４００个
（罗泾工商所统计），学校５所。建有公
共运动场所５个，居民健身点７３个。全
年工作围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
聚焦“三农”，着力“三优”（优化经济结

构、优化发展布局、优化村镇环境），注重

“三提升”（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提升社

会稳定水平、提升党建水平），大力发展

经济和社会事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完成“双创”（创建上海

市文明镇，全国卫生镇）任务。年内连续

２次获得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百日
竞赛流动红旗，连续２次名列２００９年度
上海市市容环境群众满意度测评前 １０
位；获得市迎世博公共管理贡献奖、市健

康社区、市平安社区、市文明镇等荣誉称

号；创建全国卫生镇通过市级验收。罗

泾中学周彩霞老师获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经济建设　坚持“依托借势”的经济
发展思路，全面启动上海罗泾港配套产

业园开发建设。保持招商引资良好势

头，新增注册企业３５４户，注册资金近５
亿元。探索发展楼宇经济，东鼎国际商

务大厦完成招租面积１万平方米。村级
经济稳步发展，全镇２１个村共完成区级
地方财政收入 １１０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上海飞士工
贸实业总公司和上海民营科技实业发展

总公司，共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１６７
亿元，增加值１３３１亿元，工业销售产值
５１亿 元，分 别 占 全 镇 的 ７３５０％、
５２７０％和 ７６６６％。提升农业综合实
力，新建镇村为农综合服务站各１个，综
合治理土地１５６公顷，建立粮食种子繁
育基地４４６６公顷，丰产示范基地５３３３
公顷，洋桥村多种经营、塘湾村园林养

禽、新陆村蔬菜基地、陈行村农业创业园

等项目建设顺利推进。镇农产品配送中

心实现产值 ３０５０万元，比上年增长
３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农业产
业体系基本形成。村级农场综合效益提

升，职工年均收入１４０万元，同比增长
１０％。镇投入３６万元，添置农机设备，
确保粮田全程机械化生产。第二轮土地

延包试点工作有序展开。２００９年，全镇
实现增加值 ２６７５亿元，比上年降
３６０％；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２２７亿
元，增长２％；完成工业销售产值 ６６５３
亿元，降１９９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５０亿元，增长１２１７％；农民年人均收
入１２３５９元，增长 １７３０％；劳均收入
２２４６５元，增长１０％。粮食总产量 ９７９３
吨，增 ７６１％；上市蔬菜 ３５００吨，增

１８２４％；上 市 水 产 品 ３２７ 吨，降
６３７０％；水果总产量 ３４１７５吨，增
３９４８％；生猪出栏８９４２头，降２０４８％。

■镇村建设与管理　年内合理调整新市
镇规划布局。北郊 １号商品房小区开
建，宝悦家园二期４５０万平方米配套商
品房竣工交付使用，３６０户动迁户安置
入住，２４户疑难动迁户得到妥善处置。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成集宁路公交枢

纽站建设和彭泾公交线路向北延伸２公
里。推进“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对
陈行老镇区统一设置沿街店铺招牌，规

范交通秩序，成立市民巡访团，组建志愿

者服务队５支；完成沪太路和北?川路
专项整治任务，共粉刷建筑立面 ２０２０
万平方米，整治店铺招牌２６２块，罗宁路
北段和潘泾路沿线绿化景观工程竣工。

全年拆除违法建筑３９０万平方米，有１３
个村、居委会通过拆违整治验收。作为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计划”重点聚焦网中
四个窗口中唯一的陆上窗口———洋桥检

查站，是上海连接江苏的主要通道。镇

政府按照“擦亮上海北大门”的目标，投

入资金１８０万元，在完成主干道两侧２０
米范围内整治和绿化基础上，主动拓宽

整治范围，开展对洋桥检查站周边村宅、

水系、支路的综合整治，形成总面积３公
顷的整体景观绿化建设。年内完成自然

村宅改造１４６５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置工
程２０５１户，宝山经济发展区、宝山民营
科技园和跃龙新材料园及周边地区污水

二级管网建设完成。陈行镇区排管工程

开建，总投资１９９３万元。第一居民区创
建“绿色小区”通过区级验收。全镇共

整治和疏浚河道２７条（段），总计２２９５５
米；创模河道（谢家浜）１条，长３０８２米；
改造危桥３座；新建农村公路１０６８公
里；绿化造林１１３３公顷；种植水生植物
６９００平方米。

■民生保障体系建设　完善和实施《罗
泾镇公益性组织和岗位管理暂行办法》、

《罗泾镇征地劳动力参加自谋职业享受

就业补贴的暂行办法》等政策措施，新增

就业岗位１９２１个，完成年计划１０８％；鼓
励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帮助１１５１人实
现就业；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２１７人，安置
率１００％。提高农村养老水平，企业农保
退休月基础养老金人均３８０元，同比增
２６％；老年农民月生活补贴人均２２０元，
增１０％，达到区级统筹水平。新征地
３８１人全部落实社会保障。镇、村合作

８６２

镇与街道



医疗门急诊批支比例提高为 ７０％和
８０％。社会救助网络和工作体系不断完
善，完成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建设，共

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３８９万元，同比
增４２４９％，接受救助３１４６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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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泾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海红村 ４６７ １５７０ 金石路东首西南 ５６８７１０７０

川沙村 ４８１ １５６３ 长建路７７７号 ５６８７１８４５

宝丰村 ４６６ １４９５ 潘川路２７１号 ５６８７１５２５

牌楼村 ２７６ ９０２ 青年桥西南处 ５６８７５２９５

合建村 ４１９ １４０９ 罗宁路２０１０号 ５６８７１０８９

潘桥村 ４９５ １６９２ 潘川路１号 ５６８７１８５６

陈行村 ４４４ １４５０ 陈镇路２８５号 ５６８７２０８９

海星村 ５６３ ２０００ 新川沙路２５１号 ５６８７００２７

花红村 ３９３ １３２１ 跃龙桥东北堍 ５６８７０３１３

新陆村 ３５４ １０６３ 东升路６号 ５６８７００１３

王家楼 ３０７ １１４５ 罗北路１５５８号 ５６８６１４２２

新苗村 ４８５ １６０８ 沪太路９４０５号 ５６８７１７６９

塘湾村 ３８２ １２９７ 沪太路９６０５号 ５６８７７１６５

洋桥村 ３６４ １１５５ 沪太路９８９８号 ５６８７８７９５

合众村 ２７０ ８７４ 潘金路９８８６号 ５６８７０２１４

高椿树村 ４０１ １３４４ 潘川路９９９号南首 ５６８７４１２０

三桥村 ４１６ １４７９ 金石路富长路口 ５６８７０２０３

肖泾村 ４２６ １３８４ 沪太路８８７２弄 ５６８７０１２２

民众村 ２６８ ９２７ 罗东路１２５０号 ５６８６０１３０

解放村 ３３３ １１６５ 沪太路８２３７号 ５６８６７８５１

和平村 ３０４ １０１６ 罗北路 ５６８６２５９４

一居委 ９４７ ２３７２ 陈行街６６号 ５６８７８６５１

宝虹家园 ２８２０ ５６５５ 陈川路５５５号 ５１２８３０２５

宝通家园 １０２１ ２９３２ 萧月路１６６号 ５６８７３８４１

　注：３个居委会户籍人口数和部分村有重复

■平安建设　加大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力
度，落实党镇班子成员联系村、领导包案

和接访下访等制度，建立宝山区人民法

院罗泾巡回审判站，形成人民调解、行政

调解和司法调解相互支撑的大调解格

局。年内共接待群众上访４０批、１５６５人
次，受理来信、来电及电子邮件１８９件，
办结率１００％，无大规模集访市、区政府
和京访现象。建成城镇图像监控系统，

形成治安防控网络，实现综合治理工作

进企业。在潘桥村何家宅试点农村封闭

式自然宅综治。村（居）综治警务室建

设规范化，完成“实有房屋、实有人口”

管理试点工作，并获得宝山区全覆盖管

理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组建综合整治队

伍，开展对文化娱乐场所、黑网吧、非法

行医、废旧物品收购点、堆场等专项整治

行动共１２次；启动世博安保工作，组建
１４６０名世博安保志愿者队伍。实行来
沪人员抄告制度，来沪人员登记办证

２８７６１人，比上年降０７２％，办证率９６％
以上；登记租赁出租房２９３１户、９３００间，
分别增１０２％和１５０％，登记率１００％。
开展防火安全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

动，健全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五小企

业取缔率１００％，淘汰劣势企业６家。创
建“上海市平安社区”获得成功。

■社会事业　年内进一步发展社会事
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罗泾中心幼儿

园工程结构封顶，民办肖泾小学改扩建

工程竣工，完成科普一条街、科普长廊和

青少年科普基地建设，罗泾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建成启用，三位一体“农家书屋”

实现全覆盖，完成新陆、三桥、高椿树等

３个文化示范村建设。积极推进早教、
成教和社区教育全面发展，２１００名农民
工同住子女纳入镇义务教育体系，全镇

初中升高中率达６０％，其中升重点高中
达３１％，小学初中毕业率 １００％。做好
“优医组团”、送医送药下乡工作，社区

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实现全覆盖。在

全区率先实行老年农民高血压基本药物

减免，创建上海市健康社区成功，成为区

食品安全示范镇。开展“迎世博，我与文

明同行”主题活动，举办“和谐进社区”

文艺巡演３０场，组织歌咏比赛、纳凉晚

会、游园等文化活动１２场，举办书画、十
字挑花、菊花、丝袜花等艺术展览４场，
各类观众合计５８０万人次，上海市特色
文化乡镇通过区级验收。建成罗泾政府

网站和“一村一网”信息化平台，办公自

动化应用得到推广。

■罗泾男子篮球队获二省一市农民篮球
赛季军　罗泾男子篮球队成为社区群众
体育健身队伍中的亮点，在区第二届运

动会篮球比赛中获得冠军。在代表宝山

区参加江浙沪二省一市农民篮球赛中，

获得季军。１２月１５日，与前国手丛学娣
教练带领的“上海上体产业女子篮球

队”进行友谊赛，以１分优势小胜对手，
在三分球大赛中败北。

■开通农村广播　８月，阔别 ７年之久
的农村有线广播又回到罗泾农民家中，

这是宝山区关于“加强宝山农村广播有

效覆盖”的一项实事工程，潘桥村何家村

民小组、合建村陶家村民小组的１００家
农户率先受益。农村有线广播采用和有

线电视光缆同步传输（用同一根信号传

输线）的方式，选用“灵声”调频喇叭，造

型美观，音色清晰，立体声感强，使之在

思想宣传、信息传递、科技教育、应急救

助、文化娱乐等方面发挥更佳效果。

■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启用　９月，罗
泾社区文化活动分中心建成并启用。分

中心依傍罗泾公园，环境雅静优美，二层

楼房，砖木结构，建筑面积１２００平方米，
内设罗泾历史沿革图介、本地区部分知

名人士介绍、报刊阅览、十字挑花、书画、

花卉、丝网花、演讲、戏曲沙龙、青少年活

动基地等１０个陈列室和工作活动室。

■完成镇政府机构改革　１月，镇政府
完成机构改革，行政机构设置原则上按

照区机构编制委员会的要求执行。其中

镇政府从原来的 ９个行政科室改为 ７
个，科室名称和工作职能作相应调整，分

别为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业

发展办公室、社区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办公室、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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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监察室（不含人大、武装、党群等

机构）；直属行政事业单位由原来的１０
个改为７个，机构名称和工作职能作相
应调整，分别为财经管理事务所、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安全管理事务所、社会

治安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党群事务服务

中心、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城乡建设和管

理服务中心。同时，对各科室和部门的

人员重新作了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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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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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９７６３ ３９７６ ５７８７ ２１ １１０ １．１４

２００４ １０６０２ ４３７９ ６２２３ １９．２ ８３９ ８．５９

２００５ １０１３４ ４２１１ ５９２３ １９．１７ －４６８ －４．４１

２００６ １０２０８ ４４１１ ５７９７ ２０．０２ ７４ ０．７３

２００７ １０９０５ ４９６５ ５９４０ １９．６１ ６９７ ６．８３

２００８ １１６５１ ５１１０ ６５４１ ２３．４５ ７４６ ６．８４

２００９ １３２５４ ６０２０ ７２３４ ２６．３２ １６０３ １３．７６

!""#

年罗店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罗南中学 １７ ６５６ ６７ 富南路１９８号 ６６０１３１８３

陈伯吹中学 １５ ５４６ ５３ 罗太路３５２弄１５号 ５６８６１６６４

罗店中心校 １８ ６８５ １９ 市一路１６２号 ６６８６６８３０

罗南中心校 ２５ ８６０ ９０ 富锦路５８５５号 ３６１３３２２７

申花幼儿园 １０ ３６０ ２３ 祁南一村３号甲 ５６８６１０７９

小天鹅幼儿园 １５ ４４９ ３８ 南东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１９００

罗店中学 ３４ １４７９ １４３ 罗新路７０７号 ５６８６１１５７

罗阳小学 ２０ ７１５ ７１ 东西巷街３３号 ５６８６０５６３

罗店镇幼儿园 １１ ４０８ ２４ 东西巷街７９弄２３号 ３６１３０３０１

罗希小学 １７ ７６３ ４０ 十年村张家桥 ５６８６１１１０

中国福利会美兰湖

幼儿园
４ １１０ ２１ 美诺路５１号 ５６５９１２０１

金螺号幼儿园 ５ １４７ ９ 集贤路７０１号 ６６７１１８０１

罗店成人中学 ２２ １０５０ ５８ 罗店东西巷街 ７９弄
２５号 ５６８６４４４３

■村委会换届选举　第九届村委会换届
选举工作从４月初开始，至７月底结束。
全镇２１个村除川沙等５个村暂缓举行
外，肖泾等１１个村都进行了换届选举。
这１６个村共有选民１８５５５人，参加投票
选举的选民为１８５３３人，参选率超过了
９９％。选举一次成功率为８８％，当选为
村主任中的女性 ２名，占 １２％；年龄在
４５岁以上的２名，占１２％；４６～５５岁的
１４人，占８８％；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 ５
人，占３１％；村主任、党支部书记两职
“一肩挑”的７人，占４３％。

■宝农３４大米获金奖　１１月，洋桥牌
“宝农３４大米”获首届上海市优质稻米
评比唯一金奖。该品为粳稻，由区农业

良种繁育场育成推广，洋桥村试种 ８００
亩，亩产量近千斤。水稻特点为株型挺

拔，茎杆粗壮，抗倒性好，分蘖中等，成穗

率高，穗大粒大；田间生长整齐，繁茂性

强，生物量大，叶色深绿，高抗条纹叶枯

病，适应移栽和直窯耕作。米质特点为

色白、香糯、口感好、农药残留量少，大米

市价较其他大米高出一倍之多。

（汤其明）

罗店镇
■概况　罗店镇位于宝山西北部，南与
宝山顾村镇为邻，东与宝钢、月浦镇相

依，西与嘉定区相连，北与宝山工业园区

北区、罗泾镇相接，镇域面积４４１９平方
公里。下辖 ２１个行政村、１个捕捞大
队、１３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有户籍
１６８８６户、５０３１５人，分别比上年增加１４５
户和 ６３０人；列入管理外来流动人口
４９２８６人，比上年减少３３４０人。户籍人
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３５％，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率９９３％，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经费
投入同比增长 ６０％；户籍人口出生率
５９８‰，自然增长率 －２２２‰。镇党委
下辖６个党总支，１２６个党支部。辖区内
有法人单位 １０９２个，学校 １３所。建有
公共运动场所２个，居民健身点４０个，

农民健身苑 １９个。创建市模范居委 ５
个，市示范居委３个，市文明小区２个、
区文明小区７个，市级文明村３个、区级
文明村９个，市平安小区１５个、区平安
小区１２个，党建示范点２个，区六无平
安村（居）委４个。天平村被评为全国民
主法制示范村，富强村、罗溪居委会等５
家单位被评为上海市民主法制示范村、

示范小区。年内成功举办第七届上海宝

山罗店龙船文化节暨第四届罗店彩灯年

会。罗店镇相继被列为全国小城镇发展

试点单位、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试点城镇

和上海市１０个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单
位之一，并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及上海世博贡献奖；镇人口和计划生育

综合服务站被评为上海市人口计生公共

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东方假

日田园被评定为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张士村获全国巾帼示范村称号。

■新农村建设　至年末，共成立１８家农
业合作社（合作农场），全镇９１７４７公顷
农田纳入集体规模经营，吸纳本地农民

就业１２８８人，比上年增加 ３７８人，入社
农民工资总量达９５４２４万元，比上年增
加４８７７２万元。全年投入 ３４７１２５万
元，完成天平村、联合村、王家村、北金村

１１６２公顷菜田建设，联合村２２６７公顷
粮田设施建设，天平村食用菌生产基地

建设和富强村、王家村村级为农服务站

建设。完成２００８年度６７０户和２００９年
度７１７户农村村宅改造工作，启动２０１０
年度村宅改造工程。９月２７日，市农村
村庄改造推进专题会在罗店镇召开。投

入１５００万元，完成陶浜河、小练祁河市
级“创模”河道整治，４０条村队级河道整
治年内通过区水务局验收。基本完成张

士村、远景村等８个村１８２４户农民生活
污水集中处置。完成“千村万户”农村

信息化培训普及工程，合格率１００％。

■经济建设　注重土地二次开发，抓好
“退二进三”工作，实施“腾笼换鸟”，加

快推进宝冶钢构三厂和罗太路两侧地块

商业和住宅规划储备及开发力度。抓住

迎世博行动和沪太路整治契机，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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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沪太路沿线现代服务业载体建设。推

进宝钢热冲压、宝钢液压成形、宝冶扩

建、美兰湖生物和中镖实业等单体投资

总额超亿元的工业项目建设，促进经营

性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注重美愉电

子、柏乐复合材料等中小项目培育。全

年引资２６２９０万元，注册企业１４１家，注
册资金１７９６１万元。２００９年，全镇完成
增加值４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７４％；区级
财政 收 入 ３７９３８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９１４％；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８４亿元，
同比增长３５％；合同利用外资１２１０万美
元；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６５亿元，同
比增长１２％；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２１∶
６６０∶３１９。农民人均收入１３５６６元，比
上年增长１０１％，劳均年收入２４６０７元，
比上年增长９１％。完成配套商品房建
设２６万平方米。整合旅游资源，集聚
人气，东方假日田园、罗店北欧新镇、宝

山寺、龙船馆等旅游景点全年共接待游

客近百万人；组织举办美兰湖奥特莱斯

开业典礼、牛年闹元宵、五一购物大联欢

等活动，进一步提升罗店新镇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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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店镇村（居）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东南弄村 ６８３ ２０１２ 永顺路７１号 ５６８６５１９８

金星村 ７７５ ２５６２ 罗溪路３７１弄１２号 ５６８６３５７１

罗溪村 ７９１ ２３５５ 罗太路３３１号 ５６８６０３２５

四方村 ４９２ １６１５ 石太路３６０５号 ５６８６１７９６

天平村 ５２７ １８３２ 石太路２０１８号 ５６８６０１７４

光明村 ５４９ １７３２ 罗东路３２５号 ５６８６１２９３

束里桥村 ４４７ １４８５ 罗东路１００号 ５６８６１１２９

毛家弄村 ３１５ １０４７ 毛家路３９８号 ６６８６１４６２

义品村 ２８７ ９２９ 石太路２３９８号 ５６８６２７１５

王家村 ５６２ １８０７ 潘泾路１２０１号 ５６０１４９２０

朱家店村 ５７５ １７６５ 东太东路６３弄５号 ６６８６２７４０

十年村 ５８６ １８９２ 罗店杨南路 ５６８６０９１２

蔡家弄村 ５５５ １７５０ 沪太路６０１８号 ５６０１２３４８

西埝村 ７９６ ２４０２ 杨南路２０７３号 ３６１３３２３０

繁荣村 ８８１ ２８７１ 月罗路２１９８号 ５６８６１３６０

北金村 ６０１ １９０２ 沪太路６４８６弄１６号 ５６０１０９２８

南周村 ６６５ ２１６０ 沪太路长联路７０１号 ５６０１０９３７

张士村 ６１３ １８８６ 联杨路３６０６弄１１０号 ５６０１１５５７

富强村 ７３１ ２３４０ 沪太路６６６６弄１０１号 ５６０１０２２５

远景村 ６５１ １９６６ 沪太路７００弄４８０号 ５６０１０３２１

联合村 ４９２ １４２６ 联杨路４５６８号 ５６０１０３０８

捕捞大队 １８５ ５２１ 月罗路２４６８号 ５６８６０２１１

古镇居委 ７８９ １９１２ 市一路２５６弄１１－１３号 ５６８６３８２９

罗南居委 ５４０ １２４９ 南东路３３号２０３室 ５６０１０７８６

新桥居委 ７８１ １９２２ 市河街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２

向阳居委 ６８７ １６４９ 向阳新村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６３８１３

祁南居委 ４２３ ８２６ 祁南二村３号 ５６８６１６０７

富丽居委 ３６ ８７ 富南路１９９弄５５号 ５６０１０９９６

富南居委 ３１ ６４ 南长路１０８弄１１１号 ６６０１０３４０

金星居委 ４１ ８２ 集贤路５００弄３４号 ６６８６６２６９

富辰居委 １９３ ４３７ 南东路１０８弄１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１２７５５

罗溪居委 １３２ ２４８ 罗溪路６７１弄１６号２０１室 ６６８６６６５１

罗新居委 ０ ０ 集贤路８００弄２６号 ６６７１２０８０

金星二居委 ４１ ８５ 集贤路５０１弄１３０号 ５６８６６５０８

顺驰美兰湖居委 １７６ ３６８ 罗迎路５５８弄１００号 ５６５９０５４２

■城乡建设和管理　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
行动计划，完成沪太路沿线、Ｇ１５０１
（Ａ３０）沿线、月罗路、富张路、石太路及
聚焦网１９条道路环境整治，完成塘西街
商业示范街整体改造。拆除户外广告

２１２块、一店多招４４２块；完成罗店汽车
站、集贤路小吃一条街综合整治；完成近

６５万平方米主要道路绿化整治，３４万
平方米非居住建筑立面清洗，１９３条河
道整治，１６１座农村公厕和６２座垃圾房
大修；取缔沪太路沿线４４家旧门窗市场
及农村露天小粪缸９８８只；完成上海市
“整洁村”复验准备工作。处理各类投

诉举报４４７起，处理率达１００％。金螺号
幼儿园、罗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祁北农贸市场、罗店派出所等项目建成

并交付使用；古镇苑小区、罗南二村东太

路１４３弄居民煤气安装全面完成，罗南
小游园工程建设启动。完成１６公里农
村公路建设，南长路、南东路、富张路大

修，祁北路、集贤路、毛家路路灯安装，祁

北路、集贤路道路绿化及东太路、杨南路

道口的路障设置和长效管理。长浜地

区、解放工业园区、石太路和月罗路污水

管网及住宅小区生活污水截污纳管建设

全面启动。完成沪太路拓宽改造、Ｍ７号
线北延伸段、宝罗瞑园扩建、大练祁河和

小练祁河河坡改造、长浜老镇改造、罗北

路等工程的动拆迁并有计划的实施安

置。基本完成潘泾路三期拓宽、罗太路

改建、金星北陆和天平娄里生产队及中

心镇马桥新村和朱家店村的动拆迁。启

动Ｇ１５０１（Ａ３０）公路（罗店段）２６户农户
的动迁、异地建房和 Ｍ７号线因施工影
响农民住房的动迁。做好“两规合一”

及“三条线”工作，做好２平方公里顾村
大型居住社区、１５４平方公里富锦工业
园区改为城镇居住生活用地的各项前期

准备工作。全年累计拆除各类违法建筑

７７８间，建筑面积１２１９４平方米，义品村、
张士村等１９个村和向阳、罗南等８个居
委拆违控违工作通过区验收，达标率为

９０％以上。城镇管理，物业及小区管理
机制体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建立健全建

房审批、核实、监管、跟踪等工作，确保农

村、企业等翻建、扩建、新建房屋规范有

序推进。全年共审批农村房屋２６９户、
翻建面积 ４７万平方米、新建房屋
１４户。

■就业和社会保障　劳动就业形势保持
稳定，实现新增就业岗位３０７２个，完成
年度目标的１００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１１５４人，青年见习 １８８人，非正规就业
１３３人。至年末，失业登记１１５０人次，登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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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失业率４３％。强化送岗位送温暖活
动，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１２９人。关注困
难群体就业，安置零就业家庭３８人。加
强创业服务，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自主

创业１２家，帮助成功创业７２人次。办
理劳动手册９３８本，失业金申领５４３次，
申领失业金人员医药费审核 １０８６张。
发布招聘信息１１２个，召开现场招聘会
５７场次，实现成功就业３１３３人。享受就
业补贴１０６８人，对２４４名失业人员进行
职业培训，为１９９名大龄失业人员申领
岗位补贴。保障救助体系不断完善，为

２００６名城镇居民办理居民医疗保险，为
１５名城镇户籍高龄无保障老人办理社
会保障，受理自由职业人员参保等 ５５５
人次。收缴农村养老保险金 １０００余万
元，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达 ９７％以上。
投入８５１万元为３０００余名人员发放农
保养老金，投入４２２万元为１８００多名人
员发放老年农民养老补贴，投入１６５万
元为１９０名征地养老人员发放生活费，
投入４００余万元对３９８名已征地养老人
员实施医药费报销，投入１００４２万元为
６４７人落实征（用）地保障。整顿非法中
介４０余次，受理劳动纠纷调解 １２０余
起，劳动争议投诉９０余起，成功调解７８
起，金额达１２４万元。为 ５９８名城镇低
保和４８２名农村低保人员发放低保金
２１６万元，为８７名大病救助人员发放救
助资金近 ８３万元。投入 ５３万元为 ４
户危房进行翻建，投入３０１４万元受理
综合帮扶 １７０人次。投入 ３６９万元实
施福利企业安置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

投入８４８万元为１５１名残疾人申请康
复医疗补贴，投入３５５万元资助残疾人
家庭大学生１３名和残疾大学生１名，投
入３１９２万元为１１８户低保残疾人家庭
发放助残实物帮困卡，投入１９８万元为
１５户低保多残家庭发放助残金，完成重
残无业补助资金４７万元。举办罗店镇
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积极落实无障碍

设施进家庭工作。

■社会事业　完善城镇教育经费统筹机
制，全年共投入教育经费６６９１１１万元，
比上年增加 １１２０１万元，同比增长
２０１１％。成功引进中国福利会品牌入
驻美兰湖幼儿园，小天鹅幼儿园创建为

宝山区示范性幼儿园，金螺号幼儿园建

成并投入使用。联合整治关闭非法办学

点“皖怀简易学校”，积极开展幼教送教

下乡、送教上门活动。完成区政府教育

督导及区语委语评工作。加大对卫生事

业的投入，全年投入卫生事业经费１４７２
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５８５％。开展二轮巡
回医疗进农家活动，为老年农民和生活

困难群众实行上门医疗服务４５３８人次，
免费发放药品１２８万元，落实大病帮困
资金５７万元，为３１名６０岁以上白内
障病人进行免费手术治疗，为５７４７名６０
岁以上农民进行免费体检。完成农村合

作医疗参保人员 １７６９９人，参入率达
１００％。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对 ６７户农
村家庭办宴户及超市、卖场、餐馆等食品

安全进行指导、检查与整治。全年联合

执法３０次，出动车辆１４７台次、人员５５０
人次，取缔无证食品经营加工场所 ３３
处，收缴经营加工用具８２０余件，销毁不
洁食品１１００多公斤。完成金星绿苑社
区卫生服务站建设并投入运行，四方、光

明等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通过市区验

收。落实防病措施，完成计免接种３８６７５
人次，门诊五苗覆盖率达 ９６％以上；做
好手足口病、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等传染病
的防控，共发放宣传资料３２００６份，发放
告家长书２１９８０份。完成张士村、联合
村、蔡家弄村、天平村四个村开展健康示

范村创建活动。积极落实各项除害措

施，增放捕蝇笼 ６００多只，发放灭蟑药
４０００多包，各类药物２５公斤，设置毒鼠
盒５５０只。开展“５１２”四川汶川大地震
一周年纪念和“千万人帮万家”帮困救

助活动，完成群众性现场急救培训和普

及工作。

■平安建设　有效化解突出社会矛盾，
实施领导包案，妥善解决Ｇ１５０１（Ａ３０）噪
音、震动影响居民生活、Ｍ７号线因施工
影响农民房屋、宝山工业园区内农民动

迁、罗店镇居民小区煤气改造、撤制村队

等重大事项的突出信访问题。全年共接

待群众来访１５５批３５２人次，较上年同
期分别减少４０％和３２％，重信重访化解
率１００％，全年到市、区集访明显减少，
无一例进京上访。加强综治基础建设，

深入开展“综治进企业”工作，共有４１家
企业成立了企业综治警务室；推进“实有

房屋、实有人口”全覆盖工作。全年共组

织联合执法６２次，完成沪太路旧门窗市
场整治和Ｇ１５０１（Ａ３０）沿线整治，取缔地
下食品加工点、无证废品收购点、非法行

医、黑网吧、非法劳动中介等无证及非法

经营场所１７３家。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全年刑案总量和１１０报警数实现下降。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积极落实“三项行

动”，实现安全检查全覆盖、人员培训全

员化，全镇安全形势处于受控状态。全

年共检查企业１６８６家次，当场整改隐患
８７５处，责令定期整改隐患７３１处，开具
检查意见书１２７８份。巡查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１２５１户次、锅炉 １３６台次、起重
机械２５８０台次、压力容器１８７３台次、电
梯３２２台次、场内车辆９５台次，抽查压
力管道 ５３５米。对饭店、宾馆、商场等
１７３家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发现隐
患２９１处，当场整改１６０处，开具检查意
见书１７３份。完成农民工培训４０８８人，
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干部培训 １８３
人，危化从业人员培训５９人，特种作业
人员培训 １２６人。组织开展安全大检
查，累计组织１６０余人次、检查单位１１７
家次。

■精神文明建设　依托社区学校，实现
村（居）委市民世博知识培训全覆盖。

依托东方讲坛，相继举办“文明迎世博，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等讲座１６场，并获上海市优
秀举办点称号。全年在中央、市级媒体

报道２６０余条信息，编发《金罗店》报１２
期１６万份，更新罗店党政网信息 １０００
余条，张贴世博宣传画５０００份，制作世
博宣传横幅 １０００条、环保袋 ２６０００只、
“迎世博倡议书”宣传单５０００张、“世博
倒计时３００天”扑克１０００副以及世博宣
传小旗２０００面。以大型活动和常规活
动、主题活动和普通活动相结合的方式，

举办“旅游服务进社区，服务世博树形

象”、“迎世博、文明礼仪进社区”群众格

言征集及“世博，让宝山更干净”为主题

的迎世博大型直播节目等活动，世博宣

传工作获上海世博宣传教育贡献奖；组

建迎世博志愿者队伍１１７支，参与服务
志愿者达 ５万人次。开展市民巡访活
动，发挥“啄木鸟”功能，对跨门营业、乱

设摊、车辆乱停放等老大难问题进行巡

访、暗访与回访；深入开展与上海大学文

学院的结对共建活动。

■罗店新镇开发　美兰湖奥特莱斯于１
月８日正式开业，新镇配套项目中小学
校、文化中心及卫生中心建设顺利，引进

中国福利会品牌入驻美兰湖幼儿园并于

２００９年９月开园，成功举办“２００９美兰
湖中国城镇发展论坛”。万科、景瑞、安

东等房产企业部分房产建成并成功销

售，形成上海北部罗店北欧新镇美兰湖

房产板块，罗店北欧新镇的辐射效应进

一步增强。成功出让 Ｄ２－２、Ｄ１－２地

２７２

镇与街道



块２１６７公顷土地；完成Ｍ７号线罗店交
通枢纽 Ａ１－４地块用地规划调整，成功
出让１７３公顷土地并已开工建设。

■罗店老镇改造　完成样板段市河街新
桥至唐家弄的改造以及新桥的仿古建

设；完成罗太路、市一路、塘西街、东西巷

街污水管网和塘西街、东西巷街煤气管

网建设；完成塘西街商业示范街、向阳新

村东块成套率改造。罗太路改建、宝山

寺建设、美罗湾现代服务集优创意中心

一期工程进展顺利。完成老镇区域市一

路和塘西街交通整治工作。宝冶钢构三

厂５３３公顷地块于１１月中旬由融侨集
团摘牌，罗太路两侧商业和住宅地块列

入储备计划。

■第七届上海罗店龙船文化节暨第四届
罗店灯彩年会　５月２８日，第七届宝山
罗店龙船文化节暨第四届罗店灯彩年会

在美兰湖罗店新镇开幕。龙船文化节于

２８日至２９日举行，彩灯年会于２８日至
３０日举行。本届龙船文化节和灯彩年
会内容丰富，有传统的划龙船表演，数百

盏风格迥异的灯彩展示，精心编排的开

幕式专场演出及沪剧专场演出，有融合

罗店人文历史并结合迎世博内容的猜灯

谜、趣味横生的包粽子比赛及由全市１９
个区县２１支队伍参与的老年秧歌大赛，
以及以罗店龙船文化与民间民俗艺术为

主线的展馆展示等。

■政府信息公开　全年在区人民政府网
站发布动态信息近７０条，宝山区办公业
务网发布信息２７０条，罗店镇党政网发
布信息近 ５７０条；产生政府信息近 １９０
条，其中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近２０条；完
成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督办事项３０多件，
做到件件有落实。

■抗震救灾募捐活动　落实镇（街道）
防震减灾“三网一员”建设，筹措２００９年
四川灾后重建专项资金２１５万元，举办
各种募捐活动 ３场。全镇共募集善款
７２０２５７元，其 中 企 业 等 集 体 捐 款
５９２５０７元，个人捐款 １２７７５元，衣物
１２４８件。

■基层组织建设　年内完成１３０余个基
层党组织的换届选举及 ２１个村、１０个
居委的换届选举工作，海选比例超过

８０％，成功率均为１００％。开展干部家属
廉政建设恳谈会，向基层２１个村、８大

公司派驻廉政指导员，实行基层两委班

子成员与机关正副科级干部个人重大事

项报告制度，开展廉政书画“六进”活

动。加强对侨、台、少数民族工作的支

持，加大宗教管理力度，基督教专项治理

工作取得实效。

■新罗店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投入使
用　罗店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位于祁
北东路２０９号，占地面积 ２４２４７１平方
米，整体建筑面积２４１０平方米，其中服
务大厅使用面积为４５７平方米，投资金
额１５００万元，１１月建成并投入使用。该
中心实行“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协同办

理”的“一门式”服务机制，现有劳动就

业及社会保障服务大厅、民政救助服务

大厅和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服务站三个

服务大厅，共设３５个服务窗口，提供就
业服务、开业指导、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社会救助、助残优抚、计划生育、社会保

障卡等１００余项服务内容，现有工作人
员６０人，平均日流量在３５０人次左右。

■宝山美兰金苑（养老院）试运行　宝
山美兰金苑（养老院）位于沪太路和电

台路交界处，总投资为１３亿元，占地面
积６８公顷，建筑面积为２３９９９万平方
米，绿地占地４１０００平方米，其中主体建
筑２２２６１平方米，辅助用房 １７３８平方
米，于 １２月试运行。院内分为五个区
域，即养老服务区、医疗服务区、行政服

务区、后勤保障区、商业广场区，其中养

老服务区按照老人对养老设施不同的需

求，分为四个类型，即普通型、公寓型、别

墅型、特殊护理房（痴呆老人），设置床

位８５０张。

■中国福利会美兰湖幼儿园投入使用　
中国福利会美兰湖幼儿园位于罗店新镇

美诺路５１号，投资约１６００万元，占地面
积约８７９１平方米，建筑面积 ６８１２平方
米，户外活动面积约 ５０００平方米，于 ９
月１日投入使用。该幼儿园属罗店新镇
公建配套设施，是罗店镇政府、中国福利

会及金罗店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幼

儿教育品牌项目，由中国福利会实施教

育管理。按照规划，幼儿园可容纳１５个
班级约４５０名２－６岁幼儿，现有４个班
１１０名幼儿，教职工１９人，中福会派遣人
员２人。该幼儿园以中国福利会学前教
育课程为支撑，构建具有本园特色的园

本课程体系，形成以幼儿全面和谐发展

为总目标，以“身心健康、思维活跃、乐于

交往、敢于表现、善于表达”为领域目标

的和谐课程体系，实现“内外兼修”，“促

进幼儿表达表现能力的发展”的幼儿发

展目标。

■金螺号幼儿园投入使用　金螺号幼儿
园位于集贤路７０１号，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
日开工建设，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投入使用。
该幼儿园总投资 ２７００万元，占地面积
９７５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０７３平方米，按
照规划设１５个班。幼儿园造型美观、设
备齐全、设施一流，被誉为宝山区一流幼

儿园。 （周　祺）

顾村镇
■概况　顾村镇位于宝山区中西部，东
临杨行镇，南濒大场镇，西接嘉定区马陆

镇，北靠罗店镇，总面积 ４１６６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６８８４公顷。辖有２０个行
政村，２２个居委会。至年末，全镇有户
籍２７５９２户、人口７１９３６人，分别比上年
增加 ２８３８户、５５９１人，其中城镇居民
５８０７８人；列入管理的外来人口 ９８７０６
人，比上年增加２０００人；户籍人口计划
生育率 ９９８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７６％，人口出生率１０１４‰，人口自然
增长率 ３２８‰。辖区内有法人单位
１１９４个，学校２０所。镇党委下辖７个党
总支、１３６个党支部，登记党员５３３７人。
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９个，居民健身点４４
个。２００９年，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０６８６亿元，农业总产值０５亿元，工业
销售产值 １０３５３亿元；实现增加值
３９７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５７％；完成合
同外资２５１７万美元，增长４８０％；完成外
资到位数 ８０３万美元；完成国家税金
１２６６亿元，增长８％；财政收入４０７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５９％；完成经营性固定
资产投资 ５２５亿元；劳均收入 ２３５５２
元，增长１２％；人均收入１５８９７元，增长
１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３１６
亿元，增１３６２％左右。粮食总产量９２０
吨，上市蔬菜 ０６１９９万吨。年内，顾村
镇获“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称号，并顺利通过“全国环境优美

镇”上海市复查。羌家村被评为“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

■经济建设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加快结构转型、功能完善和载体建设，

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年内涉及的

１３个项目均落实调整。三次产业比重
由０５４∶６６０５∶３３４１优化调整为０４３∶

３７２

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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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顾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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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８８０３ ３９９８ ４８０５ １７．９０ — —

２００４ ８９７３ ４０５３ ４９２０ １７．７９ １７０ １．９３

２００５ ９３２５ ４１８３ ５１４２ １７．００ ３５２ ３．９２

２００６ １００３５ ４５６７ ５４６８ １７．２９ ７１０ ７．６１

２００７ １１４４７ ５２４９ ６１９８ １８．６９ １４１２ １４．０７

２００８ １３３３９ ６３１９ ７０２０ ２０．５１ １８９２ １６．５３

２００９ １５８３３ ７５７６ ８２５７ ２２．０７ ２４９４ １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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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顾村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顾村中学 ３９ １５１０ １６５ 电台路９３号 ５６０４２５７２

刘行中学 １６ ６２９ ６２ 刘行菊泉街５２８号 ５６０２０２７７

宝虹小学 １０ ２５０ ３９ 菊盛路１５０号 ６６０２５３１０

顾村中心校 ２２ ９０２ ６６ 顾北路１０１号 ５６０４２４２８

泰和新城小学 １８ ７７８ ５９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１８８号 ５６０４５５２０

共富新村小学 １７ ７７６ ５２ 共富路７５号 ３３７０６９７８

菊泉学校 １９ ７２０ ５４ 菊太路３２１号 ５６０２８７２２

共富实验学校 ２９ １３５０ ８５ 共富路５０１号 ３３７０２０３２

顾村中心幼儿园 １４ ５５０ ４０ 顾北东路９９号 ３３８５５６１７

刘行中心幼儿园 １３ ４８４ ３４ 菊太路１０７７号 ５６０２２８１４

泰和新城幼儿园 １０ ３６６ １９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３５号 ５６０４８４４７

荷露幼儿园 １２ ４２０ ２８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１９号 ６６０４８９２５

贝贝佳幼儿园 ２２ ６５９ ７０ 共富四村３２１号 ３３７０１５６８

杨波幼儿园 １０ ３４０ ４１ 菊太路４５６号 ６６０２６１８１

菲贝尔幼儿园 ９ ３４５ ３６ 共富二村３０１号 ３３７０３２５６

立志学校 １６ ９２３ ３３ 宝安公路８５３号 ３６０４１２１５

海兰小学 ２０ ９７５ ３５ 陈广路５５５号 ５６０２０１４８

蓝天学校 ３３ １７０９ ６４ 宝安公路２２４６号 ６６０２１７２８

沈宅小学 １３ ６２６ ２７ 联杨路２２２８弄１号 ６６０２７０３８

寿沪小学 ２２ １０８４ ４０ 顾村镇盛宅村 ５６１８３３６５

４９４１∶５０１６。完成欧际柯特一期、旭东
扩建、尔华杰机电装备制造一期、宝陆汽

配等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发那科机器

人、德尔玛克、迪贝丝等在建重点项目进

展顺利。长三角中小企业服务外包基地

共富园引进企业１７家，逐步形成以总部
经济、文化传播、动漫衍生等都市产业为

功能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集聚区。

上海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海宝示范园项目

进入招商阶段，沪太路商业商务中心、世

博海派传统民居示范基地、陆翔路商办

地块、红石电脑（上海）有限公司改扩建

工业研发大楼等一批新建项目相继启

动。全年共引进企业１７６户，注册资本
８６亿元，其中注册资本为５００万～１０００
万元的企业 １５户，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 ６
户，１亿元以上的 １户；引进合同外资

１２０万美元，到位资金８００万美元。抓住
镇域内住宅大开发的机遇，进一步完善

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互动联系机制，以

开发商、承建单位、参建单位及镇政府四

方签约的方式，完成１４家建筑企业税收
落地工作。落实节能降耗工作，不断加

大能耗管理、新能源替代及淘汰高能耗

企业的工作力度，关停搬迁乐宝油墨厂、

天石硬质合金制品有限公司等５家与区
域功能定位不符、污染物减排不达标、居

民矛盾突出的企业，全面完成万元工业

产值能耗下降目标。

■城镇建设与管理　积极推进镇域内轨
道交通７号线３个站点的建设，完成站
点周边区域的开发协调工作。新辟社区

公交线路２条，区域公交线网进一步优

化。配合实施水产西路、富联路拓宽，完

成胡家桥新建、顾陈路改扩建工程，区域

道路联系对接不断加强。基本完成菊泉

街老公房１０００余户居民天然气内管改
造工程，协调推进共富二村二次供水设

施改造工作，完成朱家弄、胡庄、顾村 ３
个村的自来水管网改造工程，城镇基础

设施进一步健全。旧区改造工程有序推

进，完成七牧场７２户居民的旧区改造工
作。编制完成顾村公园特定区、顾村公

园捆绑开发区及顾村工业园区等区域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城镇发展规划、产业发

展规划、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实现一体化。

推进城镇网格化管理工作，精细化管理

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年完成动迁企业

５５家，居民５９６户，基本完成１６平方公
里、顾村公园一期二批的动迁任务，稳步

推进市配套商品房 １号基地的动迁工
作，全面启动顾村公园捆绑基地、潘泾路

三期和秦家塘基地的动迁，做好３２平
方公里大型居住社区、富长路拓宽工程

等基地的动迁前期准备工作。把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与迎国家卫生镇复查、创建
市文明镇工作相结合，以“四路三块”为

重点区域，深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

完成“五个一”工程，拆违２２４０５平方米，
控违６５１平方米，拆除户外广告４９３块，
规范店招牌６５９块，立面粉刷９０万平方
米，新建绿地９１２０平方米。全面实施第
四轮环保３年行动计划，完成菊泉路污
水管网建设及１４８家企业、餐饮点源的
截污纳管工作。沈宅村的新农村建设工

程通过市、区联合验收小组验收，南陆、

陶家等９个村民小组的污水净化处理、
道路绿化、村民健身点工程全面完成，实

现道路硬化、墙面白化、环境美化、水质

净化的四化目标。对沪太路以东区域实

施扬尘污染控制长效管理。创建２个环
保绿色小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通过复

查验收。

■社会事业　年内完成刘行中心幼儿
园、顾村中心幼儿园的搬迁工作，刘行中

学综合楼、依云湾幼儿园建设工程全面

竣工，九年一贯制学校、顾村中心校扩建

工程顺利实施。着力优化教师队伍人才

结构，引进教育专业本科生６１人。大力
发展学前教育，批准设立３所三类幼儿
园。义务教育改革稳步推进，５所民工
子弟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继续开展

教育特色项目评选活动，完成２００８年 ～
２００９年度教师评优表彰工作。协助推
进华山医院（北院）建设。以学校、外来

４７２

镇与街道



人口集聚地为重点场所，认真做好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手足口病等各类传染病防控
工作。深入开展优质人口计生服务和生

育关怀行动，成功创建富弘苑人口文化

小区，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

率分别达 ９９６９％和 ９８８７％。加强食
品安全监管，完善食品安全联络员监管

网络，取缔地下食品加工点６个、无证照
餐饮店８５家。全面推进文物普查、文化
市场监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完成菊泉文体中心工程，加快推进诗乡

文化广场建设，新建２个农民健身点、１３
个“农家书屋”。成功举办“第三届诗乡

顾村年会暨迎世博全民健身展示月”系

列文体活动。加强社区硬件设施建设，

完成１２个居委办公室、８个老年活动室
的装修工程。新组建世纪长江、依云湾

等５个居委，８个筹建居委通过选举后
挂牌成立，１５个居委顺利完成换届选举
任务。全面启动和谐社区创建活动，成

功创建２个市级文明小区、１２个区级文
明小区。

■就业与社会保障　大力开发就业岗
位，全年新增就业岗位２８８６个，完成年
度计划的 １０３％，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低
于２０１５人的控制指标。加强职业指导
和技能培训，制定针对性援助计划，新建

立青年职业见习基地４家，完成各类职
业技能培训５４９人，帮助４５户“零就业
家庭”实现就业，成功扶持１２０人创业。
大力推进居家养老工作，新建８个老年
活动室、１个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为
２００名老人落实居家养老服务。加大社
会保障力度，为１１６４名被征地人员落实
社会保障，落实参保资金１６５亿元，农
民养老金最低发放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３４０元，来沪从业人员月均参加综合保
险人数突破１７万人。深化和完善民政
“一口上下”社会救助机制，全年累计发

放各类救助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帮助３２９名
残疾人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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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顾村镇村委会一览表

村民委员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白杨村 ４３３ １３６４ 顾陈路１５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９３

顾村村 ５２３ １６４８ 顾北路８１号 ５６０４３７２１

朱家弄村 ４１６ １４４５ 佳龙路２００号 ５６０４２６２７

羌家村 ７０８ ２４０４ 宝安公路１４３５号 ５６０４２５１７

谭杨村 ５７５ １８７９ 潘泾路８１５号 ３６０４２９７８

盛宅村 ７２９ ２４２４ 泰和西路３３５８号 ５６１８２５７３

星星村 ４５０ １４９６ 富长路跃进路 ５６０４３０６７

杨木桥村 ２７６ ９６０ 潘泾路８号 ５６０４３２２１

长浜村 ５１ １３１ 宝安公路殷家宅桥北首 ５６０４０２５１

胡庄村 ４９６ １６０１ 共富路西端 ５６０４１９４３

老安村 １０９５ ３３０３ 沪太路潘广路口 ５６０２２６５１

沈宅村 ５０７ １７２４ 联杨路２２１１弄５号 ５６０２３８７０

归王村 ５８９ １９２７ 宝安公路１９５７弄 ５６０２３２５０

毅翔村 ７６２ ２３９７ 宝安公路１６５７号 ５６０２３８３７

广福村 ５８９ １９０９ 宝安公路２２８５号 ５６０２２１６２

陈行村 ７５６ ２１７６ 陈广路富家宅南侧 ５６０２９００３

正义村 ５２６ １５９１ 菊联路８９弄５６号 ３６３１２３２５

沈杨村 ４５４ １５９０ 顾陈路８０５号 ５６０４２６７５

王宅村 ５７８ １９０９ 陈富路１３２５号 ５６０２３１４７

大陆村 ６７１ ２１４９ 沪太公路４８３８号 ５６０２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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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顾村镇居委会一览表

居委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泰和一居委 ７０８ ３７２２ 泰和西路３４６３弄４７号１０３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６

泰和二居委 ６５０ １５６７ 泰和西路３３８１弄６３号２０２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０

泰和三居委 ６４３ ２１８０ 泰和西路３４９３弄４２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１９

荻泾居委 ２８３ ６４６ 泰和西路３５２７弄３０号２０１室 ５６０４７８２１

大唐居委 ７２８ １６１８ 大唐花园３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０４９５０４

天极居委 ３９２ ９４９ 富联路２５弄４８号 ５６１８２７７４

共富一居委 ６５７ １６０８ 共富路９９弄１８号 ３３７１０９４２

共富二居委 ８６１ ２０２９ 共富一村８８９号 ３３７０２２７３

共富四居委 ９６４ ２４１２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４室 ３３７１２３０５

共富五居委 ３１１ ７３６ 联谊路５０１弄３７号３楼 ３３７０７３１６

共富六居委 ７２０ １６５０ 共富二路１２０号 ３３７００３８７

共富七居委 １３５６ ２６３０ 共富路３５１弄８８号 ３３７０８３４２

菊泉居委 ３４５ ８８７ 菊泉街６００弄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０９７９

顾村居委 ９１０ １６５０ 顾新路３２号 ５６０４３３４９

共富三居委 ６６０ １２９３ 共富二村３００号３１２室 ３３７１２５５３

菊泉新城第二居委 ３２７ ６３１ 菊盛路５０弄１０号 ６６０２５０９２

菊泉新城第三居委 ２４２ ８４７ 陆翔路３５８弄９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０２９７６８

新顾村大家园一居委 ３６８ １１１７ 顾北东路５０１弄１３１号 ３３７１９２２９

新顾村大家园二居委 ４７０ １３９９ 顾北东路５００弄２９号甲 ３６０４１０３５

新顾村大家园三居委 ７７ ３９５ 顾北东路１５５弄１８３号 ３３７１９０３１

成亿宝盛居委 ４１２ ８２１ 水产西路８５８弄３５号２楼 ３６０４４２９６

丰水宝邸居委 ７３４ １８３６ 教育路５５５弄５１２号２０２室 ５６１８６７０２

■平安建设　认真落实“下访接待制”、
“包案化解制”、“首问负责制”等信访制

度，努力构建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

全面推进“六位一体”⑹综治警务室规
范化建设，积极开展售后公房小区封闭

式管理工作，不断巩固社会稳定工作基

础。建立园区企业联动联防机制，扎实

推进“综治进企业”工作。切实加强来

沪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建立２个服务
管理中心，２６个外口工作站。加大投

５７２

顾村镇



入，着力完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扎

实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成功创建市平安

小区１６家、市平安单位１０家、区“六无”
达标村（居）委１４家。加大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治理力度，属地企业排查率达

１００％，整改完成率９０２％。综合运用法
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努力构建安全生产

的长效机制。

■获“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称号　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２日，作为
上海市唯一的乡镇代表参加第五次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镇党委书记瞿

新昌参加了天安门国庆阅兵观礼。顾村

地区的少数民族成份和人口数量呈逐年

快速增长态势，在顾村工作、学习和生活

的少数民族同胞近１６００人，其中，户籍
少数民族有２１个民族成份７１５人；办理
居住证的来沪少数民族有３１个民族成
份８６０人。顾村镇牢牢把握新时期“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

主题，着力推行思想融通、组织融入、生

活融合、文化融汇、感情融洽“五融”工

作法，不断深化民族“关爱３６５”主题活
动，努力营造民族和谐的温馨家园。顾

村镇政府获“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称号。

■顾村公园一期对外开放　（参见绿化）

■通过市环保局“巩固全国环境优美
镇”复验　１１月２７日，由市环保局组织
的验收专家组对顾村镇巩固“全国环境

优美镇”工作进行全面验收。自２００６年
成功创建“全国环境优美镇”以来，顾村

镇高度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持续改进和长

效管理工作，做到机构健全，各方参与，

措施有力。对全镇２８２条镇、村、队级河
道进行疏浚淤泥、整修河坡、种植绿化、

清除两岸垃圾等综合治理；建成区与居

住小区生活污水纳管集中处理率从

２００６年的８５６％提高到９８９％；完成市
级“扬尘污染控制镇”的创建，区域降尘

从２００７年１４０吨／平方公里月，下降
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６吨／平方公里月；通
过沈宅村新农村建设试点，组建并形成

“五园”、“七社”种养区域，都市型生态

农业发展初显成效；建成外环线１００米
和４００米绿带８０００多亩，规划总用地约
４３０多公顷的大型生态绿地顾村公园，
全镇绿化覆盖率达４１４％，人均绿化面
积７１平方米。
　　专家组分别听取顾村镇政府工作汇

报、镇人大评议意见、区环保局复查意

见，并查阅有关申报材料，审核考核指

标，现场检查公园绿化和镇域河道等，并

一致同意其通过“巩固全国优美乡镇复

验”。

■华山医院（北院）开工建设　１１月１８
日下午，华山医院（北院）举行开工典

礼。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是上海

市５家新建的郊区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中
建设项目之一，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投

入，占地１１１３公顷，总建筑面积７２０００
平方米，核定床位６００张。建成后，华山
医院将派出３０％的主要技术力量，确保
华山医院（北院）的医疗水平、医院管理

等方面真正达到三甲医院的水准。

■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奠基　１１月
２０日上午，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在顾村工业园区举行新工厂奠基暨开工

典礼。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是由

上海电气旗下的上海电气国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和日本发那科株式会社共同投

资组建的高新科技企业，总投资１６８０万
美元（增资 １４００万美元），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万美元（增资 １０００万美元），主要
经营生产、组装、销售、维修机器人、智能

机器及自动化系统，并提供成套工程服

务，设计能力为年产机器人及其成套系

统３８００套、智能机床及注塑机１４００台。

■上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揭牌　７月
９日下午，上海市呼叫中心产业基地海
宝示范园合作签约暨产业基地揭牌仪式

在顾村镇举行。作为上海市呼叫中心产

业基地的启动示范区，顾村海宝示范园

占地面积 ７２亩，总建筑面积 ３万平方
米。海宝示范园，是在原上海海宝玻璃

厂的旧工业厂房基础上改建而成，是宝

山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改

造，促进全区产业“由重变轻”、“由硬变

软”、“由黑变绿”的典范。中国电信上

海分公司、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等分别

与基地海宝示范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运营商将作为基地海宝示范园的战略合

作伙伴，支持并参与海宝示范园２０００个
呼叫座席的建设、运营和招商，既提供就

业岗位，又提升宝山现代服务业的产业

能级。

■完成１６平方公里上海市保障性住房
建设基地动迁任务　该基地位于东至沪
太路、南至宝安路、西至陆翔路、北至部

队电台前规划路，共征用土地 １９８１亩
（不包括国有及带征土地），其中耕地

７５７８２亩，涉及归王、毅翔、老安３个村
的１９个村民小组，共需动迁６４４户民房
和５４家企业。该基地以沪联路为界，分
两期进行，路北为一期，路南为二期。一

期动迁涉及老安、毅翔、归王三个村的

１２个村民小组共计３５６户。二期动迁共
需拆迁民房２８８户，于７月１０日开始进
行签约工作，历经１４０多天的努力，基本
完成动迁任务，确保市保障性住房建设

工程的顺利施工。

■普希金铜像在“诗乡顾村”落成揭幕
　６月６日是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诞
辰２１０周年纪念日。同日，在顾村镇共
富实验学校举行普希金铜像揭幕仪式，

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柏德福等为

铜像揭幕。顾村镇在连续被命名为上海

市文化艺术之乡（诗歌）、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诗歌）的称号后，每年组织诗

乡顾村年会，诗歌已成为顾村的文化

品牌。

■“五园”、“七社”投入运作　“五园”即
优质稻米园、苗木林果园、绿色蔬果园、

特色花卉园、生态草鸡园，“七社”即盛

宅村宝良苗木专业合作社、沈宅村新振

升林业合作社、羌家村宝佳林业合作社、

广福、正义村振生园艺合作社、胡庄村家

禽养殖合作社、星星村星昊花卉合作社、

谭杨村星泰杨蔬菜合作社，年内全部进

入专业化运作。谭杨村星泰杨蔬菜合作

社日供蔬菜２００吨，年销售额１２亿元；
胡庄村生态草鸡园形成与顾村公园配套

的景苑农家乐休闲旅游观光农业，为失

地农民提供岗位３５０个，上岗村民年收
入１２０００元左右。

■菊泉文体中心启用　上海市配套商品
房基地之一的顾村镇“四高小区”菊泉

文体中心年内正式启用。中心总投资

２１００万元，占地２９５０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３６０４平方米，内设诗乡剧场、多功能
活动室、展示展览室、休闲娱乐室、体育

健身室、信息服务馆等九大功能服务区。

为居民提供文化、教育、科技、信息等多

样化服务。 （朱祖香）

大场镇
■概况　大场镇位于宝山区西南部，东
与闸北区彭浦镇和大场机场为邻，南与

普陀区交界，西与普陀区桃浦镇及宝山

６７２

镇与街道



３月１日，大场镇与香港煜丰投资集团战略合作签约 摄影／蔡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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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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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２０４９４ ９８８７ １０６３７ １２．６４

２００４ ２０８９７ １０００９ １０８８８ １２．７１ ４０３ １．９７

２００５ ２１００１ １０１１５ １０８８６ １１．６３ １０４ ０．５０

２００６ ２８５１６ １３６６９ １４８４７ １７．０３ ７５１５ ３５．７８

２００７ ２６１３７ １２５６２ １３５７５ １７．４１ －２３７９ －８．３４

２００８ ２８５４１ １３４１５ １５１２６ １８．０５ ２４０４ ９．２０

２００９ ２８１６２ １６４１４ １１７４８ １９．９８ －３７９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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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场镇学校情况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电话

大华小学 ２０ ６９７ ５６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６６号 ６６３７４４２７

大华二小 １７ ５７５ ４９ 大华路８６３号 ６６３５３３００

行知小学 ２５ ９８３ ７０ 行知路３８９弄１号 ６６３９８９９５

大场中心校 ２４ ８８７ ６７ 南大路１６弄６号 ５６５０４３２６

祁连中心校 ２０ ７４３ ６１ 祁连二村１１８号 ５６１３２２１６

上海大学

附属学校

１８

２４
１７１３ １３４

丰宝路１３５号（中学部）

上大路１２６５号（小学部）

５６１３３３６０

６６７４００２４

大华中学 １２ ４０２ ４３ 华灵路１３９１号 ６６３４０７０７

嘉华小学 ２ ３３ ８ 大华一路１５１号 ５６３５４６９６

山海幼儿园 １１ ３９０ ２７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４６号 ６６３５１７８４

大华一幼 ８ ３０３ １８ 华灵路５３９号 ６６３４５４９６

行知实验幼儿园 １４ ４８３ ３２ 真金路４１路 ６６３７０９９７

乾溪二幼 ９ ３００ ２１ 环镇北路４００弄１９号 ５６６８１５６９

联建幼儿园 ８ ２３６ １７ 南大路１３８弄５号 ５６６８１９０３

祁连幼儿园 １４ ５２３ ３０ 锦秋路１２８２号 ５６１３１６１３

经纬幼儿园 １２ ３６０ ２６ 纬地路８８弄１０５号 ６１０７３０１８

真华幼儿园 １０ ３３７ ２１ 真华路１３９８号 ６６４０７１７８

小精灵幼儿园 ５ １８２ １１ 瑞丰路８８号 ６６１２１０７２

城市工业园区接壤，北以?藻浜为界，

总面积 ２７２２平方公里。辖 １０个行
政村、６６个居委会（包括筹建）。至年
末，有户籍 ４８２６５户、１２７７８１人，分别
比上年增加 ６１２户和 ８７９人；户籍人
口计划生育率 ９９３３％，人口出生率
７４８‰，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９９‰；列
入管理的外来流动人口 １７９２万人，
比上年增加 ６１３万人。镇域内有 ３９
所学校，其中镇管学校 １７所。创建市
级文明小区 ２１个、区级文明小区 ２９
个、绿色小区 ２６家、和谐小区 ３１家、
上海市社区建设模范居委会 ４３个、示
范居委会４７个。加强信息化工作，建
成１０个行政村网站，完成市府实事工
程“千村万户”农村信息化培训工作。

广泛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积极开展迎

世博“三五”集中活动和社区迎世博

“三个一”活动；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

活动，成功举办大场镇第二届运动会。

年内获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市级先进

集体，获上海市迎世博公共管理贡献

奖和宣传教育奖，获上海市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获上海

市社区优生优育指导服务示范单位；

大场“江南丝竹”获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经济建设　年内大力开展品牌招商、
产业招商、载体招商、以商招商，提高引

进项目质量，全年共引进企业 ４９０户，
注册资金４７亿元。２００９年，全镇实现
地方财政收入 ６３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实现增加值 ６４９３亿元，同比增
长１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６１亿

元，同比增长１３％；完成经营性固定资
产投资７亿元，同比增长７０％；城镇居
民人均收入增长 １０％。全年上市蔬菜
２７６８０吨，产值７２０６万元。

■城乡建设与管理　全年共投入 ６０００
余万元，将迎世博６００天环境整治工作
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

改善民生相结合，各项整治工作扎实推

进。以沪太路、南大路、环镇北路和大

华地区“三纵四横”道路为整治重点，推

进好又多商场周边、祁连山路、外环线、

沪太支路集中整治。开展流动红旗评

比、“三五行动日”系列活动。累计清理

拆除户外广告及“一店多招”３５００块，
规范改造商业门面房店招店牌 ２１９８
块，新建绿地面积 ５万平方米，完成绿
化改造 ２０３公顷，拆除道路两侧破旧
建筑１６８万平方米。加大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力度，投入 １３００万元，完成乾
溪、祁连等１６个老旧小区的整治改造，
小区环境质量得到提升，镇域环境面貌

得到改善。

■就业和社会保障　全年完成新增就业
岗位３８００个，公益性岗位 ４２０个，安置
就业困难人员２６６人，对特殊困难人员

７７２

大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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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场镇村（居）委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场南村 ８８０ ２９９０ 沪太路１８５６弄龙珠苑２００号 ５６６８６５３３

东方红村 ９８０ ３４４７ 华灵路１９１８号 ６６３９１５３８

场中村 ６３２ ２０７３ 沪太支路１１０７弄８号 ５６６８１２４４

联东村 ３３０ １２０３ 上大路１８５号 ６６５０８３３４

联西村 ６１０ ２０２３ 南陈路１２８号 ５６１３６７６２

南大村 １０２０ ３９９０ 南大路３９５号 ６３６３７２６０

红光村 ６８２ ２３２２ 沪太路３６５１弄１８８号 ５６５１０３４２

丰明村 ２２３ ８１６ 上大路１５８８号 ６６７４００３３

丰收村 ３８７ １３５６ 祁连山路２３９６号 ６６７４０２１４

葑村村 ６４４ ２４４７ 锦秋路１５０５弄６８号 ５６１３２４４７

大华一村一居 １０７６ ２６５２ 沪太路１５００弄２８号甲 ６６３４００５３

大华一村二居 ８２８ １４３６ 华灵路５９１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９３１３

大华一村三居 １２０６ ３５２２ 华灵路５１０弄１６号甲 ６６３４７６６５

大华一村四居 １０１１ ２０５３ 华灵路８６０号 ６６３４７７４７

大华一村五居 ４４９ １０８３ 华灵路８２弄６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４８７３

大华一村七居 ４９９ １０５８ 华灵路１３５１弄５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７９９３

大华二村一居 １５４０ ３６２９ 大华路４５５弄３８号旁 ６６３４３４６８

大华二村二居 ９２０ １７８０ 新沪路５５５号 ６６３４０５２４

大华二村四居 １１１９ ２６０５ 大华路７８１弄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５２０７５

大华二村五居 ７６４ １９６５ 新沪路１０６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４９５０４

大华二村六居 ４２２ ９１７ 新沪路１０５９弄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９７８６０

大华二村七居 ９５１ １９２５ 华灵路１１８０弄４５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１９０７

大华二村八居 ８８３ １８１０ 新沪路１０９９弄１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７５５２５

二村嘉华苑 ４６５ １０３３ 新村路７８９弄４６号１０２室 ５６３５２３７１

大华三村一居 ８１６ ７１５ 沪太路１７７１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５０５７

大华三村二居 ３６６ ８２２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５２

大华三村三居 ６７７ １５２９ 行知路２５１弄６３号 ６６３４２９５０

大华三村四居 ４７６ １１１９ 大华路１３８０弄３３号 ６６３５３２３７

大华三村五居 ８５１ １５４１ 大华路１３７６号２楼 ６６３６２２６２

大华三村六居 ４１３ １０３２ 行知路５７２弄８２号 ６６３４２２３２

大华三村七居 ２７７ ８０６ 行知路６３５弄１号 ６６３４９１３３

大华四村一居 ５０７ １５２５ 华灵路１８８５弄２５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４９７１

大华四村二居 ６７２ ２０６３ 华灵路１８９５弄４２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９１３４３

大华四村三居 ６１０ １５２５ 真金路１２５０弄３１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６８５９３

大华四村四居 ７９５ １９９２ 行知路６３８弄１８号１０１室 ６６３６０８７０

大华四村五居 １１５６ ２８６４ 华灵路１７８１弄７２号１０２室 ６６３７９５６７

大华四村六居 ６５０ １０４４ 华灵路１７８８弄３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４０８１２２

乾溪一居 １９２２ ２８７８ 乾溪路１５０弄１３号 ５６６８９９４０

乾溪二居 １２２３ ２８８１ 乾溪路２５０弄２６号 ５６６８８９６２

乾溪四居 ２０７９ ２８７８ 环镇北路５００弄３８号 ５６５０４２８５

乾溪五居 ８２２ １７９２ 环镇北路６００弄６１号 ５６５０１９５５

乾溪六居 １２３６ ２５３４ 环镇北路４１７弄３４号 ５６５０１８５６

乾溪七居 ４１２ ９１０ 环镇北路６５５弄４０号１０２室 ５６５１４８２５

就业岗位实行岗位补贴。启动“一村一

居一名大学生”工程，５４名大学生实现
就业。全年发放各类救助金３２７２万元，
受益１４万人（次）。开展形式多样的居
家养老服务，落实居家养老６５３人，建成
乾溪阳光综合助餐服务点，创建１１个达
标老年活动室 。落实大场镇阳光职业

康复援助基地建设，加强残疾人服务工

作，上海市“精神卫生达标示范”小区创

建率达１００％。

■社会事业　实施义务教育制学校绩效
工资改革，追加绩效工资１３１１万元。投
入近６００万元，按时完成全镇农民工简
易学校转制和３０００名农民工子女学生
分流安置工作。消除校园房屋安全隐

患，落实暑期学校房屋维修工作。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完成
２１万人次的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疫苗接种
工作。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应保尽保

率继续保持１００％。龙珠标准化菜市场
竣工并交付使用；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推行“一周七天”工作制，全年共接待

１３８万人次。

■平安建设　全面部署推进世博安保
工作，整合群防群治力量，组建世博平

安志愿者服务队；完善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网络，开展“两个排查”工作，进

一步提高群众安全感。加强来沪人员

登记管理，开展“两个实有”信息全覆

盖工作。加大综合整治力度，坚持堵

疏结合，对存在各类安全隐患和违法

现象的窝点继续开展综合整治，加大

无证无照经营窝点的专项整治，华佳

农贸市场、华灵路无证无照餐饮店整

治取得成效。推进小区封闭式管理和

“综治进企业”实事工程，全镇“１１０”
报警数继续下降，刑案比控案目标数

下降２３％。

■推进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和上海宝山
科技园发展　作为国内第一家专业动漫
衍生产业主体园区———上海动漫衍生产

业园和上海宝山科技园不断发展壮大。

上海宝山科技园规划面积１３３公顷，园
区采取“一心四区”，即一个管理中心，

四个研发功能区设计。上海动漫衍生产

业园借助上海动漫产业发展优势，围绕

动漫衍生品产业链，努力打造国内动漫

衍生产品的产业集群———动漫大场。园

区一期全部招商完毕，吸引了上海联合

动漫产业中心，水晶石数字学院等３１家

８７２

镇与街道



（续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乾溪八居 ６６８ ２００４ 上大路１２８弄１２号２楼 ５６５１０６５４

东街居委 ９９５ ２５７６ 场中路３６５８弄２８号２楼 ５６５０００２４

西街居委 ２３４６ ６５９８ 南大路６弄６号１０３室 ５６６８０８０４

联建居委 １３３３ ３３９３ 南大路１２６弄８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８１０７１

联合居委 ５１６ １５２７ 场中路４１５４弄１号２楼 ５６６８１０３７

联乾居委 ７９２ １７８７ 南大路１９０弄６号１０１室 ５６５０７２３８

祁连一村一居 ８７４ １８３４ 祁连一村５号 ５６１３２３３５

祁连一村二居 ７６８ １９５０ 聚丰园路３８８弄７４号１０１室 ５６１３１４７７

祁连二村一居 ６４４ １７３９ 祁连山路２８２８弄２０号 ５６１３３２５３

祁连二村二居 ８３１ ２２９１ 锦秋路１４５６弄３３号２楼 ５６１３２６３４

祁连三村一居 ８９０ ２６７０ 祁连三村１７０号 ５６１３３７３４

祁连三村二居 １１２８ ７７８ 聚丰园路１８８弄４９号２０３ ６６１２２７７２

祁连三村三居 ３２７ １０４７ 上大路１２８８弄１０２号 ６６１２２２１２

祁连四村 ９５１ ２３５６ 聚丰园路１０５弄会所２楼 ５６１３２３３４

锦秋一居 ５７０ １４７１ 锦秋路６９５弄６８号 ６６１２８２７８

　注：筹建居委未列入。

５月２０日，上海大学附属学校成立 大场镇／提供

知名动漫衍生企业和机构入驻，总注册

资本近４０００万元。６月１８日，上海动漫
衍生产业园二期（乾溪商务大厦）举行

签约仪式。园区二期近２万平方米，可
容纳４０～５０家国内外动漫衍生品企业
入驻。园区被认定为上海市创意产业集

聚区。

■轨道交通７号线大场段通车　１２月５
日，轨道交通 ７号线大场段（上海大学
站—大华三路站）正式通车试运营，为大

场地区居民出行带来便捷。大场段全长

９７公里，设有祁华站（未开通）、上海大
学站、南陈站、上大路站、场中路站、大场

镇站、行知路站、大华三路站等 ８个
车站。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成立　５月２０日，
由祁连二小和存瑞中学合并成立九年一

贯制学校上海大学附属学校。学校分东

西两个校区，现有教职员工１３０余人。

■大场医院新建工程开工　１２月 ３１
日，大场医院新建工程举行开工仪式。

医院位于丰翔路近文海路口，与上海大

学附属中学相对，规划用地２３３公顷，
总建筑面积４０００平方米，核定床位４０５
张，建设资金超过２亿元。

■千橡互动集团华东运营总部落户大
场　千橡互动集团是一家集娱乐互动

门户、沟通娱乐平台、高端 ＩＴ新闻社
区、网络游戏等多元化业务为一身的综

合性 互 联 网 集 团 公 司，通 过 多 个

Ｗｅｂ２０网站向广大用户提供包括门户
网站、沟通娱乐平台、信息化互动社区

和网络游戏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作

为Ｗｅｂ２０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
者，公司致力于给中国互联网的沟通和

娱乐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拥有国内最具

影响 力 的 娱 乐 互 动 门 户 猫 扑 网

（ｗｗｗｍｏｐｃｏｍ），也是国内最大的网
页游戏研发运营商，年内与大场镇多

次协商，并决定落户大场动漫园。

（潘晓丽）

庙行镇
■概况　庙行镇位于宝山区南部，东以
共和新路为界，与张庙街道和高境镇毗

邻，南以共康路高压线走廊为界，与闸北

区彭浦镇接壤，西以西弥浦河为界，与大

场镇相邻，北隔?藻浜，和顾村镇、杨行

镇相望，镇域面积５８９平方公里。下辖
康家、场北、野桥３个行政村，１３个居委
会，１个筹备居委会，８个镇直属公司。
至年末，有户籍１１０７６户、２７５９１人，分别
比上年增加８６７户、１９３１人；列入管理的
来沪人员 ３１６０２人，比上年增加 ４５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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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６‰，人口自然增长率１７６‰，人口密
度４６８４人／平方公里。辖区内有法人单
位１４２７个，学校８所，建有公共运动场
所２个，居民健身点２６个。镇党委下辖
１个二级党委和１３个一级党（总）支部。
２００９年，完成增加值２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６％；完成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２８１亿
元，同比增长 ９７％；工业销售产值（不
含松川电子有限公司）完成２１７４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２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６％。合同利
用外资１８５７万美元，实际到位外资６５０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８％和持平。经
营性固定资产投入完成４２６亿元，同比
增长４１％。农村人均收入１９４１９元，同
比增长８％。全镇年销售产值５００万元
以上规模企业万元能耗同比下降 ８％。
年内获“上海市文明镇”称号，有市级文

明单位１个、区级文明单位６个；市级文
明小区４个、区级文明小区５个；市级文
明村１个、区级文明村１个。

９７２

庙行镇



■经济建设　针对年初严峻的经济发展
形势，及时研究出台《庙行镇关于加强本

镇招商引资的有关意见》，促使楼宇招商

取得较好成绩。北上海服务业招商中心

３月开始招商，年内税收达到１１９５万元。
全年新增注册企业２１１户，同比增加６６
户，增长４６％；注册资金２９亿元，同比
增长７０％。全年完成税金总额（房地产
除外）２５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在保
增长的前提下坚定不移调结构，加快上

海智力产业园一期建设，建筑面积近

３９万平方米的老厂房改造工程进入实
质性招商，出租率６０％。１１月，上海绿
地集团投资１０亿余元的上海绿地康和
商业广场动工建设。宝业商务中心、数

据中心、上海智力产业园二期、和欣洲际

酒店等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实质性启动。

场北住宅基地、怡景苑二期等近４０万平
方米的住宅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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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庙行镇
%"

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４４４５ １９９２ ２４５３ ２２．００ — —

２００４ ４５１０ １９３５ ２５７５ ２０．１０ ６５ １．４６

２００５ ４５４０ ２０８５ ２４５５ ２０．４０ ３０ ０．６７

２００６ ４５９６ ２１７０ ２４２６ ２０．２０ ５６ １．２３

２００７ ４６５１ ２１７７ ２４７４ ２０．３０ ５５ １．２０

２００８ ５２１６ ２４７３ ２７４３ ２０．４６ ５６５ １２．１５

２００９ ５８３５ ２８０３ ３０３２ ２１．００ ６１９ １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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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庙行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泗塘二中 ２４ ８５２ ８３ 共江路６６８号 ３６１１０５３３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１７ ６０６ ４８ 长临路１０００号 ５６４０４４５２

虎林路第三小学 １４ ４９２ ３４ 泗塘八村１号 ３６０９０４４１

通河新村第四小学 １９ ６７６ ３３ 通河八村１１３号 ６６２２３８６８

小鸽子幼稚园 １０ ２８６ ２４ 共康五村９６号 ５６４１５９１１

康苑幼儿园 １１ ３０９ ２４ 共康公寓８１号 ５６４０９８８８

泗塘五村幼儿园 ７ ２１１ １８ 泗塘五村１２９号 ３６１１００１６

陈伯吹幼儿园 １２ ３１７ ２４ 长临路１２３６号 ３３８７４７３８

■城市建设与管理　以改善城市形态为
重点，以规划统筹发展，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加大基础建设力度，建设完成长临

路延伸段、呼兰西路及呼兰西路公交枢

纽站，新建完成并免费对市民开放长临

路非机动停车场。修补南?藻路、刘场

路及大康路路面９５００平方米。将“迎世

博６００天行动”环境整治与创建工作相
结合，以道路综合整治、老小区综合改

造、河道整治等项目为重点，累计拆除各

类商业广告４６块，粉刷沿街立面及围墙
４２１６３平方米。基本完成共康五村、六
村、七村、八村７０万平方米老小区综合
改造，完成老段浦河、北杨河、康家围场

河的疏浚和河道改造。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新增就业岗位
１７９５个，完成计划的 １０６％。安置零就
业家庭１８户，安置双困人员７３人；帮助
成功创业８８人。“一村一居一名大学生
工程”见习学员留用率达 １００％。至年
末，登记失业人员数控制在８７３人以下。
外劳力综合保险计划月均参保４７６８份，
实际参保 ５３１６份，完成计划的 １１１％。
加强政府救助与市民综合帮扶的联动帮

困，制定下发《庙行镇关于进一步规范社

会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全年发放低保

金２７８９万元，惠及１０９８４人次；医疗救
助３０５人次，４１９万元；困难学生开学补
助５２０人次，共３３０２万元；发放特殊困
难家庭补助金４３６万元；廉租房补助２７
户，１４６万元；实施综合帮扶７０人次，金
额２３６万元；发放残疾人用品用具３１９
件，为８０名残疾人进行健康体检，送康

复上门５０７人次。年内，农民新纳入社
会保障４人，镇政府一次性出资２５６亿
元，为场北、康家村１７１８名征地农民落
实社会保障。成功创建标准型精神病人

日间照料康复站，建立庙行镇阳光职业

康复援助基地，新建３个标准化老年活
动室。加强硬件配备投入，顺利完成康

家村卫生服务站作为全市新农村合作医

疗费用实时结算试点单位的工作。

■平安建设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９年，实现
“上海市平安社区”创建三连冠。深入

开展“六无”平安创建工作，积极完善治

安防控体系，加快推进“一个平台、三大

系统、五大网络”建设，有效预防和减少

各类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扎实推进

“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建设，加强软件

建设，开展制度创新工作，制定《稳定口

联系指导综治警务室工作制度》等３项
工作制度，规范综治警务室台帐。推进

“综治进企业”和“警企联动”，构建企

业内保工作新格局，加大人防、物防、技

防力度，在全区率先建成城市图像监控

系统。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全年对无证

照食品加工点、废品收购站、非法行医

点、无证照娱乐场所等专项整治２５次，
取缔各类违法场所 ６９家，查获并收缴
各类物品８７０件（箱），清理无证犬２０１
条。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健全社会矛盾

调处机制，着力提高对矛盾纠纷的预警

防范能力和化解处置能力。全年接待

群众咨询３７４起、８０６人，调节各类纠纷
３５３起，达成书面协议 １２６份。对 ８件
重信重访实行领导包案，化解 ７件，办
结１件。

■社会事业　品牌化推动学校教育水
平进一步提高。年内，小鸽子幼稚园被

评为市文明单位，泗塘五幼通过区一级

园验收，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分等定级优

秀。加快推进教育资源共享，有效缓解

外来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投入 １５００
万元对通河四小进行改扩建，使镇域内

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全部入公

办学校就读。社区教育有效性进一步

提高，被评为市社区教育实验街镇。创

建成功区级科普示范镇，建立“机器人

工坊”、“能工巧匠屋”等全区领先的科

普活动场所。文体事业成效显著，建成

百姓健身房、共和公园篮球场等健身设

施，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庙

行丝竹”被评为区物质文化遗产，“庙行

农家秧歌”被评为区民间艺术之乡。镇

０８２

镇与街道



社区文化中心建成开放，建成陈伯吹儿

童文学创作基地，完成庙行镇志的编撰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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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庙行镇村
&

居
'

委会一览表

村、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电话

康家村 ６３５ ２０６７ 共康路６０１号 ５６４１０９５７

野桥村 ５２８ １６８８ 三泉路１６７６号 ５６４０３６８９

场北村 ６６８ ２３６６ 场北路８１５号 ５６４０３１６７

共康二村 ６８８ ８０７ 共康路４００弄２３号乙 ５６４１２０６９

共康五村 ３０６０ ５３２７ 共康五村２３５号 ５６４２０５２４

共康六村一居 １０５６ ２６６８ 共康六村１０号乙 ５６４１６２８８

共康六村二居 １８１４ １８０５ 共康六村１０９号旁 ５６４１８１００

共康七村 １６５０ ２１３７ 共康七村１６３号旁 ５６４２８９３６

共康八村 ２０７５ ３５０３ 共康八村５３号 ５６４１３１３２

共康公寓 １４００ ２４００ 三泉路１４９５弄 共康公寓１９号 ５６４０９３１１

屹立家园 １０３２ １０３５ 长临路１１１８弄 屹立家园５０号 ５６４０７７２７

馨康苑 ８８２ ４７５ 共康路１６９弄４３号 ５６４７１５３８

共和家园 １６７９ ２２８ 三泉路１８５８弄 共和家园２号 ３３８７３０１２

九英里 １１８０ ４５０ 长临路１３１８弄 ３０号１０１－１０２ ３３８７３０２８

和欣国际 １４８３ ２９２ 场北路３９弄３号 ３３８７３００６

新梅绿岛苑 ９６４ １２６１ 场北路３９９弄２号 ３３８７３４５４

怡景苑（筹） ２１１ ３８１ 三泉路１８５９弄３１号２楼 ３６３５３００５

■庙行会计服务中心成立　１月，庙行
镇会计服务中心成立，实施对本镇各级

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委托第三方中介集

中代理记账。庙行镇集体企业会计委

托代理集中记账由上海瑞和会计师事

务所承担，操作模式为企业报账，中介

审帐、核算、监督，区、镇两级经管部门

监督、检查、考核，三位一体。至年末，

全镇所属集体企业共计４３个帐套纳入
镇会计服务中心（集中记账）系统进行

财务核算。

■上海电子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地揭牌
　１０月，上海电子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
地揭牌仪式暨２００９派代中国电子商务
年会在庙行镇智力产业园举行。上海电

子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地总规划６６６７
公顷，总建筑面积６０万平方米。年内建
成智力产业园一期、骏利财富大厦、北斗

星商务广场１２５７万平方米。智力产业
园二期、洲际酒店、上海婚庆中心，宝业

商务中心等共１８万平方米的项目前期
准备工作实质性启动。

■共康商业商务中心地块开工建设　共
康商业商务中心地块于１１月举行签约
仪式并开工建设。该地块位于庙行镇中

心区域，占地３２１公顷，由上海绿地集
团拍卖成功，规划建筑面积８５万平方
米，总投资１０亿元，项目定位采用“办公
＋商业裙房＋商业街”的模式产业组合，
打造一个与现有大卖场商圈错位经营的

商业中心。

■三个青年基地落户骏利财富大厦　４
月２８日，庙行镇青年（大学生）就业基
地、置业见习基地、创业基地签约仪式在

骏利财富大厦举行。青年基地设在骏利

财富大厦９楼，约１２００平方米，以低成
本低门槛的电子商务为主要扶持项目，

为有志创业的大学生和青年人提供见

习、就业岗位和创业孵化平台。

■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成立　６月２５
日，庙行镇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正式

成立。基地位于共康八村内，占地 ６２７
平方米，吸纳肢体、听力、视力、智力、精

神五类残疾人，坚持“生产劳动、置业康

复、分类管理”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开

发并设立了扎拖把、粘信封、串珠子等适

合残疾人身心特点的结业援助项目，帮

助就业困难的残疾人实现市场化就业。

■社区文化中心落成开放　１２月，庙行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落成并向市民开放。

该中心位于长江西路２６９９号，占地面积
６千余平方米，是庙行镇“一轴二心三片
区”发展规划中的一项重大惠民实事工

程。中心功能定位明确，从体育、教育、文

化三方面为庙行百姓提供学习与展示的

平台，建有科普基地、陈伯吹儿童文学基

金会创作研究基地等。当月承办第２３届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会。

■承办“迎世博，乐和万家———民间精品
音乐会”　８月２１日，在庙行镇社会事
务受理中心四楼综合厅举办“迎世博，乐

和万家———民间精品音乐会”。本场音

乐会由上海民族乐团的民乐演奏家们表

演，展示传统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和演

奏要领。

■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全镇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建有体育

团队７０支，群众健身苑点２５个，每年开
展镇级以上体育比赛２０余次，在全国、
上海市的群众体育比赛中获得多项奖

项。１０月，庙行镇人民政府在山东济南
第十一届全运会上获由国家体育总局颁

发的“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的称号。

■承办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庙行杯”
秧歌比赛　５月２９日，在庙行镇共和公
园篮球场举行宝山区第二届运动会“庙

行杯”秧歌比赛，共有１２支队伍、１４４名
运动员参赛。庙行镇、杨行镇获一

等奖。

■参加上海市农民体育特色项目邀请
赛　８月２日，庙行镇秧歌队参加由上
海市农民体育协会、金山区体育局主办

的“全民健身与世博同行，上海市农民

体育特色项目邀请赛”。邀请赛有９个
郊区特色团队参加角逐，庙行镇秧歌队

代表宝山区参赛，并以最高分获优

秀奖。

■通过国家卫生镇复评　年内，全面实
施《迎世博６００天爱国卫生行动计划》，
建成上海市 Ａ级除害站，成功创建“上
海市食品安全共康路示范一条街”、宝山

区食品安全示范镇。在全区“迎世博

６００天”百日节点考核中连续两次获得
流动红旗。１１月，顺利通过“国家卫生
镇”复验。

■场北配套商品房开工　１０月２８日，庙
行镇场北配套商品房开工仪式在长江西

１８２

庙行镇



路－刘场路举行。作为市政府共康北二
块经济适用房、西干线、污三期和康宁路

项目的配套动迁安置房基地，场北配套

商品房工程是推进住房保障体系、改善

城乡面貌的一项重要事实工程。场北配

套商品房基地项目总用地面积１１１３公
顷，总建筑面积２０万平方米，规划安置
８００户，此次先行开工的 Ｆ地块，总建筑
面积５８万平方米，规划安置约２３３户。

（徐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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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淞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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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老年人情况表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１２４１６ ５６３５ ６７８１ ２０．４０ — —

２００４ １２７７４ ５９４９ ６８２５ ２０．５０ ３５８ ２．８８

２００５ １３１８５ ６０２３ ７１６２ ２０．９０ ４１１ ３．２２

２００６ １３３４７ ６１０４ ７２４３ ２１．５０ １６２ １．２３

２００７ １３９００ ６３５７ ７５４３ ２１．５０ ５５３ ４．１４

２００８ １４４０６ ６５８３ ７８２３ ２１ ５０６ ３．６４

２００９ １４８１５ ７１９２ ７６２３ ２１ ４０９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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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淞南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
（个）

学生数
（个）

教职员工
（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备注

长江二中 ２６ ９２４ ８８ 通南路８８号 ５６１４０９４５ 镇管

淞南中心校 ２０ ７８１ ５３ 华浜新村１６８号 ５６４５０２５２ 镇管

淞南二小 ２１ ７７２ ５３ 新二路１１９９号 ５６１４９７３３ 镇管

中心幼儿园 １７ ５７９ ６４ 淞南三村６２号 ６６１８８１９０ 镇管

星星幼儿园 ８ ２８０ ３２ 淞南十村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２０４０ 镇管

大昌幼儿园 ８ ２８７ ３３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６１号 ３６１４００３７ 镇管

依乐新天地幼儿园 １２ ３２９ ４９ 华浜新村１４２号 ５６４４８７５６ 民办

东方剑桥幼儿园 １０ ２１２ ３４ 长逸路４１８号 ５６４６１８２０ 民办

好时光小拇指幼儿园 ５ １１０ ２４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８３号 ６６１８８８１９ 民办

益钢小学 １３ ６１２ ３４ 淞南新村３１号 ５６８２１６２８ 民工子弟

学校

天安幼儿园 １１ ５４１ ２２ 长江南路９６８号 ６６２２６１０８ 民工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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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到一二八

纪念路，北至?藻浜，区域面积１３６５平
方公里。下辖１９个居委会和２个筹建
居委会，完成１个村撤制。至年末，全镇
有户籍２９００４户、６８９８６人，分别比上年
增加２３１户、９８１人；列入管理的来沪人
员２２３２７人，比上年增加３２００人。人口
计划 生 育 率 ９９６％，人 口 出 生 率
５２９‰，人口自然增长率 －１５４‰，人口
密度５０５４人／平方公里。镇党委下辖１７
个党总支，８４个党支部。辖区内有法人
单位 １７９１个（工商登记），学校 １５所
（镇管１１所），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２个，
居民健身点 ２１个。年内，获第二次全
国经济普查全国先进集体、全国万家社

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先

进单位和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

村镇称号；成功创建上海市学习型社

区、上海市科普示范镇四连冠、上海市

平安社区；获上海市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公共管理贡献奖、上海市迎世博６００天
行动优质服务贡献奖、上海市迎世博

６００天行动志愿服务贡献奖、上海市老
龄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禁毒先进集

体、上海市国家安全小组规范化运作先

进单位等先进称号。

■经济建设　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
展，专门成立镇现代服务业发展领导小

组，突出项目建设与规划，实行专人负

责，推动“东西联动、南北开发”发展战

略实施。重视建成项目招商工作，完成

国际家居总部基地建设，引进港台家俱

馆，签约复旦软件园项目；基本完成国际

工业设计中心建设，举办国际工业设计

展等活动；启动祥腾生活广场招商、开业

准备工作。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国际水

岸工程企业总部基地开工，汽车梦工场

全面启动主体立面改造，节能诊断中心

启动建设。抓紧启动待建项目，做好新

华园上海呼叫中心产业基地、上海玻璃

博物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等项目前期

准备工作，确保尽早启动；加强与三湘集

团联系，争取尽早启动湘源商住项目；酒

类配送中心项目进入审批环节。主动跟

踪洽谈项目，加快与市、部属企业合作，

签订上海仪电集团与中节能合作的节能

环保项目合作协议，达成上海华谊集团

与福建荣宏集团合作的海西总部基地项

目合作意向。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按照

“五招（落地招商、基地招商、分部招商、

合作招商和产业招商）”模式，发挥“一

园一区”和协税办的招商引税平台作用，

拓展税源税收，确保“颗粒归仓”。经济

小区实现税收２００５３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１８％；都市工业园实现税收 ６６４６万
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２２％。依托国际节能
环保园、国际水岸工程企业总部基地等

招商载体，健全参与重大项目联系机制，

引进、扶持发展前景好、业内知名度高的

企业。全年新注册企业２５８家，其中包
括华滋奔腾控股集团、复旦大学软件园

所属复宝软件有限公司、恒龙投资集团、

中十冶集团华东分公司、闽商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等规模企业。加快土地二次开

发，围绕“小五角场”商贸中心圈规划，

兴豪、本原商住地块成功出让，长江南

路、淞发路口调整项目概念性设计顺利

完成。２００９年，全镇工业销售产值
２１８２亿元，比上年下降 ３２％；实现增
加值２９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９５％；区级
财政收入２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３％；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 ２１５亿元，同比增长
４６１％；完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４１１
亿元。

■城镇建设与管理　以城市管理各项长
效机制为抓手，以落实迎世博６００天行
动计划为重点，积极推进各项建设项目。

在全区街镇中，率先接受拆违达标工作

验收，拆除违法建筑 １５５２０平方米。投
入１６００万元，完成淞南一村等６个小区
７７８万平方米截污纳管工程，九村一居
和８４８弄积水严重现象得到改善。投入

２８２

镇与街道



３５００万元，完成淞南三村、淞南十村
３１５万平方米二次供水改造，４８３３户居
民饮用水质量得到改善。投入 １２００万
元，完成淞南一村等３个小区１８３万平
方米综合改造任务，老式小区居民生活

环境得到改善。加快实施绿化工程，建

成市民休闲绿地，改造建配龙广场绿化

景观，全镇新增绿地面积 ８万平方米。
年内３次获得由市级迎世博行动指挥部
颁发的荣誉先进，在全区迎世博首次街

镇互评中获得“流动红旗”，创成“市级

市容环境责任区”。

!""#

年淞南镇居委会一览表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淞南一村第一居委会 １５４５ ３６５８ 淞南二村５０号 ５６８２５８９４

淞南三村第一居委会 １９３１ ４４５４ 淞南三村１２８号 ５６８２２２１７

淞南四村第一居委会 ２５０５ ４６３７ 淞南四村７３号甲 ５６８２２２３０

淞南五村第一居委会 ２２９９ ５３４３ 淞肇路８８号 ５６１４３４９０

淞南五村第二居委会 １９４４ ４２５２ 新新五村５００号 ５６８２８５０３

淞南六村居委会 １３２７ ２９４９ 淞南六村８９号 ６６１８５９３９

淞南七村第一居委会 ２５０４ ５８０５ 淞南七村８７号 ３６１４０３６４

淞南八村居委会 ２０４３ ４６９０ 长江南路５３０弄１号 ６６１８６０２５

淞南九村第一居委会 ６９９ １７０４ 淞南九村７３号 ５６８２５８７９

淞南九村第二居委会 １３２２ ２４０４ 淞南九村１９２号 ６６１５６３３８

淞南十村居委会 ２２７３ ５１９２ 淞南十村１９５号 ６６１４８９０９

长江第一居委会 ２２０６ ４７５３ 长江路８４８弄４号１０３室 ６６１４３８５５

长江第五居委会 １２５０ ２８００ 长江路４０６弄６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２

张华浜居委会 ８１５ ２２８２ 长江路２０弄５号 ５６４５１２３３

华浜二村居委会 １１１９ ２４６５ 逸仙路３４５６弄２２号 ５６４４５１２８

华浜新村居委会 １３６６ ３３２４ 华浜新村１９号 ５６４４８３０３

长宏新苑居委会 ６０６ １４３８ 淞南路２０９号 ５６４５０８２３

嘉骏花苑居委 ４２１ ９４４ 新二路１０８８弄２５号 ５１０５０００２

盛达家园居委 ４２３ ９５４ 一二八纪念路５５弄４５号 ６６１５５５６５

新城尚景居委（筹） ５１９ １１９４ 新城尚景１５号单元二楼 ６６１８５８５６

新梅淞南苑居委（筹） ３１２ ６３６ 长逸路３０１弄２４号二楼 ５６４５０３９５

■就业与社会保障　重视就业和创业工
作，新增就业岗位 ２６１１个；解决“零就
业”家庭和“双困人员”就业２９户，保持
动态为零；安置刑释解教人员就业 ５２
人；扶持自主创业５２人；创建４个青年
见习基地，成功推荐岗位见习 ２０４人。
完善公益性岗位人员管理，成立公益性

岗位管理办公室。加大助困、助残、助老

力度，建立联席会议评审制度，设立专项

资金，进一步规范救助工作程序，使帮困

救助更具人性化、科学化。全年发放各

类帮困救助金２７１５万元，救助覆盖１１
万人次。为各类优抚对象发放优抚金

４８万元。推进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成
立职业康复援助基地，努力实现残疾人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成功创建市、区

标准化老年活动室４个，新增为老助餐
点２个，新增居家养老２５０人，提供免费
理发 ３９００人次，提供助浴 ５００人。获
“上海市老龄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

老年特色学校”称号。

■社会事业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推进
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启动长江二中

名师工作室，不断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全面推动素质教育，长江二中获“全国青

少年建筑模型总决赛金牌”。加强民工

子弟学校管理，将益钢小学纳入镇管民

办管理体系。开展社区教育，完成 １５
万名社区居民迎世博知识培训测试，获

“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先进单

位”，创成“上海市学习型社区”，创建学

习型组织、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项目被

评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项目”。通过

“宝山区语言文字合格街区”验收，实现

“上海市科普示范镇”四连冠。加强社

区公共卫生建设，落实医疗改革各项任

务。开展健康进社区、进家庭系列活动，

实施万人糖尿病筛查后期治疗。加强疾

病防控，开展迎世博爱国卫生运动。加

强食品安全监管与宣传，建立食品安全

协查员队伍，创成“宝山区食品安全示范

镇”。完成市政府实事项目红十字救护

员、急救普及员培训任务。完成３２０份
献血任务。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实现计划生育率达标，被评为“上海市社

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服务文明站、示

范站”。坚持文化服务方向，举办迎新

春、迎世博、庆国庆文艺演出和世博进社

区等大型活动，不断拓展群众文艺“四季

歌”外延和内涵。坚持淞南摄影特色，成

立淞南镇摄影创作基地，承办上海市“风

从乡间来”新农村摄影联展、宝山区“一

地一品”摄影展等活动。申报“上海市

民间艺术之乡”，新二路“文化街”被评

为“上海市文明示范标志区域”。完成

１５个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组织新任居
委干部培训，居委会自治建设得到加强。

培育志愿者队伍，完成星级志愿者评比

表彰。合理规划管辖区域，社区管理实

现全覆盖。加大社区基本设施配置投

入，老年活动场所和居委干部工作环境

得到改善。开展各类创建活动，创成市

级示范居委会６个、绿色社区２个、科普
居委２个。

■平安建设　围绕平安世博目标，积极
落实世博安保各项基础工作，扎实推进

平安淞南建设。抓好平安世博基础建

设，完善镇综治中心一体化运作，积极发

挥大综治、大调解、大稳定工作平台作

用，联合整顿学校周边、文化娱乐场所、

重点企业等区域治安秩序，整治、取缔

“黑车”违法运营 １５００辆、群租 ９０户。
发挥社区“六位一体”综治警务室功能，

健全“联防、联调、联处、联治、联创”机

制。完成１６个老式小区封闭式管理任
务，实现综治进企业１７家。招募世博平
安志愿者２１００名，组建社区治安巡防服
务等６支队伍。群防群治作用明显，全
镇刑案总量呈下降趋势，全年刑案发生

数下 降 ４９％、“１１０”报 警 数 下 降
２０２％。成立处理重点信访问题和群体
性事件领导小组，坚持领导接待和信访

包案制度，健全信访案件督办责任制，建

立多部门参与重点矛盾化解工作制度。

完成国庆６０周年等重要时段稳控任务，
积极处置宝景苑、品宴轩拖欠民工工资

等引发的突出矛盾，妥善处理撤村转制

中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全年共接待来访

群众５５１批１９７３人次，办理书信及网上

３８２

淞南镇



来信 １８３件，办结率 １００％，化解率
９０％。实现“律师进社区”法律援助全
覆盖，开设“法律知识课堂”，开展迎世

博普法活动。强化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处职能，共化解各类民间纠纷７２９件，
达成调解协议 ２９２件，化解成功率
９６５％，未发生“民转刑”案件。完成社
区矫正目标管理考核，镇司法所被评为

“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目标管理合格司

法所”。

■文明创建　以迎世博为契机，开展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获“全国创建

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争创“上海市

文明镇”四连冠。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大昌实业有

限公司等３家单位被评为“上海市文明
单位”，淞南一村等５个小区被评为“上
海市文明小区”。开展“双拥”共建系列

活动，积极营造“上海市‘双拥’模范镇”

创建氛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

“上海市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

进集体”。

■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管理　强化责任
主体，签订、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

广泛开展生产、消防、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抓早抓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开

展第八次“安全生产月”活动，全年排

查、整改安全生产隐患５２６条。加强防
灾、减灾工作，实现社区综合保险全

覆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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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境镇
%"

岁以上老年人情况分析表

年度
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总数

其中

男 女

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

老年人口比上年增减

人数 ％

２００３ １０６８８ ５０３１ ５６５７ １６．００ — —

２００４ １０８７４ ５００２ ５８７２ １８．１６ １８６ １．７４

２００５ １１４６２ ５３４８ ６１１４ １８．１２ ５８８ ５．４１

２００６ １１４７１ ５４４４ ６０２７ ２０．０９ ９ ０．０８

２００７ １２２３５ ５７４９ ６４８６ １９．３２ ７６４ ６．６６

２００８ １３１８８ ６２２０ ６９６８ ２０．７４ ９５３ ７．７９

２００９ １４１５８ ６８０９ ７３４９ ２２．５１ ９７０ ７．３６

■完成张行撤村工作　２００８年 ９月 ９
日，区政府以宝府〔２００８〕８９号文批准张
行撤村，淞南镇最后一个行政村———张

行村撤制工作正式启动。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１４日，村民代表大会通过资产评估结
果，确认资产处置方案。７月底，完成集
体资产处置。选择股权量化的３２１个原
村民成立社区股份合作社，后与镇级集

体公司合资成立张行实业有限公司（其

中集体出资３４０１３２００元，占新公司股份
５０３２９％）。１１月１２日，张行社区股份
合作社第一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召

开，通过《上海张行社区股份合作社章

程》，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成员。

（蔡　菲）

高境镇
■概况　高境镇位于宝山区东南部，东
与杨浦区接壤，南与杨浦、虹口、闸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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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个
居委会（其中３个筹建中）。至年末，有
常住户籍２６５９２户、６１４９９人，分别比上
年增加４８９户、１５７５人；列入管理的外来
流动人口 ３１００９人，比上年增加 １８１３
人。年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９５％，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率９７１％；出生缺陷一
级预防重点对象随防率 １００％，科学育
儿指导服务率 ９８８％；人口出生率
５０５‰，人口自然增长率 －０６６‰。辖
区内有法人单位１９８０个，学校１１所，建
有公共运动场所 ２个，居民健身点 ２６
个。镇党委下辖３个党总支，８３个党支
部，登记党员４５２３人。镇有线电视用户
２６８５０万户，征地农民“镇保”参保率
１００％；新增就业岗位１４２１个。２００９年，
实现增加值 ２４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亿元，增
长 １０％；财政收入 ２８３亿元，增长
１１％；固定资产投资３６亿元；合同利用
外资１７５０万美元。人均收入２３１９６元，
劳均收入３０６１８元。年初，被中央文明
委授予第四届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

进村镇称号、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活动达标社区、上海市特色“侨之家”；

被评为市级文明小区９个，区级１３个；
市级文明单位２个，区级１个；市级文明
示范标志区域１个、文明交通路口１个。
市社区建设模范居委２０个，市社区建设
和谐示范居委会 １６个；市平安小区 １７
个，市平安单位１０个，区平安小区７个，
区平安单位１０个。

■经济建设　年内与大连万达集团公司
达成共同建设高境万达商业广场的合作

意向，引进新世傲集团、新东湖物业公司

等较大规模和较高质量的企业商户；与上

海市北高新技术园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高境镇招商引资奖励政策》年底试行。

江杨胜通基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经济

适用房基地于１２月２６日实现开工。完
成三花现代城房产的销售计划，海兴远仓

地块４１４万平方米溢价摘牌。殷高西路
商业街地上面积１６万平方米，开业１２万
平方米，入驻大中型企业包括长江商业购

物中心、沃尔玛超市、苏宁电器、康乾平价

大药房、辛田商务酒店等。

■城镇建设与管理　年内，社区综合改
造、市政建设投入创镇历史新高，达１亿
元。对镇域内道路绿化进行全面整修和

养护，镇区绿化面积达１４５公顷；更换标
志标牌１０４０块，拆除高炮、屋顶、灯箱、
墙面广告等２０５块；整治一店多招、规范
店招店牌 ３４９８平方米，粉刷建筑立面
１４９万平方米；对２９万平方米的老居民
住宅实施平改坡；改造２３个街坊１２２万
平方米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拆除

污染小企业２１家，违章房屋６２６间，拆
违面积达２６３００平方米，平整土地１９３９６
平方米。全面推进第四轮环保三年行动

计划，提前一年基本完成截污纳管和雨

污水分流。以“五个一”为突破口，推进

迎世博百日行动计划，在区四次迎世博

百日行动考核中获第三、四名。全国环

境优美镇复评和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区达标创建活动取得成功。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新增就业岗位
１４２１个，完成年度目标 １００７１％；城镇
登记失业月平均控制在指标内的 ２４６８
人。安置就业困难人员２５８人，零就业
家庭２６户，安置率均达１００％。开发青
年见习基地８家，完成指标的２６７％；吸
收青年见习学员２５４人，完成指标的

４８２

镇与街道



!""#

年高境镇学校一览表

学校名称 班级数（个） 学生数（个） 教职员工（个）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江湾中心小学 ２６ ８５０ ８０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号 ５５０３５１１３

高境镇第二小学 １６ ５８０ ４８ 高境一村８２号 ３６１４０１８７

高境二小托管育英
学校

４ １３４ １０ 高境一村８２号 ３６１４０１８７

高境镇第三小学 １１ ２５４ ３２ 共 和 新 路 ４７１９ 弄
１８８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高境三小托管江南
学校

２１ ８３６ ４２ 共 和 新 路 ４７１９ 弄
１８８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高境三小托管育英
学校

４ １３６ １０ 共 和 新 路 ４７１９ 弄
１８８号 ５６８１７３４４

同洲模范学校
公办 ６ １８９ １５１ 岭南路９９０弄１号 ５６８１３０７９

民办 ３１ １２１３ 岭南路９９０弄１号 ５６８１３０７９

高境镇第三中学 １７ ５５８ ５８ 国权北路１１号 ５５０３１６４６

高境镇第四中学 １１ ３２３ ４１ 岭南路１２４９弄２８８号 ６６９８６６２６

贺王幼儿园 ２０ １３９ ２０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０３号 ６５９１６４３７

高境镇第二幼儿园 ７ ２１０ １７ 逸 仙 一 村 ３ 支 弄
１０３号 ５５０３８６２８

高境镇第三幼儿园 １１ ３６５ ２２ 高境二村９８号 ５６１４１５８３

徐悲鸿艺术幼儿园 １０ ２８３ ３４ 高境一村１１２号 ６６１５６１２８

徐悲鸿第二艺术幼
儿园

９ ２８０ ３４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７号 ５５０３８３４９

高境镇第六幼儿园 ７ ２１４ １７ 殷高路２１弄１号 ３３６２２０２５

高境镇第七幼儿园 １０ ３０１ ２２ 江杨四村２６号 ３６１２０７１５

七色花第二艺术幼
儿园

１１ ２９１ ３０ 阳曲路１３８８弄９９号 ５６８１６３９７

!""#

年高境镇居委会一览表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逸仙一村一居 １１６８ ２７３０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９３号 ５５０３０２３４

逸仙一村二居 ９７９ ２１６５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３支弄２号 ５５０３１１２０

逸仙一村三居 ７１１ １４７９ 逸仙路１３２１弄１支弄４１号 ５５０４４２２８

逸仙一村四居（筹） ５８５ １３３６ 三门路５５５弄１６幢２号 ５５０３３６９０

逸仙一村五居 ８８３ ２１７３ 逸仙路１５１１弄２２号 ６５４４５１７５

逸仙二村一居 １１７７ ２６７４ 三门路４８９弄４号甲 ５５０３４４２９

逸仙二村二居 １５６１ ３４６５ 国权北路２９０弄３９号 ５５０３８３６９

逸仙二村三居 ２２１２ ４９９２ 吉浦路６１５弄８９号甲 ５５０３５４８２

逸仙二村五居 ７６４ １８２８ 三门路４８５弄８３号 ５５０４１７６４

逸仙三村一居 １１７１ ２４７４ 殷高路２１弄５号 ５１０５７１６７

逸仙四居（筹） ５５７ １１４７ 国权北路８２８弄１３９号 ３３６２２１９３

高境一村一居 ２１６１ ５２７７ 高境一村１４２号 ５６８２６５８１

高境一村二居 １１９６ ３１１８ 高境一村１６０号 ５６１４０６００

高境二村一居 ２２１０ ５１６０ 高境二村２０４号 ５６８２６５７９

高境三居 ４４４ ９６２ 新二路９９９弄４２号 ６６１８６６５７

高境四居 ２５８ ４９６ 逸仙路１２３８弄１７号 ６５６０１６４２

高境五居（筹） １６０ ３１６ 新二路１８３弄５７号 ３６３８５２２１

共和一二村 １１１６ ５５００ 共和一村３５号 ６６９８５７０４

共和三村 ８６３ １９９４ 共和三村４４号１０１室 ６６８３７３９５

共和五村 １１０６ ２５６２ 共和五村１４号 ６６９８６３３０

共和六村 １５８１ ４４２７ 岭南路１２８８弄１０号 ５６９１７６１０

共和八村 １０５９ ２４６１ 共和八村７４号 ６６８３８０３５

共和九村 ３５１ １０５３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２０２号 ５６８３６５４１

共和十村 ５８７ ２７４４ 共和新路４７０３弄９９号 ６６８３３４７２

共和十一村 １６７４ ３６６０ 共和新路４７１９弄１６１号 ６６８３５７３２

１１９８１％。扶持创业成功５３家，完成全
年指标的１０６％。外来人员劳动力综合
保险 月 平 均 ５４６１人，完 成 指 标 率
１０７８％。对失业、协保人员提供政策咨
询３７６２人次，帮助失业人员维权７２人
次，开展劳动力资源调查７０８０人次。办
理补、换就医记录册３３７８人次，帮困缴
费１３４１人次，受理帮困补助 １０９人次，
门诊大病登记５５１人次。对“４０５０”人员
给予岗位补贴９１人，补贴金额８１４万
元；给予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补贴 ７７９
人，补贴金额７４８万元；各类救助、优抚
６４２０６人次，金额达１９８１万元。社区康
复残疾人建档率达 １００％；为残疾人提
供康复服务覆盖率达１００％。

■社会事业　年内落实迎世博６００天行
动计划，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共迎世

博、同创文明”主题活动；由市民代表组

成的“啄木鸟”巡访团，对城市管理和市

民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整

改。开展创建健康社区示范点以及“健

康高境百日行”系列活动，对事关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点行业加强

整顿和规范，强化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

监管。招录反恐应急无偿献血志愿者

１５名，对１４５名救护员、１１５７名普及员
进行救护培训。普及科学知识，促进社

区教育，年内对市民进行科普培训达

３９８１６人次，完成全年指标的 １８９６％。
开展“人人运动、健康高境”活动，成功

举办高境首届运动会；投入专项经费，对

２４个小区健身苑进行维修更新，并办理
相应的保险。居家养老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１９２８名纯老、独居老人家庭得到重
视和关爱，志愿者结对率达１００％，新建
３家标准化老年活动室，老年学校活动
丰富多彩，共吸纳老年学员１２５３人。

■平安建设　高度重视信访受理和司法
调解，切实解决一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现实矛盾和历史问题，由市、区转入的

１０项重信重访件全部办结。全年接待
群众来访３６４批次，办结３４８件，矛盾化
解３１５件，处理区、镇网站来信 ４５２件，
信访完成率和信访人满意率均达

１００％。结合“两个实有”全覆盖，加强
物防、技防、人防，小区电控防盗门、街面

图像监控等治安技防设施日趋完善，外

来人员情况掌握率达 １００％；平安世博
志愿者报名登记达 ２０４８人。刑案发案
下降８４％、八类案件发生数下降３０％、
居民小区发案下降６６％。建立健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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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５日学雷锋日，共和八村志愿者在社区内为居民修理电器 高境镇／提供

高境镇绿色小区“四季绿城” 高境镇／提供

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安全责任书签约率

达１００％；组织单位安全检查６８６次，发
现各类安全隐患４２２处，督促完成整改
４０６处，取缔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企业
１０家，举办１０期由２２００名农民工参加
的安全生产培训班。

■确立”一带四线四圈”现代服务业发
展战略　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高境镇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以殷

高路———殷高西路为主轴，建设“一带四

线四圈”，即以殷高路———殷高西路为东

西延展的经济发展带，依次由国权北路、

逸仙路、江杨南路、共和新路纵贯南北，

建设东部科技产业圈（国权北路———殷

高路）、中部核心商务圈（逸仙路———殷

高西路）、西部社区商业圈（殷高西

路———江杨南路）、以及共和共康商业商

务圈（共和新路———一二八纪念路），全

面拓展现代服务业领域，提升现代化中

心城区形象。

■沃尔玛超市开门迎客　５月 ２７日正
式开门迎客的沃尔玛超市，位于殷高西

路商业街，这是沃尔玛公司在宝山区开

设的第一家超市，面积１０７８０平方米，主
营生鲜、食品、服装、家电等，商品种类达

２万多种。公司坚持“省心、省钱、好生
活”的经营理念，为顾客提供物美价廉的

商品及独特的一站式购物体验。

■高境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启用　高境
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吉浦路 ５５１
号，建筑面积２７００平方米，１２月底启用。

活动中心一楼设有多功能活动大厅、老

年人日间照料室等；二楼设有排演厅、

演唱室、家庭文明建设指导中心、东方

信息苑；三楼设有社区教育、多功能会

议室、乒乓房、办公室等。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覆盖镇域内 １２个居委会，向 １
万多户２５万社区居民提供文化体育
服务。

■成功创建上海市和谐社区示范镇　
在２００７年镇制定的创建“上海市和谐
社区示范镇”三年工作规划，于２００９年

成功创建。镇党委、政府加强制度建

设，完善组织结构，成立创建领导小组，

抽调优秀人员负责落实；创建工作从实

际出发，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创新社区

管理运作机制，深化社区建设，做到齐

抓共管；制定创建工作实施方案，从制

度、职责上规范完善创建工作，做到目

标、任务、责任三落实。广泛宣传，大力

发动，营造浓郁创建氛围，召开全镇性

动员大会 ２次，各责任单位和 ２５个居
委会采取不同形式进行动员，出宣传版

面、黑板报等２５０多期，组织居委干部、
社区志愿者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进行宣传和发动；结合迎世博“争做文

明市民”等主题活动，倡导节水型社区、

平安社区和健康文明社区。

■经济适用房高境基地启动建设　１２
月２６日，上海经济适用房高境基地正式
启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２６万平方米，
建成后用以解决和改善城市中、低收入

困难家庭的居住问题，体现镇党委、政府

的执政理念和顺乎民意、为民办实事的

坚定决心，也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帮

扶困难群体的民生工程，同时加快推进

“城中村”改造步伐。

■获上海市“特色侨之家”称号　高境
镇获由上海市侨联颁发的２００９年度上
海市“特色侨之家”称号。完善工作机

制，坚持例会、走访、学习“三制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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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友谊路街道居委会一览表

居（村）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宝林一村 １４７８ ３４６７ 宝林一村１２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４

宝林二村 １４６０ ３５７６ 宝林二村９３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７

宝林三村 １０２４ ２４６３ 宝林三村２６号 ３６１００３５５

宝林四村 ８７３ ２０６８ 宝林四村６６号１楼 ３６１００２０５

宝林五村 ９２６ ２１１０ 宝林五村４４号２楼 ３６１００２９５

宝林六村 １１４７ ２５９４ 宝林六村８４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９

宝林七村 ７４５ １７１０ 宝林七村５６号１０４室 ３６１００３０９

宝林八村 １０５２ ２４９５ 宝林八村５３号１０３室 ３６１００２９６

宝林九村 ７８８ １８６２ 宝林九村２７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２４８

宝钢一村 １０８５ ２８８４ 宝钢一村１１４号 ３６０７１４７２

宝钢二村 １４２５ ３８５４ 宝钢二村３２号乙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８０

宝钢三村 １６３７ ３９５４ 宝钢三村１０号甲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３

宝钢四村 １１３４ ２７５０ 宝钢四村１３号１０１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４

宝钢五村 ６１４ １５８８ 宝钢五村１号１０５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５

宝钢六村 ８３０ １８９３ 宝钢六村１号１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６

宝钢七村 ５５０ １２６５ 宝钢七村４２号－１临 ３６０７１５２３

宝钢八村 １１５１ ２６９８ 宝钢八村６３号１０４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７

宝钢九村 ５７４ １３１５ 宝钢九村１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４７８

宝钢十村 ７０６ １７０１ 宝钢十村６号１０７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５

宝钢十一村 ８０７ １８３８ 宝钢十一村２５号２０２室 ３６０７１４６４

宝山一村 １２０５ ２９０４ 塘后路３００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２

宝山二村 ９５７ ２３１７ 宝山二村３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３

宝山三村 １５０２ ３６９８ 宝山三村１２３号 ６６６５０１６４

宝山五村 ７７５ １９６５ 住友宝莲１０号楼东面２楼 ３６１００１４１

宝山六村 ４５２ １１１８ 宝山六村６９号１０１－１０２室 ５６１２００５７

宝山七村 ８０８ １９２３ 宝山七村３１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６

宝山八村 １７６９ ５２０４ 宝山八村８２号１０２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５

宝山九村 ９６９ ２６０５ 宝山九村５５号 ３６０１０８３１

宝山十村 １３６２ ３７８６ 宝山十村９４号１０１室 ３６１００４２２

密山二居 ９５８ ２３８７ 密山二村５２号１０３室 ３６０７１５９９

临江新村 １３６１ ３４０５ 临江三村２１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８

临江公园 １１１８ ２９４３ 宝城三村１号乙 ３６０７１４６７

宝城新村 １８６０ ４６８６ 宝城一村４５号 ３６０７１４６９

白玉兰花园 ５４６ １４０１ 海江路６６７弄４５号２楼 ３６０１１２４２

华能城市花园 ６９７ １７１５ 华能城市花园５５号２０８室 ５６１１０５２５

同济公寓 ３００ ７１５ 同济公寓２５号１０２室 ５６６０１７８３

集体户口 ９２ ７１１

到逢年过节、生病住院、家中有困难、海

外归侨来辖区“四必访”。丰富活动载

体，成立舞蹈队、合唱队等多个文艺团队

并参加各类文艺比赛；邀请归侨、侨眷、

留学生家属参加侨之家组织的学习、座

谈、交流、联谊等活动；组织参观上海博

物馆、世博历史回顾展览会、东方讲台系

列专题讲座等。

■高境网正式启用　高境镇网站于１月
１日正式启用，设置有高境概况、高境动
态、发展规划、政务公开、基层党建、社区

建设、高境风貌等板块。作为发布政务

信息、展现高境风貌的平台，高境网与

《高境报》并肩成为传递高境动态的信

息途径，丰富了社会各界了解高境的渠

道。同时，利用网络传播快捷、便利、开

放的优势，高境网也承担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迎接世博会等一系列宣传任务。

（夏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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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个居委会、１个村委会。至年
末，有户籍 ３６７５６户、人口 ９１６１８人，分
别比上年减少１４１户、４９０人；户籍人口
出生率６‰、计划生育率９９８％，外来流
动人 口 计 划 生 育 率 ９９％、出 生 率
０６２‰；人口自然增长率０１８‰，人口密
度８７６７人／平方公里，列入管理的来沪
人员 ４１９１４人，比上年增加 ２２７３５人。
社区党工委下辖１８个党总支、１２５个党
支部，登记党员 ６４８９人。辖区内有法
人单位 ２７７０余家，学校 １７所，有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 １个，公共运动场所 １
个，居民健身点５５个。年内，街道围绕
“推进‘三区一街’功能建设，打造‘繁

荣优美、文明和谐、安居乐业’的现代化

中心城区”的目标，推进地区三个文明

建设，全面完成迎世博６００天各项整治
工作；建立拆违、控违的发现和及时处

置机制，全年共拆除违法建筑１１处７４
间，计４５４０平方米（其中拆除小区违章
建筑５８间，计 １３０平方米），遏制新建
违法建筑约 ８０平方米；强化食品安全
监管措施，积极创建食品安全示范街

道，完成区无烟机关、无烟居委的创建

工作。社会安全稳定得到有效维护，全

年立刑事案件５９４起，与区考核基数相
比下降 ３４％，盗窃案件同比下降
１９７％，全年未发生一起群死群伤、重

特大安全事故。拓展行政服务社工作，

在各居委会全面推广电子台帐网络版，

做好居家养老等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全

年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老人有３３９名，
共有 １６０多名老人享受到助餐服务。

社区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全年开展各类

活动４０００场；建成幸福湾科技长廊，实
现上海市科普示范社区创建三连冠。

街道以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为契机，不断
扩大志愿者的参与面和文明交通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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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覆盖面，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创

建成功文明小区市级 ３９个、区级 １７
个，基本实现文明小区全覆盖，并成功

实现上海市文明社区四连冠。牡丹江

路、盘古路、友谊支路、永清路、海江路

为区域的牡丹江路经贸商业街被评定

为上海市文明示范标志区域。街道获

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全国精神

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全国第二次经济普

查“国家级先进集体”、第六批全国城市

体育先进社区、上海市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先进集体、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

优秀社区、上海市科普示范社区等荣誉

称号。

■街道经济　街道依托“三区一街”建
设，采取多种措施，加快街道经济结构调

整。成立招商、项目推进、资产管理三个

推进工作小组，每月召开招商推进会和

分析会，邀请区工商、财政等部门，共同

研究和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新情

况、新问题。对内部财政体制、管理机制

及对各公司的考核模式等进行调整，形

成经济工作合力。主动与区重大办、浦

江办、体育局、教育局等部门沟通，确保

区重大项目建筑税的落地。宝山中心医

院改扩建（一期）、宝山体育中心等区重

大项目建筑税的属地化管理与征收取得

实效，宝莲城中央商务区等在建项目有

新产出，吴淞西块等待建项目有新推进，

确保全年经济发展各项指标有所增长。

加大招商工作力度，积极加强与区域内

企业的沟通，做好企业服务工作，通过拜

访一批重大企业，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发

展中的各种难题；利用宝莲城商务区、安

信生活广场、祥腾国际广场等商务楼宇，

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努力做到以商引商。

全年新招商户数２８８家，新增注册资本
６４５亿元。加快推进“三区一街”建设，
利用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宝山体育中

心等重大项目建设的有利时机，加大对

外招商力度，实现招商工作的新突破。

全年完成增加值１９５２亿，区级财政收
入２０３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４６４１亿元，工业销售产值６２６２亿元，
同比增长 ５５％，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６１１７亿元，实现了发展目标。

■社区建设与管理　街道抓住市容市貌
改观、市民生活环境改善和城市管理水

平提升三大市容环境建设和管理工程，

全面完成城市建设和管理各项工作。完

成市容市貌整治任务，全年共拆除屋顶

墙面广告１７块（其中计划外６块），地面
广告７５２块（其中计划外７０块）以及计
划外高空广告 ４个；整治店招店牌 ４６２
块、一店多招 ４１６块，超额完成迎世博
６００天店招店牌整治计划内任务；清洗、
粉刷、整治立面５７万平方米，其中包括
计划外的２个轨道交通站点各３０００平
方米的清洗。加强城市管理，完成淞宝

路、牡丹江路、友谊路、樟岭路及各无名

道路（宝城新村县前街、县佑街、宝林二

村、同济路９３６号）的路面整治工程，双
庆路、富锦路、永乐路、塘后路的整治工

作完成１００％，１５条中小道路的整治完
成９６％；新建、扩建、改建景观绿地６５００
平方米，主要集中在宝杨路—同济路口、

友谊路—同济路口、盘古路—同济路口、

富锦路—同济路口、友谊支路—密山路

口等路口街道以及漠河路林带。配合区

重大工程，按计划提前完成同济路的整

治任务，协调社区各单位共投入专项资

金４５０余万元，拆除指示牌８０块，新种
补种绿化８０００平方米；在同济路 －宝杨
路口投入９０万元建设绿化景观灯光工
程，成为街道迎世博６００天整治的亮点
工程；推进双城路、宝杨路及沿线的景观

道路整治工作，开展宝林二村、宝林三

村、宝林六村、宝山二村、宝山三村、宝山

九村首排房屋精细化改造；完成宝林一

村、宝林九村的平改坡综合整治工程以

及宝林九村的二次供水工程。宝钢四

村、八村综合整治工作顺利完成。重点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完成友谊路牡丹江

路邮电大楼广告牌整治和墙体粉刷，大

楼楼顶的４块广告牌全部拆除，４６００平
方米墙体粉刷一新；建立团结路小花园

和友谊支路小花园日常保洁制度，拆除

违章搭建棚，突击整治内部赌博行为，令

小花园恢复往日健康、文明的环境秩序；

完成友谊路宝山中心医院、赛博广场、红

露园大酒店等３个机动车乱停放现象较
为集中的地点的长效整治。年内获区迎

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第四个１００天“流动红
旗”。完成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９０％以
上居委会进行直选。完善社区居民民主

自治制度，强化“三会“制度、规范居委

会议制度、居委会工作制度、居务公开

等，通过建章立制，形成社区自治工作机

制。加强居委会干部和社工队伍的培

训，提高社区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管理

水平。加大对居委会工作的指导和服

务，有效提高居委会民主决策和民主管

理的能力。创建成功全区首个“全国和

谐社区示范街道”。

■平安建设　年内在创邑·幸福湾开展
“综治进企业”试点工作，建立企业综治

工作机构，并进一步在地区内１００人以
上的８家企业完成“综治进企业”工作，
建立健全企业综治工作机构。针对金融

类诈骗案件高发情况，开展与地区内金

融机构的“警企联动”工作，开展防诈骗

宣传活动，联合辖区各金融机构完善各

项管理制度，切实预防金融诈骗案件的

发生。推进电控防盗门的建设，防盗门

安装率达到１００％。推进小区出入口图
像监控系统安装，累计完成２２个小区图
像监控系统安装。启动友谊路派出所辖

区内的道路图像监控系统安装，累计安

装５６个探头，初步形成辖区道路图像监
控系统全覆盖。推进小区封闭式管理，

通过封闭小区通道、增加保安人数、安装

门禁装置等办法，封闭 ４８个小区出入
口。完成１２个居委会办公用房的防盗
报警装置安装，进一步提高社区技防、物

防水平。

■社会救助保障　制订《２００９年友谊路
街道促进就业措施》，建立应急救助和困

难家庭评估机制，强化救助就业联动工

作机制。全年街道享受低保７６７人，金
额２０２６０７元；享受重残无业 １５４人，金
额 １０２１９４４元；传统对象 ５人，金额
３６６１２元；实物补助５人，金额２４００元；
粮油帮困卡４１６张、粮油帮困券１０张。
做好残疾人就业指导，积极推荐残疾人

再就业，先后安排１１人工作。做好残疾
人康复服务工作，对有需求的１０７名残
疾人安排送康复服务上门，组７４名残疾
人进行了健康体检。为０－７岁残疾儿
童办理康复训练１２人，重残无业养护１７
人，办理居家养护７人，办理少儿住院２１
人，发放用品用具 １９１件。在“春雨助
学”活动中，向 ８名学生发放助学金
１９５００元，实物助困 ６０人，发放金额
６１５６０元，办理少儿住院基金２１人，办理
阳光卡 ３３人。建立健全服务档案 ９４９
份，残疾人康复服务率达１００％。做好残
疾人换发第二代残疾人证工作，共有

１０５３名残疾人受益。办好“阳光之家”
和“阳光康复基地”，完成创建全国残疾

人示范区各项工作。

■开展“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试点　
２００９年，街道作为宝山区开展“实有人
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工作的试点单

位，率先开展全覆盖管理工作，建立实有

人口数据库。５月，坚持“党委领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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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导，公安指导，部门司职，社区实施”

的工作方针，以派出所为主，居委会配

合，街道落实经费、人员等必要保障，在

区人口办和公安分局具体指导下，在辖

区内开展实有人口和实有房屋的信息登

记采集等工作，共采集房屋信息５８万
余条，常住人口信息９２万余条，来沪人
员信息２３万余条，境外人员信息 １５０
余条，形成以实有人口管理中心、公安派

出所、居委会、楼组长信息员等四位一体

的人口管理运作机制，并通过市人口办

的考核验收，基本达到“以房找人”和

“查人知住”的目的。９月，开展全覆盖
管理的长效机制探索，建立每周例会制

度、半月变动信息定期报送制度、工作考

核奖惩制度等相关工作制度，在信息采

集反馈上坚持“定期汇总上报、限期完成

登记”、“及时发现、及时报送、及时收

集、及时采集”的原则，对发现、报送、收

集、汇总、处置信息的时间期限及报送要

求进行规范，并制定详细的信息流转处

置流程图，确保“两个实有”信息的准确

性和及时性，为数据的综合分析和利用

奠定扎实基础。

■获“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秀社区”
称号　街道在原有民族团结进步达标社
区基础上实现新突破，健全民族创建工

作制度，推进“民族之家”建设，落实“三

个一”基础设施建设，即少数民族咨询服

务窗口、外来少数民族咨询服务点和少

数民族 ２４小时服务热线，做到接待有
人、电话有人接、有事能及时处理；创新

社区民族工作活动载体，即街道统战科

与宝钢开发公司民族联合分会共建结

对；完善民族团结进步社区创建工作资

料，进一步推进民族团结工作。７月，通
过评审，获“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秀社

区”称号。

■开展“迎世博百日竞赛”活动　街道
在开展“三五”集中行动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强对辖区 ３６个居民区、１８家物业
公司、８家集贸市场以及主要道路沿街
社区单位的环境卫生管理，制定“百日竞

赛”评比活动方案及评比标准，全面启动

“百日竞赛”活动。活动以各参赛单位

与街道签订的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承诺书
为基础，通过建立卫生责任区、组建市民

巡访团，开展环境整治、窗口服务评比、

公共秩序维护等基本行动，提高辖区的

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组建一

支８０人的城市巡访督查队，通过４个督

查小组每月的监督检查，督促各小区、物

业公司、集贸市场、沿街单位等落实迎世

博６００天行动承诺书，提高街道迎世博
工作的综合水平。

■完善“为民地图社区四级共建体系”
　年内进一步深化“为民地图”建设，将
原先的三级工作平台深化形成为“楼

组—居民区—一组两委—社区（街道）

党工委”的四级工作平台，切实解决群众

的“三最”问题。第一级共建体系（楼组

共建平台）：通过开展楼组与楼组共建、

党员尤其是在职党员与困难群众结对共

建等形式，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示

范带头作用，关心帮助楼组内的孤寡老

人、老干部、军烈属、残疾人、贫困户等特

殊群体，给予法律维权、医疗咨询、纠纷

调解、就业援助等帮助，尽力帮助群众把

问题解决在家门口。第二级共建体系

（居民区共建平台）：各居民区党组织通

过“为民地图”走访，及时了解走访采集

上来的困难和问题，通过“社区物业管理

党建联建”、“百企共建社区”等活动载

体，整合小区周边资源，充分利用企业、

物业、学校以及其他居民区共建资源，有

效解决各类难题。采用听证会、协调会、

联席会等形式及时沟通协调，把困难解

决在第一时间，把问题消除于萌芽状态。

第三级共建体系（一组两委）：针对一些

居民区没有能力解决、涉及面较广的

“急、难、愁”问题，居民区通过“为民地

图”信息系统向街道上报任务单，由街道

分管领导依托社区党建“一组两委”，利

用社区共建联席平台，与驻街道房地办、

工商所、派出所、城管支队等共建共管，

解决上报的各类“为民地图”问题。第

四级共建体系（社区党工委）：针对各居

民区存在的具有共性的、涉及面广、影响

面大的问题，由相关职能科室、分管领导

进行现场调研，形成初步解决方案后，报

社区党工委，由党工委研究讨论、确定方

案、现场办公、及时解决。四级平台自运

作以来，基层１０８个党支部共梳理出党
员群众集中反映的各类诉求和问题近

７００条，全部予以分类解决或正在解决，
其中通过第一、第二级共建平台解决或

正在解决的问题与诉求占三分之二以

上。 （唐　玮）

吴淞街道
■概况　吴淞社区（街道）位于宝山区
东部，东临长江、黄浦江，西沿泗塘河，南

起长江路延伸至东海船厂南围墙，北到

双城路，面积７５２平方公里，下辖２４个
居民委员会。至年末，有户籍３０２２４户、
７６５７３人，分别比上年减少 １３５户、４６８
人；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率１００％，人口出
生率 ５２６‰，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
２７１‰，人口密度１０１８３人／平方公里。
社区（街道）党工委下辖行政党组、居民

区党委、综合党委、２５个党总支、９５个
党支部，在册党员 ５２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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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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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实现上海市文

明社区创建目标，创建区级公民道德建

设示范基地１４个，创建市级文明小区６
个、区级文明小区３０个，文明小区创建
率达到 ８０％以上，文明楼组比例达到
７０％以上。年内，获上海市和谐社区、
上海市安全社区和上海市民族团结进

步优秀社区称号。

■经济发展　年内努力克服国际金融
危机带来的影响，推动区域经济联动长

效机制的有效运作，有序推进滨江现代

服务业发展带建设，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和重点企业发展，通过内抓管理服务、

外抓招商引资，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中国建材南方水泥上海营销中心

注册并运行，星月国际商务中心建设按

计划推进，水产路和淞宝路部队商业用

房改造完成。半岛１９１９创意园区企业
入驻率达５０％以上，江南造船厂有５家
辅业企业注册落地。全年完成区级财

政收入 １８８亿元，同比增长 ６１％；完
成增 加 值 １９９４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４４％；完成经营性固定资产投入 ３４
亿元；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１９６亿
元，同比增长８％。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以同济路逸仙路
高架和 Ａ２０沿线及湿地公园和半岛
１９１９创意园区周边区域为重点，推进淞
滨路、淞宝路、双城路、塘后路等１２条中
小道路整治工作，拆除跨街广告、高炮广

告、灯箱广告、楼顶广告等３５６处，沿街
立面整治 ３４万平方米，店招店牌整治
３８３０米。建立居民区环境卫生考核制
度，拆除违法建筑２１０３３平方米。

■旧区改造　年内完成海滨新村６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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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吴淞街道居委会一览表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西朱新村 ７６４ ２０３７ 西朱新村６４号 ５６６７８１４８

海滨新村 ２９８９ ７０８８ 海滨新村６７号乙一楼 ５６５６２１８３

海滨二村⑴ １７５８ ４３８７ 同泰北路２２７弄２号一楼 ５６５６００５３

海滨二村⑵ １１９８ ３０２７ 海滨二村９５号西侧 ６６６５０７２２

海滨三村 １５４５ ３８６４ 海滨三村４５号 ５６５６０６４８

海滨四村 １２８８ ３２３２ 海滨四村３５号 ５６５６０９５０

牡丹江路 ２０７６ ５２８７ 海滨六村１３号２楼 ５６５６９８７２

海滨八村 １４３４ ３７０１ 海滨八村５０号 ５６１７２５６６

三 营 房 １３８４ ３６５７ 前三营房８８号 ５６１７２３２８

永清新村 ２０８３ ５１８１ 永清新村１１８号 ５６５６７０１０

永清二村 １５１６ ３６８４ 永清二村１１６号 ５６５６５２４９

海江二村 ２３１２ ５４０４ 海江二村１５３号 ５６５７８０３３

海江新村 ７９２ １９８２ 塘后路２０３弄２２号 ５６５６３９４８

吴淞新城 ４１９ ９９７ 班溪路５５弄８２号 ５６８４０２６５

吴淞三村 ４５１ ９６０ 吴淞三村３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４８０１

淞新 ８６９ ２２８７ 淞滨路１６５弄１号 ５６８４９７２４

和丰 １２８６ ３６３７ 淞滨路７０弄８号 ５６６７００５６

桃园新村 １２９０ ３３１０ 桃园新村２８号１０４室 ５６８４７０２３

长征新村 ６７８ １８４３ 长征新村８号１０２室 ５６８４３２７０

一纺 ５５３ １５２２ 淞滨西路８１０弄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５６１７

二纺 ８５４ ２４４３ 宝林雅园５２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８４５１

李金 １３５８ ３６３４ 淞滨支路４０弄２号１０３室 ５６８４９３５８

泗东 ７７４ １９０５ 泗东新村２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６７９２５６

淞西 ５５３ １５０４ 同济路６０弄４３号１０１室 ５６８４３７１６

民楼的不成套改造，泰和路３１８弄和同
济路１９１弄改造工程全面开工，西朱１００
户解困动迁收尾工作全面完成，吴淞１４
街坊（即和丰小区）改造进入动迁宣传

阶段。

■就业和社会保障　推进就业和再就业
工程，新增就业岗位 ２１８４人（目标 ７７５
人），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控制在３７３７人
（目标在３７３７人以内）；外来从业人员综
合保险参保 １２７２８人（目标数 １０８４３
人），完成区指标的１１７４８％，比上年减
少５２人；新增非正规就业组织１８个，从
业人员５２人；建立青年职业见习基地２
个，参加职业见习的青年达到６４人。低
保救助２７７３７人次，发放资金 ７４３４万
元，分别比上年增 ９５９７％和 １８３％。
享受廉租房１１５３户次，发放资金１８５１
万元。医疗救助４４７人，发放资金３６４
万元。发放社会保险费补贴卡４５张，节
日补助３３６１人次，发放资金５９３万元。

助学７５１人，发放资金 ７０２万元；重残
无业１９８８人，发放资金 １０５５万元；困
难协保人员１９３人，发放资金３万元；发
放粮油帮困卡 ９２０２人，发放资金 ４１４
万元。支内回沪 ６６４５人，发放资金
３６７５万元。制作就医记录册４９４３本，
门诊大病登记１０８３人次，住院家庭病床
登记５３人次，院前急救３６１人次，报销
金额３１万元。

■老龄事业　至年末，街道共有６０周岁
以上老人１８２８２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
２３９％，其中 ８０岁以上高龄老人 ３１１０
人，孤老５４人。有居委老年活动室　２８
个，建筑面积达６２７５平方米，每天活动
人数３５００多人次。年内投资 ２８万元，
完成２家居委老年活动室标准化改造。
为老助餐服务对象增至 ８０名，对 １０８２
名社区老人开展居家养老，其中年内新

增１００名，落实志愿者与１０７８名社区独
居老人开展结对关爱。

■残疾人事业　至年末，有残疾人１６８７
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２２％，其中视力
残疾人３０８人、听语残疾人１１９人、精神
残疾人２８５人、智力残疾人３１０人、肢体
残疾人６６５人。有２个残疾人“阳光之
家”，使用面积５００平方米，智障学员８０
名。年内为 ２０８名残疾人进行免费体
检，为３３名视力残疾人办理网上信息沟
通服务，为３４多名肢体残疾人免费安装
无障碍设施，为３７名残疾儿童申请办理
少儿住院互助基金补助，为４１８名残疾
人发放残疾用品４５３件。积极开展扶残
助学“春雨行动”，为２８名残疾困难学生
发放助学金７万元。对１５１名重残无业
人员进行医疗救助，对１９７名贫困残疾
人发放医疗救助券。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年内深入开展
“六无”平安创建活动，积极参与平安街

镇“流动红旗”考评工作，完成街道综治

中心建设，规范“六位一体”居委综治室

运作模式，全力推进“两个实有”全覆盖

工作，总结推广海滨派出所“民情日记”

工作法，启动“综治进企业”试点和老式

居民小区封闭式管理工作，招募迎世博

平安志愿者２６２７名。

■来沪人员管理服务　推进来沪人员管
理服务和房屋租赁管理，配备外口综合

协管员５２名，成立由１８７０人组成的外
口信息员队伍，加强来沪人员登记和居

住证办理工作。全年来沪人员登记８４８５
人，同比上升２８％；办理居住证６５８１人，
办理房屋租赁５２２１户、１１２９８间；全面实
施情况抄告制度，办理情况抄告单 ４８４
份，办结率９７３％。

■纠纷调解　街道及基层调委会全年调
解各类纠纷８８１件，调解率为１００％，调
解成功率达９７％，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
２２５份，没有发生一起因调解不当引起
的民转刑案件。

■市级“安全社区”创建　年内，与辖区
２３３家重点单位签订安全工作目标管理
责任书，与１３８２家一般生产经营单位签
订安全承诺书。全年共组织安全生产检

查２０余批（次），检查单位超过５７２余家
（次），出动检查人员近６００人次，取缔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无证、无照单位 ６
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一般整改率９９％
以上，严重隐患整改率 ９９％，危化企业
整改率９９％，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数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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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检测率 ９８％，配合推进步云胶鞋厂
区域集中整治工作。全年未发生重特大

群死群伤安全事故，获市级“安全社区”

称号。

■社区党建　年内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参加活动的基层党组织

达到７５家、党员５２７４名，完成学习调研
和分析检查阶段任务。命名表彰２４幢
党员先锋楼，楼组党建覆盖率达到

７３％。在１０个居民区开展“四位一体”
（即在居民区党总支领导下，居委会、业

委会和物业公司共同参与物业管理的机

制）居民区管理体制试点，继续推进“两

新”组织党建。发展党员１２名，严格执
行每月１０日机关党支部组织生活固定
时间制。完成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２３
个居民区党总支和３６个“两新”党组织
全面实施“公推直选”。 （金　明）

张庙街道
■概况　张庙街道地处宝山区南部，东
起泗塘河与淞南镇接壤，西至共和新路

与庙行镇为邻，南迄一二八纪念路与高

境镇相接，北临?藻浜与杨行镇相望，总

面积５１９平方公里。街道下设４０个居
委会。至年末，有户籍６７９３４户、１２１０４７
人，人户分离１１８２０人；列入管理的来沪
人员１９６２９人，比上年减少３２４０人。人
口自然增长率 －４２７‰，计划生育率
９９１８％，人口出生率４５２‰，人口密度
２９４０３人／平方公里。辖区内有法人单
位１１７４个，学校２０所，有社区事务受理
中心１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１个，图书
馆２个；建有公共运动场所２个，居民健
身点５６个。社区党工委下辖２８个党总
支、１２９个党支部，登记党员７６７３人。

!""#

年张庙街道居委会一览表

居委会名称 户数（户） 户籍人口（人） 地址 联系电话

虎林 ２５５０ ４７１２ 泗塘一村１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９２３

泗塘 ２０５０ ４４０９ 泗塘一村６７号 ６６２０９１０１

新桥 １７２９ ２９５７ 泗塘一村９９号１０６室 ６６２０１５４０

虎二 １７０６ ４００３ 泗塘二村２７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２１９

振兴 １６５０ ３４７５ 泗塘二村１０２号１０２室 ５６７４３６１２

泗塘三村 ２３４７ ４４１２ 泗塘三村４９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２７１０３

泗塘四村一 １２９７ ２８９２ 泗塘四村７１号１０１室 ５６９９３０３６

泗塘四村三 １６６２ ３４４７ 长江西路１１６０弄２０／１０４ ６６２０５８１８

泗塘五村一 １３１７ ２７５９ 泗塘五村３４号 ６６２０１９６０

泗塘五村二 １８４８ ２８１３ 泗塘五村１７１号 ６６２０５６１３

泗塘六村 １００８ ２０７２ 泗塘六村５２号乙 ５６７４４４４１

泗塘七村 ２００１ ３５９９ 泗塘七村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４７９４

泗塘七村三 ３７５ ９５４ 虎林路９９弄７５号２楼 ６６２１５７２６

泗塘八村 ２２０６ ３８３４ 泗塘八村５６号乙 ６６２２００２４

呼玛一村二 １６６８ ３７２１ 呼玛一村５６号１０１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１

呼玛一村三 ２０２５ ３２６７ 呼玛一村１０３号１０２室 ６６２０１９４０

富浩 ４５０ １３４０ 虎林路８００弄１９号３楼 ３６１１０３４９

通河一村 ３３１７ ７７５１ 通河一村１０９号 ３６１１１１３２

通河二村 ３５２４ ７９７９ 通河二村６０号 ６６２０９９０８

通河三村一 １３０３ ３１１２ 通河三村１５号甲 ５６７６５４３５

通河三村二 ９２０ ２２３０ 通河三村１０９号 ５６７６２８１３

通河四村一 ２０７１ ２６２１ 通河四村３０号 ５６７６２８９９

通河四村二 １２０４ ２３５４ 通河四村５５号 ５６７４２４５４

通河六村一 １１６２ ２６７３ 通河六村１３９号 ５６７４３６８４

通河六村二 １５１６ ３３２０ 通河六村２４５号 ５６７６２４７０

通河七村一 ９８９ ２２７９ 共江路７５８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５

通河七村二 ６１１ １５０４ 爱辉路２８弄２２号 ５６７３２８０４

通河八村一 ８６０ ２１５７ 通河八村７１号 ５６７６２７３７

通河八村二 ８５９ １８９１ 通河八村１５０号 ５６７６２９００

通河八村三 ７８４ １９２７ 通河八村１９０号 ５６７６２３８３

通河九村 ９４５ ２３２６ 通河九村５８号 ５６７３０９７０

呼玛二村一 １７２５ ３８５９ 呼玛二村１２５号 ６６２０１７９１

呼玛二村二 １８４５ ３７２４ 呼玛二村２１２号 ６６２１００１８

呼玛三村一 １３４４ ３１５７ 呼玛三村３７７号 ５６７５９７０６

呼玛三村二 １１３５ ２６１６ 呼玛三村１９６号甲 ５６７５４８４９

呼玛三村三 ８４６ １９６４ 呼玛三村４８５号乙 ５６７６３１９１

呼玛三村四 ４７８ １１５７ 呼玛三村１１０号 ５６７６９６７８

呼玛四村 １５２７ ３３７３ 呼玛四村７４号 ６６２１０３３６

呼玛五村 １１９０ ２６２７ 呼玛五村４号 ５６７４２４４５

三湘盛世家园 １５０ ４８８ 一二八纪念路６８８弄１８号 ６６９８５０３９

■经济建设　全年完成增加值８２８２６万
元，同比增加 １２２％；完成区级财政收
入７５３５万元，同比减少１０３％。新增招
商注册户数７１户，同比增长２７％。

■社区建设和管理　加大社区拆违控违
力度，共拆除违章 ８７６户（间）、９３１４５
平方米，补种绿化１８７４平方米，重点拆
除整治了“三条街”（通河八村一条街、

呼玛三村一条街、虎林路一条街），有效

遏制新违法建筑的孳生和蔓延。加快推

进环境整治，按照“迎世博”行动方案，

全面清理完成共和新路—?川路高架地

面道路的户外广告，道路沿街店招店牌

统一整修，立面清洁粉刷，道路周边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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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种和护绿栏杆；按照路长负责制要求，

党政班子领导率科室分管负责辖区内十

条道路，督促协调职能部门对道路周边

绿化补种、规范停车、清扫保洁和破损道

路路面修缮；全面落实市容环境责任区

制度，继续抓好道路沿线商铺垃圾上门

收集工作，制定《张庙街道迎世博６００天
行动渣土运输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加强

小区内环境综合整治，建立社区行政执

法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街道牵头，协调

区条线部门和物业公司，划片对小区开

展全面整治。３月，《解放日报》刊登的
“城市环境满意度”测评中，张庙街道位

列全市 １１０个考核街镇的第 １６位；在
“居住区满意测评”中位列全市２０８个考
核街镇的第１８位。加快旧区改造，年内
开工６幢，竣工６幢，完成７个小区１０７
万平方米综合整治和二次供水。

■就业和社会保障　年内新增就业岗位
１２４８个，“零就业家庭”和“双困”人员就
业安置率均达到１００％，自主创业６４人，
失业人员控制在 ５４０９人。外来从业人
员综合参保月均５３２５人；全年共救助低
保人员６８４９２人次、１９９０余万元；救助大
病重病３８０人、９６万多元；助学９１３人、
１４０余万元；支内 １９３６７人、１０５８万元；
发放廉租房补贴６１７人、３３２万元；阳光
驿站综合帮扶政策边缘特困人员８８人
次，６０多万元；新增居家养老服务对象
４５０人，累计完成１０８０人。

■平安建设　以全国两会、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十七届四中全会等重大活动和
节日为节点，制定工作预案，建立稳控工

作网络，确保重大节日节点稳定。按时

做好信访督察工作，全年受理群众来信

２０３件，群众来电 ７８件，网上信访 ２３１
件，来 访 １９１批 ２９５人 次，办 结 率
９６３２％；街道主任信箱、区长在线、人民

群众网上评议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提案、议案答复率达１００％；司法调解民
间纠纷１３８８起，调解成功率９７％，制作
人民调解协议书３２０份。街道与诚建成
律师事务所结对实现３３个居民区全覆
盖，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咨询。

投入创安经费６３万余元，开展“平安小
区、平安单位、平安校园”的创建活动。

抓好重点小区刑案控制工作，全年地区

刑案比上年同期下降１４％。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加大对人群密集场所、重点

企业的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年内未发生

重大安全事故。

■精神文明建设　举办“快乐迎世博，秀
出我风采”系列活动。开展“迎世博，唱

响和谐社区欢乐歌群众歌会”、“迎世博

读书征文”活动，组织“科学发展我谏

言”、“身边陋习共同改，我为世博添风

采”社区居民大讨论、“六好”（好家长、

好儿女、好夫妻、好邻里、好居民、好楼

组）“六星”（学习之星、关爱之星、才艺

之星、孝顺之星、创业之星、文明之星）事

迹巡回展，提高居民群众对社区建设的

参与率。开展“爱辉路文明示范街”评

比、“区文明商业街创建”、“三五集中行

动日”、“学雷锋”等活动，积极参加各类

创建活动，有序推进公民道德示范基地

建设。街道第 ５次蝉联上海市文明社
区，连续两届获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

秀社区。加强社区学校管理，推进学习

型社区建设。开设各类班次及讲座１２０
多个，参加各类教育培训人数７００００人
次，其中迎世博市民世博知识测试完成

良好；招募１０００余名世博志愿者。抓好
党组织凝聚力建设，通过学习科学发展

观活动和“我是党员我带头”和“千名党

员进社区”主题实践活动，深化党员“双

结对”活动，组织“七个一”（读好一本党

章、写好一篇心得、负责一片责任区、管

好一个楼道、结好一个对子、争创一户学

习型家庭、参加一支志愿者队伍活动）活

动，以党员带群众，以先进带一般，扩展

社区志愿者队伍，在册社区志愿者超 １
万人；抓好党风廉政建设，通过建章立

制，强化激励等方法，确保人民群众对政

府工作的满意率，树立政府工作良好形

象。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组织举办未成年人体育运动会、防灾

知识竞赛、卡拉 ＯＫ演唱比赛、法律知识
讲座；组织学生进行国防教育，参观海军

博物馆，体验一天军营生活；组织青少年

志愿者与社区志愿者共同巡逻小区，开

展“世博知识培训”网络知识竞赛活

动等。

■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开展文体活动，
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年内举办各类文艺

演出３０余场，新建三湘居民健身点。成
功承办宝山区运动会健身气功比赛，街

道代表队获区第二届运动会总成绩第六

名。代表宝山区参加多场市“天天演”

演出，成功举办“迎世博，欢乐在社区”

系列活动、“张庙街道全民健身周”活

动、接待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演员进家

庭进社区活动。街道网络图书馆和东方

信息苑创建工作成效明显。

■开展为老服务　街道有户籍老年人
２８，４０１人，占辖区总人数的２３％。年内
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中心功能，增加娱

乐、休闲、健康等项目，为老人提供日托、

助餐、送餐等服务。中心日托站有入住

老人４５名（其中２３名免费提供棋牌阅
览服务），食堂就餐日均５８０人次，为老
人送餐上门 １４２户；新造老年活动室 １
个，改造１个，为８个居委老年活动室新
添活动器材。组织社区团员青年与１９８６
名孤寡独居老人助老结对，获上海市共

青团“５４”特色项目奖。 （宋彦梅）

永清公园　摄影／顾鹤忠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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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与名录
■编辑　谭雪明

　４月２９日，宝山区召开庆“五一”劳动模范先进座谈会 摄影／顾莉莉

先进个人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振祥　男，１９５９年 ９月
生，中共党员，宝山区顾村镇总工会主席。吴振祥创建了“抓

大、圈中、放小、归类、联谊”的工会组建模式，先后建立了职工

法律无偿援助等８项工作机制；以职工维权条块化等“七化”
为抓手，整体推进工会工作，得到市委领导高度评价。工会组

建、职工维权等做法先后被《劳动报》、东方电台等多家媒体

多次宣传。先后获得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度宝山区先进工作者，
２００８年度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２００９年度全国优秀工会工作
者等荣誉；所在镇总工会被评为２００７年度上海市模范职工之
家，２００７年度全国百家示范乡镇工会，２００８年度全国模范职
工之家。

■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者—潘兰英　宝山区城市管理监
察大队月浦分队长、党支部书记，汉族，中共党员。作为城管

执法系统为数不多的女队长，以“跨前一步，为民服务”为宗

旨，建立城管、协管监察管理覆盖网络，设立“路长”管理责任

制，有效破解城管难题顽症。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以社区

城管执法“三走近、三互动”为载体，塑造为民执法、文明执法、

公正执法的良好形象。为改善地区城市环境面貌，成功创建

市文明卫生镇和全国卫生镇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她组

织党团员成立应急班组，参加夜间环境整治行动；定期深入辖

区内居委、学校、工地、企业和沿街商铺，

宣传城管法规，倾听群众意见，并主动为

社区解决部分居民饲养家禽、破墙开店、

乱扔垃圾等难题。几年来，她坚持家访

制度和日常谈心制度，从工作、学习和生

活中关爱每一位队员，竭力为队员解决

各种困难，被队员们亲切地称为“知心大

姐”。该分队城管监察实效考核指标位

居全大队前茅，辖区城市管理水平跃居

全区前列，并被评为上海市文明镇、全国

文明镇。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被评为上海
市三八红旗手；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全国三八
红旗手。

■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者—申惠芳　
宝山区罗店镇天平村党总支部书记，汉

族，中共党员。她是一位敢想、敢做、愿

做、能做的女书记，２００７年当选中共十七

大代表。几年来，她先后引进１０余家私营企业，既为村里增
加经济收益，又解决一部分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近６０位
下岗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营思

路、添置新设备、引进新技术、拓展新业务等方法，不断增强企

业竞争力，保持村经济良好的发展态势。在确保农民口粮田

的基础上，增加投入５０余万元，种植梨枣、果桑、猕猴桃、水果
盆景等新品种２０余公顷，使村民的收入得到较大幅度的提
高。她总是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在酷暑和寒冬慰问村里的

困难家庭、困难党员、困难老同志，让他们感受党的关怀和温

暖。２００４年，建造１５００平方米的动迁过渡房，解决各生产队最
困难的老年村民的租房问题。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被评为上海市
三八红旗手；２００２年被评为全国各族农村妇女“双学双比先进
女能手”；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２００８年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上海市劳动模范（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度）（５人）
　朱永发　倪　袁　邱云地　武志萍（女）　徐燕静（女）

■上海市先进工作者（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度）（１４人）
朱建兴 周科民 郭长春（女） 李雅琴（女）

郝春燕（女） 浦利国 金晓晖 张洁华（女）

于　斌（女） 朱晓珍（女） 陈恒宝 钱叶长

范锦良 潘兰英（女）

３９２



先进集体
■上海市模范集体（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度）（６个）

　上海市宝山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服务大厅班组

　上海市宝山沪剧团演出队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医院妇产科

　上海宝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养护

项目部

　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招商部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友谊路作业区

■团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９年度）

　区少工委获“中国少年平安行动优秀组织奖”

　宝山实验小学春苗中队获“全国优秀少先队集体”

　团区委获“上海市迎世博志愿服务贡献奖和区健康城市志

愿者优秀团队”

　淞南镇团委获“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五四特色团委”

　吴淞中学团委获“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五四特色团委”

　公安宝山分局刑侦支队团支部获“２００９年度上海市五四特

色团支部”

■上海市文明单位（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度）（８７个）

上海市吴淞中学

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上海东晨市容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电力公司宝山供电分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培智学校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水利管理署

宝山区小鸽子幼稚园

上海市宝山区实验小学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北郊分公司

上海市淞谊中学

上海盛江特种耐火材料厂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宝山分院

上海市宝山区江湾中心校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宝山区粮油购销有限公司顾村分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罗店中学

上海市行知中学

上海市求真中学

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长江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宝山区宝山中心医院

上海市宝山区业余大学

上海长江口五金交电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宝谊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宝山区分局第十二税务所

上海宝松重型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大华新村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广播电视台

上海市宝山区殡仪馆

上海市宝钢新世纪学校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百货分公司黄金广场

上海张庙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房地产交易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淞南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

上海东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友谊路派出所

宝山烈士陵园

上海市宝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上海市宝山区教师进修学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宝山分院

上海长江口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百货分公司宝钢商场

上海庙行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一钢开发有限公司

宝山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

上海市宝山区图书馆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众出租汽车十分公司

上海宝罗瞑园

上海北翼（集团）有限公司北翼商厦

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泗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

上海月浦经济发展公司

宝山月浦安息灵园

上海市宝山区社会福利院

宝山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上海金牡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牡丹大酒楼

上海烟草集团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

上海新月浦房产（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农业公司

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

上海大昌实业有限公司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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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洋桥检查站

上海振华焊割工具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文化馆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淞南派出所

上海市宝山区救助管理站

上海市宝山区示范果园

上海淞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振杨经济发展实业公司

上海宝山华联吉买盛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治安支队

上海市宝山区财政局

上海宝隆宾馆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档案局

上海杨行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区杨行镇宝山敬老院

上海宝隆巴士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市文明小区（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度）（１２０个）

　友谊路街道（３９个）

　　宝林四村小区　　　　　　　宝林六村一小区

　　牡丹锦苑小区 宝林二村一小区

　　宝林二村二小区 宝林三村小区

　　宝林新苑小区 宝林七村小区

　　宝林八村小区 宝钢一村小区

　　宝钢二村小区 宝钢三村小区

　　宝钢八村小区 宝钢九村小区

　　宝钢十村小区 宝钢十一村小区

　　临江新村小区 临江四村小区

　　同济公寓小区 密山二村小区

　　华能时代花园小区 宝城三村小区

　　宝山二村二小区 宝山三村一小区

　　宝山三村二小区 住友宝莲花园小区

　　宝山六村小区 宝山七村小区

　　宝山八村一小区 宝山八村二小区

　　宝山九村小区 中艺花园小区

　　宝山十村一小区 宝山十村二小区

　　白玉兰小区 恺源景江苑小区

　　华能城市花园小区 宝林五村小区

　　临江佳园小区

　吴淞街道（６个）

　　海滨六村小区 海滨七村小区

　　吴淞新城西小区 永清二村小区

　　李金怡心园小区 新叶公寓小区

　张庙街道（９个）

　　通河一村一小区 通河一村二小区

　　呼玛一村一小区 通河七村二锦辉绿园小区

　　通河九村昌鑫家园小区 呼玛一村二小区

　　通河七村二昌鑫世纪园小区 通河九村昌鑫协和园小区

　　呼玛二村一小区

　杨行镇（１０个）

　　杨泰二村二小区 宝启花园小区

　　富锦苑小区 城西小区

　　世华佳苑小区 四季花城小区

　　杨泰一村二居委３３８弄小区 杨泰二村一小区

　　杨泰春城小区 杨泰一村二居杨泰苑小区

　月浦镇（１３个）

　　月浦二村小区 月浦十村小区

　　庆安四村小区 庆安五村小区

　　盛桥四村（西小区） 乐业二村小区

　　乐业四村二小区 月浦三村小区

　　月浦八村小区 盛桥三村小区

　　庆安二村小区 乐业五村一小区

　　乐业五村二小区

　罗店镇（２个）

　　罗溪花苑小区 富丽苑居民小区

　大场镇（２１个）

　　大华四村康华苑小区 大华一村一小区

　　大华二村文华苑北小区 大华三村七小区

　　大华四村申泉苑小区 大华一村久华佳苑小区

　　大华一村北华苑小区 大华二村一小区

　　大华二村文华苑南小区 大华一村二小区

　　大华一村四小区 大华三村远景佳苑小区

　　乾溪乾恩苑小区 祁连聚丰园小区

　　祁连四村当代高邸小区 锦秋花园一小区

　　大华二村二小区 大华二村馨华苑小区

　　大华四村枫庭丽苑小区 乾溪乾沁苑小区

　　祁连学林苑小区

　顾村镇（２个）

　　共富四村一街坊小区 富弘苑小区

　庙行镇（４个）

　　屹立家园小区 共康公寓小区

　　共康二村小区 馨康苑小区

　淞南镇（５个）

　　淞南二村小区 淞南九村一居小区

　　锦通苑小区 淞南一村小区

　　长宏新苑小区

　高境镇（９个）

　　逸仙一村三居小区 岭南翠庭小区

　　南雅苑小区 美树铭家小区

　　逸仙二村五居 高境欣苑小区

　　共和八村小区 高境二村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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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投世纪名城小区

■上海市文明村（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度）（２２个）

　杨行镇（２个）

　　三汀沟村　　大黄村

　月浦镇（８个）

　　沈巷村 长春村　　勤丰村　　新丰村

　　月狮村 钱潘村　　段泾村　　盛星村

　罗泾镇（３个）

　　合建村 新苗村

　　陈行村

　罗店镇（３个）

　　富强村 张士村　　天平村

　大场镇（３个）

　　场南村 丰收村　　东方红村

　顾村镇（２个）

　　羌家村 沈杨村

　庙行镇（１个）

　　场北村

逝世人物

■钱信忠　 （１９１１年 １２月 ３０日～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男，汉族，上海市
宝山区罗店镇人。１９３２年参加红军，
１９３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
１２９师卫生部部长，华北军区卫生部
部长。１９５０年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部
长。１９５１年赴苏联学习并获医学副
博士学位，后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

长兼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兼党组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任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会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部部长兼党组书

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在北京病逝，享年９８岁。钱信忠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代表。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中共区委

■中共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书　记　吕民元
副书记　斯福民　陆学明
常　委　吕民元　斯福民　陆学明　姚志荣

张浩亮　袁　鹰　丁大恒（２００９６任）
顾亦兵　夏　雨　周德勋（女）　章俊荪
盛亚平（女）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丁大恒（２００９６任）
王兆钢　冯健理　吕民元　朱永泉　朱礼福
朱雅芳（女）　李　娟（女）　杨卫国　沈伟民
沈秋余　张志平　张浩亮　陆学明　陆继纲
陈士达　陈锡琪　周德勋（女）　钟　杰　姚志荣
姚荣民　袁　鹰　夏　雨　顾亦兵　倪诗杰
盛亚平（女）　康大华　章俊荪　斯福民　程六一

候补委员　（按得票多少为序）
常积林　彭　林　周建军　刘发林　鲍永明
曹正兴

■区委工作机构
办公室（归口管理信访办公室）

　　　　　　主　任　朱礼福

组　织　部（归口管理老干部局）
部　长　盛亚平（女）

宣　传　部（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部　长　袁　鹰

统　战　部（与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台湾工作办公室、台湾
事务办公室、侨务办公室合署）

部　长　周德勋（女）
副部长　刘发林（常务）

政法委员会（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合署）

书　记　陆学明（２００９６免）
丁大恒（２００９６任）

副书记　姚志荣（兼）
钟　杰
尹有良

政策研究室 主　任　陈晓峰
６１０办公室 主　任　汤宝德（２００９４免）

黄建光（２００９４任）
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明瑞成（２００９７免）
刘志荣（２００９７任）

老干部局 局　长　金光明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陆学明（兼）
人武部 部　长　胡晓春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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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委　顾亦兵
党　校 校　长　盛亚平（女，兼）

副校长　崔兰竹（常务）
《宝山报》 总　编　钱文俊
《宝山报》党组

书　记　钱文俊
档案局（２００９２列入区委序列）

局　长　仇小平（２００９４免）
朱显武（２００９４任）

档案局党组

书　记　冯启伟（２００９１０免）
朱显武（２００９１０任）

党史研究室 主　任　仇小平（２００９４免）
朱显武（２００９４任）

地区办公室 主　任　宋国安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徐佳麟
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主　任　宋晓青
侨务办公室 主　任　魏银发（２００９４免）

黄忠华（２００９４任）
台湾事务办公室

主　任　魏银发（２００９４免）
黄忠华（２００９４任）

社会主义学院

院　长　周德勋（女，兼）
副院长　丁建华（女，常务）

宝山区社会工作党委

书　记　樊　锦（女，２００９１０免）
吴华朗（２００９１０任）

区委接待办公室（２００９１０建）
主　任　陶国强（２００９１０任）

■中共宝山区纪委
书　记　章俊荪
副书记　何以琴（女）　赵　平
常　委　章俊荪　何以琴（女）　赵　平　陈国华

陶宝忠　商志高　徐文忠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　芳（女）　朱永其　朱永锁　刘　萍（女）
纪延石　吴华朗　何以琴（女）　张丽萍（女）
张学智　张建忠　张晓宁（女）　陈仕宏
陈国华　林学东　明瑞成　季文武　孟建明
赵　平　姜　炜　莫新华　徐文忠　徐佳麟
奚　玲（女）　陶宝忠　黄　辉　樊　锦（女）
章俊荪　商志高

■纪委、监察委员会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徐文忠
监察综合室 主　任　商志高
案件检查室 主　任　潘惠芳（女）
纠风室 主　任　陈志军
案件审理室 主　任　张丽萍（女，２００９６免）

王济琴（女，２００９７任）

信访室 主　任　陈　健
教育研究室 主　任　陶宝忠
党风廉政室 主　任　陈国华

■区级机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区属事业单位党组织
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　记　沈秋余
人民政府党组

书　记　斯福民
人民政协党组

书　记　康大华
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　吕民元
书　记　顾亦兵
副书记　胡晓春

人民法院党组

书　记　姚荣民
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　记　张志平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书　记　朱雅芳（女）
经济委员会党委（２００９２撤）

书　记　曹晋和（２００９２免）
经济委员会党委（２００９２建）

书　记　浦志良（２００９２任）
对外经济委员会党组（２００９２撤）

书　记　陈　亮（２００９２免）
商务委员会党委（２００９２建）

书　记　陈　亮（２００９２任）
农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朱永其（２００９６免）
高静娟（女，２００９７任）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党委

书　记　沈忠良（２００９４免）
仇小平（２００９４任）

科委科协党组

书　记　杨立红（女）
信息化委员会党组（２００９２撤）

书　记　浦志良（２００９２免）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

书　记　王　建（２００９９免）
王　岚（女，２００９９任）

宝山公安分局党委

书　记　姚志荣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顾　泓
司法局党委 书　记　周有根
人事局党组（２００９２撤）

书　记　杨志豪（２００９２免）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２００９２撤）

书　记　郑建忠（２００９２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２００９２建）

书　记　杨志豪（２００９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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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党委　书　记　高　香（女）
财政局党组　书　记　方建华
审计局党组　书　记　陈仕宏
统计局党组　书　记　顾远忠
教育局党委　书　记　张晓静（女）
卫生局党委　书　记　秦　冰（女）
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党委（２００９２更名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
局党委）

书　记　曹正兴（２００９２任）
体育局党总支

书　记　刘　鸣
市容管理局党委（２００９２撤）

书　记　徐荣森（２００９２免）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党委（２００９２建）

书　记　郭生建（２００９２任）
环境保护局党组

书　记　朱卫国
规划管理局党组（２００９２撤）

书　记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党委（２００９２建）

书　记　顾卫俊（２００９２任）（２００９１０免）
房屋土地管理局党委（２００９２撤）

书　记　顾卫俊（２００９２免）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党委（２００９２建）

书　记　金守祥（２００９２任）（２００９１２免）
黄任睴（２００９１２任）

水务局党委

书　记　潘锡根
国有（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２００９２更名为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

书　记　马饮冰（２００９２任）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员会党组

书　记　周剑平（２００９３免）
沈天柱（２００９９任）

民防办公室党组

书　记　陈鹤鸣（２００９１免）
金　成（２００９１任）

合作交流办公室党总支（２００９１０撤）
书　记　陶国强（２００９１０免）

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党委

书　记　刘建宏
总工会党组 书　记　陆春萍（女）
共青团区委党组

书　记　修　燕（女）
妇女联合会党组

书　记　李　娟（女）
工商联合会党组

书　记　居根宝
残疾人联合会党组

书　记　郭廷育（女）
人大常委会

■宝山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
主　任　沈秋余

副主任　吴德渊　周明珠（女）杨卫国
陆　豪　周竹平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马玉光　王友农　王开泰　冯鞍钢　李　明
李　娟（女）　张士青　陈　忠　陈士达
陈向峰　陈智敏　季文武　郑龙喜
修　燕（女）　陶华强　梅平夷　梅秀友
曹兆麟（女）　谢　平　鲍永明　蔡永平

■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办事机构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任委员　吴德渊（兼）
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平夷
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曹兆麟（女）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蔡永平
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李　明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主　任　梅秀友
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委员会（２００９４设）

主　任　梅平夷（２００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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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检察机关

■区人民法院
院　长　姚荣民
副院长　曹光曜　王国新（２００９６免）

王启扬（２００９６任）　韦　杨　陈素琴（女）

■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　张志平
副检察长　黄　辉　俞玲华　陆吉敏（２００９２免）

郑永生（２００９２任）

人民政府

■宝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　斯福民
副区长　张浩亮　夏　雨　李　原（女）

朱永泉　钟　杰　冯健理

■区政府工作机构
政府办公室（与法制办、外事办、地区办合署）

主　任　倪诗杰
地区办公室　主　任　宋国安
外事办公室　主　任　倪诗杰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挂物价局牌子）

主　任　朱雅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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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局 局　长　徐林彬（２００９９免）
朱雅芳（女，２００９１０任）

经济委员会（挂粮食局、旅游事业管理局牌子，２００９２撤）
主　任　叶　英（２００９．２免）

经济委员会（２００９２建，挂信息委牌子）
主　任　叶　英（２００９２任）

信息化委员会（２００９２建）
主　任　浦志良（２００９２任）

商务委员会（２００９２建，挂粮食局、旅游事业管理局牌子）
主　任　曹晋和（２００９２任）

粮食局 局　长　叶　英（兼，２００９２免）
曹晋和（兼，２００９２任）

对外经济委员会（２００９２撤）
主　任　陈　亮（２００９２免）

农业委员会

主　任　钱伟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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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立红（女）
信息化委员会（２００９２撤）

主　任　浦志良（２００９２免）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　任　王　建
监察委员会（与区纪委合署，２００９２更名为监察局）

局　长　何以琴（女，２００９２任）
公安分局 局　长　姚志荣

政　委　李征静
国家安全局宝山分局

局　长　顾　泓
司法局 局　长　周有根
人事局（与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合署，２００９２撤）

局　长
编制委员会

主　任　斯福民（兼）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２００９２起与区委组织部合署）

主　任　杨志豪（２００９３免）
王友农（２００９３任）

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２００９２撤）
局　长　赵婧含（女，２００９２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２００９２建，挂公务员局、医保办牌
子）

局　长　赵婧含（女，２００９２任）
公务员局 局　长　杨志豪（２００９２任）
民政局（挂社会团体管理局牌子）

局　长　吴春梅（女）
财政局 局　长　方建华
审计局 局　长　张晓宁
统计局 局　长　牛长海
教育局（教育委员会）

局　长　楼伟俊
卫生局 局　长　李士华
文化广播电视管理局（２００９２更名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局　长　彭　林（２００９２任）
体育局 局　长　刘　鸣
市容管理局（２００９２撤）

局　长　徐荣森（２００９２免）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２００９２建，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牌子）

局　长　徐荣森（２００９２任）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２００９２建）

局　长　郭生建（２００９２任）
环境保护局 局　长　魏廉虢
规划管理局（２００９２撤）

局　长　邵雷明（２００９２免）
规划和土地管理局（２００９２建）

局　长　邵雷明（２００９２任）
房屋土地管理局（２００９２撤）

局　长　金守祥（２００９２免）
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２００９２建）

局　长　金守祥（２００９２任）
水务局（２００９１２挂海洋局牌子）

局　长　潘锡根
海洋局（２００９１２建）

局　长　潘锡根（２００９１２任）
国有（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９２更名为国有资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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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２任）
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９２建）

主　任　孙晓风（女，２００９２任）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局　长　杨月明
民防办公室（挂人民防空办公室牌子）

主　任　陈鹤鸣

■区政府其他工作机构
信访办公室 主　任　徐佳麟
政策研究室（与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合署）

主　任　陈晓峰
老龄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　窦映东
合作交流办公室（２００９２起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２００９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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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１０建）

主　任　陶国强（２００９１０）
机关事务管理局（２００９２起与区政府办公室合署）

局　长　张　萍
地方志办公室

主　任　仇小平（２００９４免）
朱显武（２００９４任）

行政管理学院

院　长　张浩亮（兼）
副院长　崔兰竹（常务）

招商局（２００９１０撤）
局　长　陶国强（２００９１０免）

宝山区国家保密局

９９２

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负责人名录



局　长　仇世平（兼，２００９９免）
刘正田（兼，２００９９任）

城市管理监察大队

大队长　郭生建
政　委　刘建宏

土地储备中心

主　任　金守祥（兼，２００９２免）
邵雷明（兼，２００９２任）

滨江开发领导小组（黄浦江沿岸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０９０５建）
主　任　李佳川（２００９５任）（２００９９免）

徐林彬（２００９９任）
招商办（２００９１０建）

主　任　陈百勤（２００９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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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佳德　徐静琳（女）

叶建英　刘伟国
秘书长　朱　亮
常　委　（按姓名笔画为序）

马菁雯（女）　方斐均　王　锋（２００９１２辞）
王普祥　尹有良　世　良　龙　婷（女）
刘祖辰　华　雯（女）　阳树智　李　俊
李建才　吴华朗　陈志军　邵金如　郑晓远
郁永清　封伟康（２００９１２辞）　赵学勇
钟国定　高　峰　顾　英（女）　奚雪明
曹　清　魏廉虢　万思文　方红梅（女）
刘发林　庄祥弟　孙伟华　汪　怡（女）
张建中　陆春萍（女）　施利毅

副秘书长　李建才　沈艳兴　陆　军　钟国定　刘祖辰
奚雪明　王普祥　陈志军　黄兑菊（女）
马菁雯（女）

■区政协工作机构
办公室 主　任　朱　亮
专门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李建才
提案委员会　主　任　彭超美（女，２００９１２去世）
第一经济委员会

主　任　侯　艳（女）
第二经济委员会

主　任　居根宝
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　任　钱佩珍（女）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主　任　诸理茂
法制委员会

主　任　尹有良
社会事务委员会

主　任　赵学勇
教育委员会

主　任　张步华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主　任　李建才（兼，２００９６辞）
魏银发（２００９６任）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主　任　宋晓青

民主党派

■民革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赵学勇

■民盟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原（女）

■民建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向峰

■民进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刘伟国

■农工民主党宝山区第六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陆　豪

■九三学社宝山区第五届委员会
主任委员　徐静琳（女）

■致公党宝山区支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孙伟华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

■区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杨卫国
副　主　席　陆春萍（女，常务）

■共青团宝山区第七届委员会
书　记　修　燕（女）

■区妇联第五届执委会
主　席　李　娟（女）

■区工商联（商会）第六届执委会
主　席　叶建英

■区科协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李海平
常务副主席　杨立红（女）

■区侨联第五届委员会（２００９１０２３产生）
主　席　曹晋和（兼）

■区青年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
主　席　修　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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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同学会区工作委员会
主任委员　彭望?

■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张浩亮
理事长　郭廷育（女）

■区红十字会第四届理事会
名 誉 会 长　吕民元
名誉副会长　徐木泉　朱芸芳（女）　厉家俊
会　　　长　李　原（女）
副　会　长　冯海林（常务）

街道、镇、园区

■街道党工委、镇党委、园区党工委、党总支
张庙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季文武
吴淞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陈士达
友谊路社区（街道）党工委

书　记　鲍永明
杨行镇党委　书　记　王兆钢
罗店镇党委　书　记　程六一
月浦镇党委　书　记　沈伟民
顾村镇党委　书　记　瞿新昌
大场镇党委　书　记　陈锡琪
罗泾镇党委　书　记　常积林
高境镇党委　书　记　顾梅林
庙行镇党委　书　记　陆继纲
淞南镇党委　书　记　赵小平
城市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毛菊弟（２００９３免）
宝山工业园区党工委

书　记　曹正良
航运经济发展区党总支（２００９５撤）

书　记　詹　军（女，２００９５免）
航运经济发展区党工委（２００９５建）

书　记　杨宝根（２００９５任）（２００９１０免）
樊　锦（２００９１０任）

■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园区管委会
张庙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陈百勤（２００９１０免）
顾卫俊（２００９１０任）

吴淞街道办事处

主　任　杨金娣（女）
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主　任　邵　琦（女）
杨行镇　 镇　长　蒋伟民
罗店镇　 镇　长　徐连发
月浦镇　 镇　长　王国君
顾村镇　 镇　长　吴志宏
大场镇　 镇　长　梁迎群

罗泾镇　 镇　长　黄振德
高境镇　 镇　长　顾云飞
庙行镇　 镇　长　项明洁
淞南镇　 镇　长　袁惠明
城市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张跃进
宝山工业园区管委会

主　任　杨宝康
航运经济发展区管委会

主　任　王宝龙（２００９１０免）
杨宝根（２００９１０任）

■镇人大主席
杨行镇　 刘　慧
罗店镇　 陈智敏

月浦镇　 苏元龙

顾村镇　 马玉光

大场镇　 曹群华

罗泾镇　 林　明
高境镇　 陆土祥

庙行镇　 郁伟光

淞南镇　 李建民

上海市政府工作部门在宝山的分支机构

宝山区国家税务局

税务局宝山分局党组

书　记　沈伟杰（２００９２免）
郑继明（２００９１２任）

税务局宝山分局

局　长　沈伟杰（２００９２免）
郑继明（２００９１２任）

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党委

书　记　董海明
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山分局

局　长　董海明
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

书　记　陶永庆
宝山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局　长　陶永庆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党组

书　记　赵　敏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宝山分局

局　长　赵　敏

区境内部分部市属单位负责人名录

■冶金、冶建单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乐江
总经理　马国强

　　　　　党委书记　刘国胜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总　裁　蔡伟飞
　　　　　党委书记　姚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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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　明
总经理　王石磊

五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　程并强
总经理　周　青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建设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培义
总经理　郝建宏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　勇
总经理　张孟星

■港口与口岸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戌源
　　　　　党委书记　孙　丰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华浜分公司

总经理　董志刚
　　　　　党委书记　朱建海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

总经理　罗德明
　　　　　党委书记　罗德明（兼）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罗泾分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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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站　长　曹鸿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局　长　吕祥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吴淞海事处

处　长　马　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宝山海事处

处　长　巢国荣
　　　　　党委书记　潘江华

■公用事业单位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厂　长　张茂义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厂　长　王建林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殷剑君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吕　伟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长江原水厂

厂　长　贾建明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吴淞水厂

厂　长　黄昌飞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月浦水厂

厂　长　杨仪敏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泰和水厂

厂　长　吕玉龙

■金融单位
中国银行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王劲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

行　长　张　政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宝钢支行

行　长　谢　平
中国农业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倪家明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市宝山区支行

行　长　梅福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厉　静
中国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王治平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华　黎
浦东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王汉斌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丁　兵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行　长　仇忠亮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宝山区支行

行　长　陆忠明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行　长　叶　梅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总经理　卜蔚文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公司

总经理　陈孝亮
上海宝山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跃如
上海宝山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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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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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编辑　吴思敏

!""#

年区委、区政府主要文件目录

■区委
宝委（２００９）１号 坚定信心保增长 科学发展上水平 为又好又快建设现代化滨江新区而努力奋斗———在中共上海市宝山

区区委五届七次全会上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９）２号 区委关于结束淞南镇派驻纪检组试点工作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９）３号 区委关于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委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９）５号 区委、区政府关于区政府机构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０９）８号 区委、区府关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９）９号 区委、区府关于对２００８年度处级领导班子和处级干部实绩考核中先进单位和个人实施表彰的决定

宝委（２００９）１０号 区委关于在全区党员中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０９）１１号 区委、区府关于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任务分工的意见

宝委（２００９）１２号 区委、区府关于表彰２００８年度信访工作专项先进集体的决定

宝委（２００９）１４号 区委印发《中共宝山区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９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９）１６号 区委印发《中共上海市宝山区代表大会任期制实施办法》及相关制度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９）１８号 区委、区府关于２００９年绩效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０９）１９号 区委、区府关于命名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第十四届）宝山区文明单位、文明小区、文明村的决定

宝委（２００９）２０号 区委、区府关于命名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第十四届）宝山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集体的决定

宝委（２００９）２２号 区委关于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领导班子党政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方案

宝委（２００９）２４号 区委、区府关于宝山区第六批拔尖人才、青年尖子选拔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０９）２７号 区委关于２００９年度区委常委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９）２８号 区委、区府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宝山区国有、集体资产和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三个文件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９）３０号 区委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检查报告》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９）３４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宝委（２００９）３５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工作报告

宝委（２００９）３６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整改落实方案》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９）４１号 关于《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的报告

宝委（２００９）４８号 区委、区府关于开展２０１０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专题调研工作的意见

宝委（２００９）５２号 区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委（２００９）５３号 区委、区府关于印发《宝山区贯彻落实〈上海市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工作

方案》的通知

宝委（２００９）５７号 区委关于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自查报告

３０３



■区委办公室　

宝委办（２００９）１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关于做好春节期间社会稳定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２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关于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平安建设实事项目安排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开展“综治进企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５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信访值班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６号 区委办关于对２００８年度先进集体和个人实施表彰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７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在区政府机构改革中加强档案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８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印发《关于对市委巡视有关问题落实整改的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１０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信访工作要点》等五个文件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１２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本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１３号 区委办关于认真做好２００８年度中央、市委文件清退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１４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宝山区２００９年“扫黄打非”行动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１５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宝山区关于建设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１６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市场商铺租售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１８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开展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流动红旗”竞赛活动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２０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成立宝山区居（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２２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宝山区关于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有关部门职责分工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２３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活动和文件简报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２４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宝山区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机构设置及运作模式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２６号 区委办、区府办印发《关于清理和规范区级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的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２７号 区委办关于申请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系统使用许可证的函

宝委办（２００９）２９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进一步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切实做好高温季节各项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０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第三个百日“流动红旗”竞赛情况的通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１号 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办公室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整改落实方案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２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加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档案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３号 区委办、区府办转发《宝山区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４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建立宝山区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领导小组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５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关于开展２００９年宝山区“万人百企评机关”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６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关于开展“平安宝山”竞赛活动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７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切实做好２００９年国庆节前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８号 区委办关于印发《宝山区第六批拔尖人才管理与服务办法》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３９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转发《开展无证无照经营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４１号 区委办关于做好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发行和学用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４２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印发《区级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清理与规范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４３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第四个百日“流动红旗”竞赛情况的通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４４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批转区法宣办《关于开展２００９年“１２．４”全国法制宣传日暨区第二十一届宪法宣传

周活动的请示》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４７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全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重要事项信息报送工作情况的通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４８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切实做好灾害性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５０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印发《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流动红旗”竞赛活动考评工作修订方案》的通知

宝委办（２００９）５２号 区委办、区府办关于做好２０１０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区政府　

宝府［２００９］１号 关于上海市配套商品房顾村一号基地（上海馨佳园）Ｂ４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２号 关于《上海市“旭辉依云湾小城”修建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３号 关于２００７年度宝山区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整改情况的报告

宝府［２００９］４号 关于加快推出大场镇沪太路商务办公地块的函（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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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０９］５号 关于落实２００９年度区本级预算草案初审意见的报告

宝府［２００９］６号 关于市经济适用房项目宝山区庙行镇场北基地相关土地事宜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７号 关于宝山区淞南镇逸仙路西侧地块办理工业用地招拍挂的请示（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８号 关于宝山区武装部杨行地块办理工业用地招拍挂的请示（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９号 印发《关于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无偿献血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１号 关于同意建立高境镇高境四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高境镇高境三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月浦镇新月明月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大黄馨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５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同盛嘉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月浦镇富浩河滨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７号 关于同意建立罗店镇富丽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８号 关于同意建立罗店镇富南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９号 关于同意设立罗店镇罗新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２０号 关于同意设立罗店镇金星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２１号 关于同意设立罗店镇宝通家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２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月浦镇新月明星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２３号 关于同意建立月浦镇时代家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２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２５号 关于同意撤销罗店镇西埝村葛墙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０９］２６号 关于同意撤销罗店镇西埝村刘巷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０９］２７号 关于宝山区罗店镇天平村村庄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２８号 关于同意撤销杨行镇星火村中宅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报告在２００８档案永久５０６号）

宝府［２００９］２９号 关于同意撤销城市工业园区五星村中巷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报告在２００８档案永久５０４号）

宝府［２００９］３０号 关于同意撤销城市工业园区五星村北陈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报告在２００８档案永久５０５号）

宝府［２００９］３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城市工业园区五星村反扒浜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报告在２００８档案永久５０３号）

宝府［２００９］３２号 关于请求落实宝山区庙行镇被征用地人员社会保障的函

宝府［２００９］３３号 关于建议加快推出杨行镇月城路地块、罗店新镇Ｄ２－２地块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３４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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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３５号 关于请求延续宝山区生态专项工程建设有关土地征用政策的函（附复函）

宝府［２００９］３８号 关于同意撤销城市工业园区五星村西陈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报告）

宝府［２００９］３９号 关于邀请市领导出席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工程奠基典礼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４１号 关于宝山区大场镇经纬城市绿洲Ｇ地块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４４号 关于宝山区杨行镇Ｂ块配套商品房基地分二期开发建设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４５号 关于宝山区罗泾镇塘湾、洋桥、新陆等三个村庄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４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１）》的通知

宝府［２００９］４９号 关于上海锦秋花园十六期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５０号 关于同意建立庙行镇新梅绿岛苑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５１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大陆村北陆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５２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王宅村孙家头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５３号 关于同意撤销顾村镇大陆村大桥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５４号 关于建请求加快推出高境镇金家巷南侧地块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５５号 关于请予支持解决宝山区耕地占补平衡问题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５６号 关于同意建立罗店镇顺驰美兰湖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５７号 关于公布第二批宝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５８号 关于申报第二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函

宝府［２００９］５９号 关于宝兴火化设施迁建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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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０９］６０号 关于同意设立上海宝山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预审报告（附请示、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６２号 关于２００９年粮食清仓查库工作情况的报告（附报告）

宝府［２００９］６３号 关于上海卫斯嘉公共服务配套项目办理协议出让手续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６４号 关于杨行镇Ｆ地块退地的函（附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关于杨行镇Ｆ地块退地向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发函

和杨行镇关于协调宝山西城区南块Ｆ地块重新挂牌出让事宜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６６号 关于宝山体育中心及图书馆改造项目规划总平面图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６７号 关于上海宝山城市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修编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６８号 关于宝山区罗店镇Ｂ７、Ｂ８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７０号 关于同意设立上海宝山富邦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预审报告（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７２号 关于祁连山路、丰翔路地块居住小区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７３号 关于申办国家设计中心项目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７４号 关于宝山泗塘小区（暂用名）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７５号 关于加快推出我区友谊街道盘古路南侧地块等三幅地块的函

宝府［２００９］７６号 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宝杨路邮轮港码头圈围项目建设中相关问题的函

宝府［２００９］７７号 关于同意设立上海宝山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预审报告（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７８号 关于调整宝山烟草糖酒有限公司股东的复函

宝府［２００９］７９号 宝山区２００８年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措施落实情况自查报告

宝府［２００９］８０号 关于协助建设蔬菜菜田设施基地的函（附请示、函复）

宝府［２００９］８１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

宝府［２００９］８２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四季花城第二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８３号 关于宝山罗泾“海上御景苑”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８４号 关于宝山区生态专项建设工程企业安置用地落实用地指标事宜请求市局支持的函

宝府［２００９］８５号 关于《庙行镇场北村共康二块住宅区项目（暂用名）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８６号 关于补办高境镇人民政府驻地迁移手续的请示（附请示）（沪府［２００９］７２号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８７号 关于罗店镇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的请示（附请示）（沪府［２００９］７２号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８８号 关于补办庙行镇人民政府临时驻地迁移手续的请示（附请示）（沪府［２００９］７２号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８９号 关于补办杨行镇人民政府驻地迁移手续的请示（附请示）（沪府［２００９］７２号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９０号 关于补办顾村镇人民政府驻地迁移手续的请示（附请示）（沪府［２００９］７２号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９１号 关于补办罗泾镇人民政府驻地迁移手续的请示（附请示）（沪府［２００９］７２号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９２号 关于朗诗美兰湖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９３号 关于罗店交通枢纽综合开发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９４号 关于宝山区检察院、法院迁建工程给予动迁支持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９５号 关于同意“绿地顾村小辣椒地块商业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９６号 关于“上海凯迪集团研发总部”项目规划总平面图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９７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吴淞西块９０、９１街坊为旧区改造回搬基地的请示（附请示、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９８号 关于表彰２００８年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决定

宝府［２００９］９９号 ２００９年征兵命令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０号 关于申请解决宝山国防教育园展示装备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２号 关于宝山区罗店镇罗南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３号 关于迎世博６００天沪太路大场段东区整治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４号 关于同意宝山区糖业烟酒有限公司股东调整方案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５号 关于申请设立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北上海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６号 关于《宝山区月浦镇沈巷社区局部代征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７号 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浦钢搬迁罗泾基地东区配套项目国有建设用地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函（附请

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８号 关于解除宝山区长江西路地块国有土地补充出让合同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０９号 关于邀请盛京银行作为发起人在上海市宝山区设立村镇银行的函（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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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２００９］１１０号 关于同意撤销罗店镇繁荣村李家村民小组建制的批复（附请示、公文办理抄告单［２００９］２７０）

宝府［２００９］１１１号 关于宝山区政府与市经信委联手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化新能源装备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基地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１３号 关于本区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１４号 关于罗店镇Ｄ２－２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１５号 关于调整宝山区吴淞西块９０、９１街坊旧区改造回搬基地开发容积量的函（附请示、公文办理抄告单

［２００９］３０６）

宝府［２００９］１１６号 关于“法院审判业务用房迁建工程”项目规划总平面图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１８号 关于罗店新镇Ｃ３、３、４、５地块项目规划总平面图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１９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０号 关于加快办理我区杨行镇大黄村门前生产队被征地农民落实社会保障的函（附请示、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被征地人员办理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通知放置档案永久８３１）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１号 关于静逸宁静佳苑二期（Ｃ地块）规划总平面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２号 关于同意“绿地顾村商业广场（莱蒙地块）”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３号 关于申请建立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新材料基地的函（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４号 关于同意建立杨行镇丽景翠庭居民委员会的批复（附请示）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５号 关于杨行镇梅林路地块改造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６号 关于宝山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的公告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７号 关于罗泾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８号 关于同意“绿地新天地荻泾花园三、四期”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２９号 关于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迁建办案用房和专业技术用房项目”规划总平面图方案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３０号 关于对区政协主席会议所提进一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建议案的复函

宝府［２００９］１３１号 关于宝山区罗店镇罗南小区（暂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３２号 关于上海罗泾港配套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

宝府［２００９］１３３号 关于上海宝山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批复

■区政府办公室　

宝府办［２００９］１号 转发《关于宝山区推进节能减排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２号 转发《关于做好镇（街道）防震减灾“三网一员”建设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３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９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项目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４号 关于印发《２００９年区政府重点工作安排和任务分解》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关于街镇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工作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号 关于表彰二００八年度先进个人的决定

宝府办［２００９］７号 关于转发《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食品安全工作实施意见》、《宝山区食品安全示范街镇创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建设健康城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行动计划》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１０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实施上海妇女儿童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１２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１３号 转发《宝山区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效能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１４号 转发《关于切实加强２００９年防汛防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１５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办法》和《宝山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考评办法》的通知（附

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１６号 转发《关于支持街镇（园区）经济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１７号 转发《关于加强本区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２０号 关于转发《关于宝山区农村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２１号 转发《关于加强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夏秋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２３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附请示复印件）

宝府办［２００９］２４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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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府办［２００９］２５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附请示复印件）

宝府办［２００９］２６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附请示复印件）

宝府办［２００９］２７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附请示复印件）

宝府办［２００９］２８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人民政府商务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附请示复印件）

宝府办［２００９］２９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附请示复印件）

宝府办［２００９］３０号 转发《关于推进科技小巨人工程实施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３１号 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综合服务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工

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３２号 转发《关于加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档案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３３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迎世博门弄牌整顿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３４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３５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２００９年节能减排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３６号 转发《关于本区２００９年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３９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实施方案》、《宝山区安全生产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宝山区安全生

产宣传教育行动实施方案》等三个文件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４０号 转发《关于在本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４１号 转发《宝山区２００９年本区机关推进区协同办公系统应用实施计划》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４３号 关于建立宝山区大型居住社区开发建设指挥部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４４号 关于转发《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纠风和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４５号 关于成立上海市宝山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４６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迎世博６００天规范车辆停放工作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４７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贯彻落实＜保护世博会知识产权专项行动方案＞工作计划》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４８号 关于转发《上海市宝山区质量兴区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０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宝山政府门户网站内容保障工作的意见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１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数据统计和目录备案工作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２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党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整改落实方案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３号 关于调整本区高中、大学困难学生学费减免标准的通知（请示、抄告单放置永久２７８）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４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区镇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５号 转发《关于推进“镇财区管”财政管理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７号 转发《关于快速查处城市化地区在建违法建筑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８号 转发《关于本区加强农村地区拆违控违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５９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实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强区工程推进计划（２００９－２０１１）》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０号 关于印发《宝山区河道养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１号 关于对２００９年度区人大代表书面意见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进行复查的通知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２号 转发《关于做好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

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３号 关于成立宝山区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４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５号 转发《关于建立宝山区政府信息系统安全检查和网络信息安全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编制、演练工作长效

机制的通知》的通知（秘密）（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６号 转发《关于加强本区拆违、控违督办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８号 关于转发《宝山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档案示范村创建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６９号 转发《关于做好＜宝山年鉴２０１０＞编纂工作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７０号 关于转发《上海世博会期间宝山区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７１号 转发《宝山区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工作方案》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７２号 转发《关于建立“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长效管理机制的意见》的通知（附请示）

宝府办［２００９］７３号 关于印发区政府实事项目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８０３

附　录



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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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增长％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增长％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２９３．７１ ２９３．７１ 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２７２４９０６ ２３６１３１１ １５．４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１３６．５５ １４０．６３ －２．９ 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１８２４５９ ３５３１３９ －４８．３

　＃外来常住人口 万人 ３６．２６ ４０．３７ －１０．２ 　进口额 万美元 ６１４５８ １１２７１０ －４５．５

年末户籍人口 人 ８６４３４６ ８４６９４５ ２．１ 　出口额 万美元 １２１００１ ２４０４２９ －４９．７

　＃农业人口 人 ５９８７８ ６４８８５ －７．７ 银行年末存款余额 万元 １６８１５６３６１３６２２５８２ ２３．４

出生人口 人 ５８８１ ６０７０ －３．１ 银行年末贷款余额 万元 ７２６３４４６ ６０７７５２０ １９．５

死亡人口 人 ６１７６ ６１９４ －０．３ 各类学校数 所 ２５５ ２３８ ７．１

自然增长率 ‰ －０．３５ －０．１４ 下降０．２１个千分点 　＃普通中学 所 ５４ ５３ １．９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９１３．０５ ９７４．４８ １．７ 　 普通小学 所 ７２ ６１ １８．０

　第一产业 亿元 ２．３４ ２．４ －４．５ 　 幼儿园 所 １１０ １０５ ４．８

　第二产业 亿元 ５４８．４８ ６５０．３２ －３．８ 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３３２８０ １１８９２２ １２．１

　　＃工业 亿元 ４８３．１７ ５９０．１６ －４．１ 　＃普通中学 人 ３９１６６ ３８８５８ ０．８

　第三产业 亿元 ３６２．２３ ３２１．７６ １３．３ 　 普通小学 人 ５８４１２ ４６７８５ ２４．９

区级增加值 万元 ５４９０８１１ ５０７０３０３ １２．１ 　 幼儿园 人 ３１６９９ ２９４０５ ７．８

　第一产业 万元 ２０６６７ ２２４３３ －８．８ 义务教育入学率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平

　第二产业 万元 ２４６４０７１ ２４７５９１０ ７．５ 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 ％ ９７．０ ９８．１ 下降１．１个百分点

　　＃工业 万元 １９９９６９９ ２０７６４９８ ４．０ 普通高校录取率 ％ ９１．２ ８７．０ 提高４．２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 万元 ３００６０７３ ２５７１９６０ １６．８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４３６８ ２２１５０ １０．０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２１７０３７５ １６４０６０８ ３２．３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４４９３ １３１６９ １０．１

　第一产业 万元 ９０５ １６３０ －４４．５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８２５１７０５ ６８５９１４０ ２０．３

　第二产业 万元 ４６９６２２ ４００１４８ １７．４ 结婚登记 对 ８０６４ ７７８９ ３．５

　　＃工业 万元 ４６９６２２ ４００１４８ １７．４ 离婚登记 对 ２９３５ ２７０３ ８．６

　第三产业 万元 １６９９８４８ １２３８８３０ ３７．２ 医疗机构数 个 ４０ ４０ ０．０

全区财政总收入 万元 １５１６１８１ １４０１４１４ ８．２ 卫生技术人员 人 ５６８９ ５２２５ ８．９

　＃区地方财政收入 万元 ６２６９７９ ５７４７７０ ９．１ 医院核定床位数 张 ４２９３ ４４９５ －４．５

区地方财政支出 万元 ９３６６０６ ８９６７３８ ４．５ 道路长度 公里 ５７２ ５２４ ９．２

利用外资合同金额 万美元 １５９８６ ３５１４２ －５４．５ 公共绿地面积 公顷 １７９６ １６７４ ７．３

耕地面积 公顷 ５０８０ ５３２１ －４．５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平方米 ２１ ２０ ５．０

农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７１６１ ６５４３６ －１２．６ 绿化覆盖率 ％ ４１．５ ４１．０ 提高０．５个百分点

工业总产值 万元 １０３３６１０７ １０３７６５４４ －０．４ 火灾发生数 起 ５２８ ２６３ １．０倍

工业销售产值 万元 １０２７２６９９ １０２０１５４８ ０．７ 火灾损失额 万元 １６６ ２８ ４．８倍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５１０４９８５ ４３２９１０５ １７．９ 交通事故发生数 起 １６９ １４１ １９．９

交通事故损失额 万元 １１１ ４９ １．３倍

　注：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增幅按可比价计算，２００８年地区生产总值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修订数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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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增加值（区级）一览表 单位：万元

行　业 ２００９年 可比增长
（％） 行　业 ２００９年 可比增长

（％）

总　计 ５４９０８１１ １２．１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２３５０３９ １２．２

　第一产业 ２０６６７ －８．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３０８２７ ６．７

　第二产业 ２４６４０７１ ７．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７２２４２ １３．４

　　工业 １９９９６９９ ４．０ 　　金融业 ４０１４３５ ２８．１

　　建筑业 ４６４３７２ ２５．７ 　　房地产业 ５３１６６５ ３５．２

　第三产业 ３００６０７３ １６．８ 　　其他行业 ７４４４９８ １７．９

　　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 ３９０３６７ ６．７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生产总值一览表 单位：亿元

行　业 合　计 可比增长（％） 行　业 合　计 可比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合计 ９１３．０５ １．７ 　　比重（％） ３９．７

　第一产业 ２．３４ －４．５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２．０２ １．５

　　比重（％） ０．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８．６０ １１．１

　第二产业 ５４８．４８ －３．８ 　　住宿和餐饮业 ５．８４ －４．８

　　比重（％） ６０．１ 　　金融业 ５２．２９ ２３．４

　　工　业 ４８３．１７ －４．１ 　　房地产业 ７２．４９ ３４．９

　　建筑业 ６５．３１ －０．８ 　　其他行业 １２０．９９ ５．８

　第三产业 ３６２．２３ １３．３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税收一览表 单位：万元

行　业 合　计 行　业 合　计

税收总收入 １４９７３９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５７７６４

　第二产业 ６５４２７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３６１７

　　工业 ５００６５９ 　　房地产业 ３８７５４１

　　建筑业 １５３６１５ 　　租赁及商务服务业 ７５２０６

　第三产业 ８４３１１６ 　　其他行业 ４３８９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５０９７

　注：此表由区税务分局提供。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银行年末存、贷款余额一览表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０９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０９年 增长％

存款合计 １６８１５６３６ ２３．４ 　＃企业贷款 ５００９０１１ １５．６

　＃企业存款 ８４２４４５８ ２６．２ 　 个人贷款 ２２４０５２０ ２９．５

贷款合计 ７２６３４４６ １９．５ 　　 ＃住房按揭贷款 １９９６５８１ ２９．４

　＃短期贷款 ２８２７０７６ １１．９ 居民储蓄存款 ９１６８７２ ６５．９

　 中长期贷款 ４４３６３７０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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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财政收入一览表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０９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０９年 增长％

财政总收入 １５１６１８１ ８．２ 房产税 ２９５９５ １１．７

　中央级收入 ５５４３８７ ６．９ 印花税 ２４５８９ －４．２

　市级收入 ３３４８１５ ８．７ 土地增值税 ４１７６１ ７６．９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６２６９７９ ９．１ 契税 ８３７８２ ２０．６

　　税收收入 ６０４１６５ １０．５ 非税收入 ２２７９１ －１８．１

　　　＃增值税 ７８９５３ ８．２ 专项收入 ８３８ －６６．７

　　　 营业税 ２０１１７８ １４．３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１０５１７ ８１．１

　　　 企业所得税 ８４５５７ －１６．８ 罚没收入 ７７６６ －２０．５

　　　 个人所得税 ３５６５２ ２３．６ 其他收入 ３６７１ －６２．３

　　　 城市维护建设税 ２４０９８ ９．０ 附加收入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财政支出一览表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０９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０９年 增长％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９３６６０６ ４．５ 　 科学技术 ３１８２３ １．１倍

　＃区级财政支出 ５３７８２２ ０．８ 　 文化体育与传媒 １５３７７ ２２．９

　 街道支出 ４４５８８ －４．１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１０８６３７ ２２．４

　 镇级支出 ３５４１９６ １１．８ 　 医疗卫生 ４７０７４ ２９．５

　＃一般公共服务 ６６３１３ ６．１ 　 环境保护 １０９６８ ８７．９

　 公共安全 ６１５３９ ２２．３ 　 城乡社区事务 １２６７２９ １６．４

　 教育 １４６５５８ １２．０ 　 采掘电力信息等事务 １８４７１３ －７．９

　注：由区财政局提供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农业总产值及其构成一览表 单位：万元

类　　 别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 现价增长％ 可比价增长％

合　计 ５７１６１ ６５４３６ －１２．６ －１５．０

　种植业 ２７０２２ ２９８１４ －９．４ －１８．８

　　＃稻谷 ２０４８ １８７７ ９．１ ２．０

　　 小麦 ８７５ ７２１ ２１．４ １６．２

　　 油菜籽

　　 蔬菜 １９１０３ ２２６３４ －１５．６ －２７．４

　　 水果 ３４３０ ２１５４ ５９．２ ６１．０

　林业 ４６２０ ４１６７ １０．９ １４．５

　畜牧业 １８３２５ ２３２１４ －２１．１ －１５．８

　　＃猪 ５３８６ １０３７９ －４８．１ －３６．１

　　 禽 １４０

　　 蛋

　　 奶 １２２８８ １２３００ －０．１ －１．３

　渔业 ２１３２ ３５４８ －３９．９ －４４．２

　农业服务业 ５０６２ ４６９４ ７．８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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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期宝山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平均增长率一览表 单位：％

指　标
平均每年增长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十五”
时期

“十一五”
时期

指　标
平均每年增长

“八五”
时期

“九五”
时期

“十五”
时期

“十一五”
时期

年末户籍人口 ２．５ ３．８ １．８ ２．３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７３．９ ２．２ ３２．３ ２．３

　＃农业人口 －４．３ －４．３ －６．１ －１２．２ 第一产业 ２１．６ －２３．８ ０．０

增加值（可比增长） １３．８ １８．７ １９．３ 第二产业 ５９．７ ２．８ ２３．４ －１．３

　第一产业 ３．０ －７．６ －５．１ 　　＃工业 ５３．２ ７．０ ２３．６ －１．２

　第二产业 １３．４ ２０．７ １９．５ 　第三产业 ９０．６ ２．２ ３６．３ ３．４

　　＃工业 １４．３ ２０．９ １９．１ 商品房竣工面积 ５０．６ －１２．６ ２０．０ －９．６

　第三产业 １５．１ １７．５ １９．３ 人民生活

农业 　职工年平均工资 ２７．６ １０．０ １８．６ １４．７

　耕地面积 －４．７ －２．８ －５．４ －１２．１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４．６

　总产值 ２０．３ ０．１ －５．５ ０．６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４２．２ １７．４ ２０．０ ２１．４

工业 银行存贷款

　工业企业户数 １４．６ ９．２ ７．５ ５．９ 　银行存款余额 　 １６．４ １８．７ ２４．４

　总产值 ３５．９ １３．１ ２２．５ １８．６ 　银行贷款余额 　 １５．３ １５．２ １５．２

　销售产值 ３５．４ １３．５ ２２．７ １８．１ 私营、个体经济

商业 　户数 ２０．７ １３．３ １３．７ ５．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１．５ １１．６ １５．３ ２１．７ 　　＃私营 　 ３６．９ ２０．２ ５．９

外经 　从业人员 ３４．９ ２７．２ １９．９ ３．７

　三资企业批准数 －１０．５ １６．６ －２１．３ 　　＃私营 　 ３６．７ ２１．７ ３．６

　投资总额 －２４．１ ５３．２ －２７．５ 　注册资金 １．４倍 ３９．６ ３９．３ １９．６

　合同外资额 －２７．４ ４１．９ －２１．９ 　　＃私营 　 ４０．４ ３９．７ １９．５

　外贸出口 　 １９．３ －９．７

财政

　区地方财政收入 １３．０ １４．８ ３１．５ －０．５

　区地方财政支出 ２９．１ １７．５ ３２．２ １０．２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耕地面积一览表 单位：公顷

镇 上年末耕地面积 当年增加耕地 当年减少耕地 １、国家征用 ２、乡（镇）村基建 年末耕地

合　计 ５３２１．０ ２４１．４ ２４１．４ ５０７９．６

罗店镇 １５２９．４ ２１．１ ２１．１ １５０８．３

大场镇 ２０７．８ ５．２ ５．２ ２０２．６

杨行镇 ５１１．２ ２４．３ ２４．３ ４８６．９

月浦镇 ７４０．１ ４．７ ４．７ ７３５．４

罗泾镇 １３９８．０ １０．６ １０．６ １３８７．４

顾村镇 ７９６．９ １０８．５ １０８．５ ６８８．４

高境镇 ２１．９ 　 　 ２１．９

庙行镇 ６１．２ ２０．６ ２０．６ ４０．６

淞南镇 １．５ 　 　 １．５

城市工业园区 ４６．４ ４６．４ ４６．４ 　

其他 ６．６ 　 　 ６．６

　注：耕地面积本年变化情况由区规划土地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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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邮政、电信一览表

指　标 单位 ２００９年 增长％ 指　标 单位 ２００９年 增长％

邮政支局 个 ２３ 平

邮政所 处 ５０ －２．０

邮路总长度 公里 ８２９ １．４倍

邮政业务总量 万元 ６４４５２ ２３．９

函件 万件 ９７２１ ２．２

国内特快专递 万件 ２９２ １．２倍

国际特快专递 万件 ５１ ４６．３

报刊累计订销数 万份 １１９３２ －１２．９

市内电话用户 万户 ４２ 平

　
!

住宅电话 万户 ３０ 平

　注：本表由区邮政局、区电信局提供。

!""#

年宝山区文化事业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公共文化设施总数 个 ４５５ 文化市场经营单位 家 ７８０

　区县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 　娱乐经营场所 家 ３５９

　区县级公共文化馆 个 ２ 　　＃网吧 家 １２２

　街镇级公共文化站（中心） 个 １２ 　音像制品零售 家 ２７

　街镇级公共图书馆 个 １２ 　影剧院 家 ９

　文化活动广场 个 １６ 　书场 家 ４

　名人故居、纪念馆 个 ６ 　印刷机构 家 ２５３

　博物馆、美术馆 个 １ 　出版物零售 家 １２８

　居（村）委文化活动室数 个 ４０４ 　卫星接收 家 ７８０

　其他公共文化设施 个 １

　注：本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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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广播电视业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全区广播电视机构 个 １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４０１

广播电视工作者 人 ８９ 区广播电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０９７

区电视台公共节目播出时间 小时 ５８８６ 　＃自办节目 小时 ４６１３

　＃自办节目 小时 １３８６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１１９９

　＃新闻资讯类节目 小时 ９５２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８０９

　 专题服务类节目 小时 ６６９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１７７２

　 综艺类节目 小时 ２２ 　 广播剧类节目 小时 １２５２

　 影视剧类节目 小时 ３７８７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３０

　 广告类节目 小时 ２７０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３５

　 其他类节目 小时 １８６ 区广播电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小时 ２８１４

　注：本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览表 单位：万元

指　标 ２００９年 增长％ 指　标 ２００９年 增长％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７２４９０６ １５．４ 其他 ４５１３１０ －１８．２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按行业分

　　国有 １８１４０２ －０．４ 　　
!

批发零售业 ２５４４７０６ １４．４

　　集体 ８０１８６ ０．７ 　　
!

汽车零售 ４０６８７２ ５６．０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１４０９７３ －１７．５ 餐饮业 １６４２６６ ２５．０

　　私营及个体 １８７１０３５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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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公共图书馆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机构数 个 １ 　书库 平方米 １９５０

从业人员 人 １４５ 　阅览室 平方米 ３３７６

总藏量 册、件 ９６７０２９ 阅览室座席数 个 ２０５９

　＃图书 册 ９２２８８０ 总流通人次 人次 １１６７０４３

　 报刊、期刊 册 ３７０９ 　＃外借 人次 ２９５７０４

　 视听文献 件 ２１１８９ 书刊文献外借册次 册次 ９０６３３８

　 外文书刊 册 ２６９８ 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

本年新购藏量 册、件 ５９２５５ 　次数 次 ２１６

　＃图书 册 ５５７３５ 　参加人次 人次 ２５３８４７

建筑面积 平方米 ５５０２

　注：本表由区文广影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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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体育事业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举办运动会和比赛次数 次 ２１ 　　国际级（健将） 人 ３

　＃综合运动会 次 ６ 　国家级（运动健将） 人 １５

　 单项比赛 次 １７ 　　一级（高级） 人 ３

举办全民健身活动次数 次 ２３１ 　　二级（中级） 人 １２９

参加体育赛事 　　三级（初级） 人 ４８５

　国家级赛事 项 １１ 　专职教练员 人 ６５

　市级赛事 项 １２ 　裁判员 人 ９９

参赛运动成绩 公共体育场馆

　参加国家比赛 　体育场 个

　　冠军 项 １７ 　体育馆 个

　　亚军 项 １８ 　游泳馆 个 ２

　　季军 项 １１ 　运动场 个 ２

　参加市级比赛 　训练房 个 ２

　　冠军 项 １２ 社区健身设施

　　亚军 项 １２ 　健身苑 个 １１

　　季军 项 １２ 　健身点 个 ４２４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 　社区公共运动场 处 ２６

　运动员 人 ６３５ 　农民健身家园 个 ５７

!""#

年宝山区火灾事故与消防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火灾事故 　损失折款 万元 １６６　发生次数起 ５２８ 消防情况

　＃放火 起 ７ 　消防队 队 ８

　 电器 起 １１７ 　消防车辆 辆 ４１

　 违章操作 起 ４８ 　消防人员 人 ５０４

　 吸烟 起 ４１ 　出动起数 起 ３７９２

　 用火不慎 起 １５９ 　出动人次 人次 ５３２００

　 玩火 起 ７ 　出车辆次 辆次 ５９０８

　 自燃 起 ２７ 　抢救人员 人 ２２５

　死亡人数 人 １ 　抢救财产价值 万元 ２１１５３

　受伤人数 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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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社会治安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刑事案件 　查处数 起 ５７５６７０

　立案数 起 ７５６１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５００３３８

　破案数 起 ２９１７ 　＃治安案件

　刑事案件作案人员中青少年比重 ％ ３８．４ 　 受理数 起 ４１９２３

行政案件 　 查处数 起 ３４８５９

　受理数 起 ６９０８９５ 　 查处违法人员数 人 ６７８７

　注：由区公安分局提供。

２００９年宝山区机动车车辆一览表 单位：辆

类　别 ２００９年 类　别 ２００９年

合计 １８８４４３ 　轻便摩托车 ７０３０１

　大型汽车 ２６６８５ 　挂车 ９３５１

　小型汽车 ７４４５８ 　其他 ２４１４

　两、三轮摩托车 ５２３４

注：由区公安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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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律师、法律服务及调解工作一览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９年

律师工作 　基层法律服务所 个 ４

　律师事务所 个 １９ 　基层法律工作人员 人 ２７

　取得律师职业资格 人 １３９ 调解工作

　　＃专职律师 人 １３６ 　街镇建司法所 个 １２

　　 兼职律师 人 ３ 　司法所工作人员 人 ２８

　办理各类法律事务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个 ４４６

　　担任法律顾问 家 ５９５ 　调解人员 人 ２４４２

　刑事诉讼辩护及代理 件 ７５８ 　调解民间纠纷 件 ９１２４

　民商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２５２９ 　　＃调解成功 件 ９１１４

　行政案件诉讼代理 件 ８ 法律援助工作

　非诉讼法律事务 件 ２６８ 　受理援助案件 件 ６０７

　解答法律询问 人次 ３８０４ 　接听１２３４８咨询电话 个 ４８９６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件 ５８４ 　接待来访当事人 批 ２７９９

法律服务

　注：由区司法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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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及平均工资一览表

类　别
单位数

（户）

期末人数（人） 平均人数（人） 工资总额（千元） 平均工资（元）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合计 ８２５ ７２２４４ ６２０６８ ５９０９８ ７３９５１ ６３７８４ ６０９２５ ３６２９８４２３３４８０１０３２８２１７７ ４９０８４ ５２４９０ ５３８７２

　按注册类型分

　　国有企业 ４５２ ３０４０１ ２６６５５ ２５７９６ ３０２４９ ２６５８９ ２５６９５ ２１５２９１７２０５２４２２２０４０８３６ ７１１７３ ７７１９１ ７９４２５

　　集体企业 ７９ ３３５９ ３１３８ ２３４０ ３２３３ ３０４４ ２２１７ ９８９００ ８５３５２ ８０９０６ ３０５９１ ２８０３９ ３６４９３

　　股份合作 ３６ ８３４ ６５２ ６０６ ８５３ ６６０ ６０８ ３２９７０ ２７８４１ ２７０９２ ３８６５２ ４２１８３ ４４５５９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 ３４７７ ３５３０ ２９５３ ５５４０ ５６１７ ５００９ １９１２９７ １８２３２４ １７７６９４ ３４５３０ ３２４５９ ３５４７５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１６０１ １３７５ １１４６ １５８６ １３８９ １１４１ ６８５２６ ５９６３８ ５８０８９ ４３２０７ ４２９３６ ５０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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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别
单位数

（户）

期末人数（人） 平均人数（人） 工资总额（千元） 平均工资（元）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从业
人员

全部
职工

在岗
职工

　　其他内资 ３ １７０ ２６ ２５ １６７ ２５ ２４ ３８７５ １３５５ １３４２ ２３２０４ ５４２００ ５５９１７

　　港澳台商合资 ２２ ４１６７ １７９０ １７７３ ４１６２ １８０２ １７８７ １２０８３９ ６６５６７ ６６４２８ ２９０３４ ３６９４１ ３７１７３

　　港澳台商合作 １１ １１２３ １０４９ １０１９ １１０１ １０２８ ９９８ ４３５９８ ４０８５５ ４０１１３ ３９５９９ ３９７４２ ４０１９３

　　港澳台商独资 ３１ ４９６５ ４５９７ ４５９７ ４９９７ ４６２０ ４６２０ １４６５５３ １２６７９５ １２６７９５ ２９３２８ ２７４４５ ２７４４５

　　外商投资 １３６ ２２１４７ １９２５６ １８８４３ ２２０６３ １９０１０ １８８２６ ７７０３６７ ７０４８６１ ６６２８８２ ３４９１７ ３７０７８ ３５２１１

　按隶属关系分

　　区属 ５５９ ３８９３４ ３４７３９ ３２３６１ ４０２６５ ３６２８９ ３３７８７ ２４９１２２０２３４６３６８２３２４７２７ ６１８７１ ６４６５８ ６８８０５

　　街道属 ３１ ５６９ ３７７ ３４６ ５８２ ３８５ ３５３ １６６４９ １３４７２ １３０９２ ２８６０７ ３４９９２ ３７０８８

　　镇属 ６９ ８８００ ７２３５ ７０３３ ８９１９ ７３３４ ７１２４ ３１９２２３ ３１３７８８ ２７１４５３ ３５７９１ ４２７８５ ３８１０４

　　无主管 １６６ ２３９４１ １９７１７ １９３５８ ２４１８５ １９７７６ １９６６１ ８０２７５０ ６７４３８２ ６７２９０５ ３３１９２ ３４１０１ ３４２２５

　注：统计范围是各类独立核算企业（单位）（不包括乡镇企业、私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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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山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
体系的研究

　　一、宝山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构成
及分析

　　（一）发展度指标

发展度指标主要通过宝山区在城乡

一体化发展度上与参照值的差异来反映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水平。在确定

２０２０年宝山区发展目标值的时候，大部
分指标主要依据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上

海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到
２０２０年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的远期目标而

设定的，所选用的是上海市发展的平均

水平；对于教育普及率，绿化覆盖率，有

线电视总用户数，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

目时间，环境噪声达标区域覆盖率，生态

建设投资等指标的目标值，主要是依据

联合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以

及宝山的发展实际而确定。

宝山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及权重分布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权重

城
乡
一
体
化
指
标
体
系

发
展
度
指
标
Ｘ

差
异
度
指
标
Ｙ

经济指标Ｘ１ ２５

社会指标Ｘ２ ２５

文化指标Ｘ３ ２５

生态指标Ｘ４ ２５

城乡差异度
指标Ｙ１

５０

区内南北差
异度指标Ｙ２

５０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Ｘ１１ ５

一产增加值Ｘ１２ ４

城镇人均收入Ｘ１３ ４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Ｘ１４ ４

区级地方财政收入Ｘ１５ ４

人均零售额Ｘ１６ ４

人口城镇化率Ｘ２１ ８

教育普及率Ｘ２２ ８

每百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Ｘ２３ ９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Ｘ３１（万户） ８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Ｘ３２（小时） ８

区地方财政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Ｘ３３（万元） ９

绿化覆盖率Ｘ４１（％） ６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Ｘ４２（平方米） ６

环境噪声达标区域覆盖率Ｘ４３（％） ６

生态建设投资Ｘ４４（万元） ７

城乡人均文化娱乐支出Ｙ１１ １６

城乡劳均收入比Ｙ１２ １６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Ｙ１３ １８

非农户籍人口比Ｙ２１ ２０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Ｙ２２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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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发展度指标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２０年目标值

发

展

度

指

标

Ｘ

经
济
指
标
Ｘ１

社
会
指
标
Ｘ２

文
化
指
标
Ｘ３

生
态指
标
Ｘ４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Ｘ１１（元） ２４２８５ ２８１２８ ３２３９５ ３６０５４ １３７７４４

一产增加值Ｘ１２（亿元） ２．０５４４ １．９３３８ ２．０７３９ ２．２４３３ １４．３５７

城镇人均收入Ｘ１３（元） １６１９８ １７８９８ ２００１５ ２２１５０ ４２１８４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Ｘ１４（元） １０８１７ １１８８２ １３２１３ １４５９２ ２６４００

区级财政收入Ｘ１５（亿元） ６３．６１ ４５．１２ ５２．１６ ５７．４８ ２０８．６３

人均零售额Ｘ１６元 １１５６７ １３１８９ １５４１８ １６７９１ ４２９７９

人口城镇化率Ｘ２１（％） ８９．１ ９０．３ ９１．４ ９２．３ １００

教育普及率Ｘ２２（％） ７８．２ ８３．６ ９２ ８７．０１ ９５

每百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Ｘ２３（人） ０．３４８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３７ １．３７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Ｘ３１（万户） ３５ ３７ ４０ ４２ ５６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Ｘ３２（小时） ２１４ ６６７ ７９０ ３７８ ５３１

区地方财政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Ｘ３３（万元） — — １２９８０ １３６８２ ２１３９１

绿化覆盖率Ｘ４１（％） ３９．５ ４０ ４０．５ ４１ ５５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Ｘ４２（平方米）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３．６

环境噪声达标区域覆盖率Ｘ４３（％）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５８．３ ８０

生态建设投资Ｘ４４（万元） — 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９７８４ ４５０００

宝山经济社会发展度指标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２００５年宝山
Ｘｉｊ得分

２００６年宝山
Ｘｉｊ得分

２００７年宝山
Ｘｉｊ得分

２００８年宝山
Ｘｉｊ得分

发

展

度

指

标

Ｘ

经
济
指
标
Ｘ１

社
会
指
标
Ｘ２

文
化
指
标
Ｘ３

生
态
指
标
Ｘ４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Ｘ１１ ０．１７６ ０．２０４ ０．２３５ ０．２６２

一产增加值Ｘ１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３５ ０．１４４ ０．１５６

城镇人均收入Ｘ１３ ０．３８４ ０．４２４ ０．４７４ ０．５２５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Ｘ１４ ０．４１０ ０．４５０ ０．５００ ０．５５３

区级财政收入Ｘ１５ ０．３０５ ０．２１６ ０．２５ ０．２７６

人均零售额Ｘ１６ ０．２６９ ０．３０７ ０．３５９ ０．３９１

人口城镇化率Ｘ２１ ０．８９１ ０．９０３ ０．９１４ ０．９２３

教育普及率Ｘ２２ ０．８２３ ０．８８ ０．９６８ ０．９１６

每百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Ｘ２３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６ ０．２７ ０．２７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Ｘ３１ ０．６２５ ０．６６１ ０．７１４ ０．７５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Ｘ３２ ０．４０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１２

区地方财政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Ｘ３３ — — ０．６０７ ０．６４０

绿化覆盖率Ｘ４１ ０．７１８ ０．７２７ ０．７３６ ０．７４５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Ｘ４２ ０．７２０ ０．７６３ ０．８０５ ０．８４７

环境噪声达标区域覆盖率Ｘ４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６ ０．７２９

生态建设投资Ｘ４４ — ０．０６７ ０．１５６ ０．２１７

　　１、经济指标分析
（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ＧＤＰ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经

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区

级范围及按常住人口计算，宝山区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在２００８年继续保持一定
的增长势头，就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间，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从２４，２８５元增长到３６，
０５４元，增幅为 ４８５％。发展度则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１７６增长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２６２，增幅为４８９％。

（２）一产增加值

一产增加值标志着宝山地区农业生

产水平的高低和发展水平。２００５年 ～
２００８年间，宝山一产增加值在２００６年出
现一定的下降，但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又出
现持续上升趋势。总体来看，宝山一产

增加值从２００５年的２０５４４亿元上升到
２００８年的２２４３３亿元，增幅为９１９％；
发展度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１４３增长到２００８
年的０１５６，增幅为９１％。可见宝山一
产增加值在近三年间的发展相对较为

迟缓。

（３）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说明地区城镇人

口的平均收入水平。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
间，宝山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１６，１９８元
增长到２２，１５０元，增幅为２６９％，较为
平稳。发展度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３８４增长
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５２５，增幅为３６７％。

（４）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说明地区农村

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
年间，宝山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１０，
１８７元 增 长 到 １４，５９２元，增 幅 为
４３２％，增长幅度较大，超过同期城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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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发展度从 ２００５年
的 ０４１增长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５５３，增幅
为３４９％。

（５）区级财政收入
区级财政收入说明地区当年度政府

地方财政收入状况。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８年，
保持年均１０％以上的增速。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度指数

!""(

年～
!"")

年宝山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度指数表

年　份 发展度指数 年　份 发展度指数

２００５ ０．４０７１ ２００７ ０．５６０２

２００６ ０．４７３５ ２００８ ０．５８９６

（６）人均零售额
人均零售额的高低一定程度上说明

当地居民的消费水平。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
年间，宝山区人均零售额从１１５６７元增
长到 １６７９１元，增幅为 ４５２％，增幅较
快。发展度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２６９增长到
２００８年的０３９１，增幅为４５４％。

２、社会指标分析
（１）人口城镇化率
人口城镇化率说明了该地区非农人

口占户籍人口数的比例，一定程度反映

出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从 ２００５年 ～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人口城镇化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８９１％增长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９２３％，
增长３２个百分点，增速平稳。发展度
从２００５年的 ０８９１增长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９２３，增幅为３５９％。

（２）教育普及率
教育普及率主要选择普通高校录取

率指标，能反映该地区人口受高等教育的

情况。宝山普通高校录取率自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７年间保持缓慢增长的态势，但在
２００８年出现小幅回落。不过，总体而言，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间，宝山全区普通高校
录取率从 ７８２％增加到 ９２％，增加了
１３８个百分点。发展度从２００５年０８２３
增加到２００８年０９１６，增幅为９３％。

（３）每百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每百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可反映

地区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宝

山每百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自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７年间维持小幅增长，但２００８年
的水平与 ２００７年持平，就总体而言，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间，宝山每百人拥有卫
生技术人员数从 ０３４８人增加到 ０３７
人，增幅为６３％，增速较缓。发展度从
２００５年的０２５４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２７，
增幅为６３％。
３、文化指标分析
（１）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有线电视总用户数能一定程度反映

该地区居民文化生活的普及状况。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年间，宝山有线电视总用户数
从３５万户增加到４２万户，增幅达２０％。
发展度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６２５增长到２００８
年的０７５，增幅为２０％。

（２）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
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的长短

是当地文化生活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

宝山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在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间保持持续增长态势，
但在２００８年出现一定回落。就总体而
言，宝山区电视台全年制作节目时间从

２００５年的２１４小时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７８
小时，增幅为７６６％，增长速度较快。发
展度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４０３增加到２００８年
的０７１２，增幅为７６７％。

（３）区地方财政支出（文化体育与
传媒）

区地方财政支出（文化体育与传

媒）是一个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宝山区地方财政在文化体育与传媒

方面的支出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２，９８０万元增
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１３，６８２万元，增幅为
５４１％。发展度从 ２００７年的 ０６０７增
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６４，增幅为５４４％。
４、生态指标分析
（１）绿化覆盖率
宝山绿化覆盖率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３９５％提高到 ２００８年 ４１％，增幅为
３８％，维持低速增长的态势。发展度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７１８增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７４５，增幅为３７６％。

（２）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宝山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 ２００５的

人均１７平方米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人均２０
平方米，增幅为１７６％。发展度从２００５
年的０７２增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８４７，增幅
为１７６％。

（３）环境噪声达标区域覆盖率
宝山环境噪声达标区域覆盖率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２５％ 提高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５８３％，增加 ４５８个百分点，增幅较为
明显。发展度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１５６增加
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７２９，增长了３６７倍。

（４）生态建设投资
宝山生态建设投资从 ２００６年的

３０００万元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９７８４万元，
增长了２２６倍，投资增幅显著。发展度
从２００６年的 ００６７增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２１７，增长了２２４倍。

５、城乡一体化发展度指数分析
从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城乡一

体化发展度指数来看，发展度指数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４０７１增加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５８９６，增幅为 ４４８％。尤其是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７年间，宝山城乡一体化发展度
指数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在

２００８年，尽管发展度仍然保持增长态
势，但增速已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

（二）差异度指标分析

１、宝山城乡差异比较
（１）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宝山２００５年城区／农村城乡人均教

育文化娱乐支出比为 ２１１５／１１１２（１９∶
１）；２００６年城区／农村城乡人均教育文
化娱乐支出比为 ２２６１／８２３（２２８∶１）；
２００７城区／农村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
支出比为２１７７／９９０（２２∶１）；２００８年城
区／农村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
为２２８０／９２１（２４８∶１）。人均教育文化
娱乐支出的城乡差异自２００６年开始始
终维持在两倍以上，２００８年更是达到近
年来的最高点（２４８倍）。差异度则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４７４，提高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５９６，显现了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以及
消费结构上的落差仍在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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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城乡一体化差异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差
异
度
指
标
Ｙ

城
乡
差
异
度
指
标
Ｙ１

南
北
差
异
度
Ｙ２

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Ｙ１１ ２１１５／１１１２ ２２６１／８２３ ２１７７／９９０ ２２８０／９２１

城乡劳均收入比Ｙ１２ ３４７６４／１６２７１ ４１７３１／１７９２９ ４２０２５／２０５９８ ４９２２４／２２８６７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Ｙ１３ １６１９８／１０８１７ １７８９８／１１８８２ ２００１５／１３２１３ ２２１５０／１４５９２

非农户籍人口（北／南）Ｙ２１ ６６．０／９１．５ ６８．９／９３．５ ７１．９／９４．２ ７４．８／９４．６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北／南）Ｙ２２ ８９１４／１３３２８ １０３４５／１５０２３ １２０８４／１６７９０ １３４７７／１８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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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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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城乡一体化差异度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２００５年Ｙｉｊ得分 ２００６年Ｙｉｊ得分 ２００７年Ｙｉｊ得分 ２００８年Ｙｉｊ得分

差
异
度
指
标
Ｙ

城
乡
差
异
度
指
标
Ｙ１

南
北
差
异
度
Ｙ２

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Ｙ１１ ０．４７４ ０．６３６ ０．５４５ ０．５９６

城乡劳均收入比Ｙ１２ ０．５３２ ０．５７０ ０．５１０ ０．５３５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Ｙ１３ ０．３３２ ０．３３６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１

非农户籍人口（北／南）Ｙ２１ ０．７２１ ０．７３７ ０．７６３ ０．７９１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北／南）Ｙ２２ ０．６６９ ０．６８９ ０．７２ ０．７３５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城乡差异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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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城乡差异度指数表

年份 差异度指数 年份 差异度指数

２００５年 ０．２２０８ ２００７年 ０．２３００

２００６年 ０．２５３５ ２００８年 ０．２４２５

　　（２）城乡劳均收入比
宝山城乡劳均收入差异在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年间出现上下浮动的变化趋
势。２００５年城乡劳均收入比为 ３４７６４／
１６２７１（２１４∶１）；２００６年城乡劳均收入
比为 ４１７３１／１７９２９（２３３∶１）；２００７城乡
劳均收入比为 ４２０２５／２０５９８（２０４∶１）；
２００８城乡劳均收入比为 ４９２２４／２２８６７
（２１５∶１）。差异度则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５３２
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５３５。可见城乡劳均
收入仍然有着较大的差异。

（３）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宝山２００５年城区／农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为 １６１９８／１０８１７（１４９∶１）；２００６
年城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７８９８／
１１８８２（１５１∶１）；２００７城区／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为２００１５／１３２１３（１５１∶１）；２００８
城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２１５０／
１４５９２（１５２∶１）。差异度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３３２提高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３４１，城乡人
均可支配收入仍然有着较大差异。

２、宝山南北差异比较
（１）非农户籍人口
２００５年宝山非农户籍人口北南比

例为６６０／９１５（１∶１３９）；２００６年宝山
非农户籍人口北南比例为６８９／９３５（１
∶１３６）；２００７年宝山非农户籍人口北南
比例为 ７１９／９４２（１∶１３１）；２００８年宝
山非农户籍人口北南比例为７４８／９４６

（１∶１２６）；可见，宝山非农户籍人口比例
南北间的差异仍然较大，但在２００５年 ～
２００８年间，这一差异已出现逐年小幅缩
减的趋势。差异度则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７２１
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７９１。

（２）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从南北人均可支配收入看，２００５年

北南比例为８９１４／１３３２８（１∶１５０），差异
度为０６６９；２００８年北南比例为 １３４７７／
１８３４７（１∶１３８），差异度为 ０７３５；差异
度扩大了 ００６６，南北差距基本保持
不变。

二、宝山城乡一体化指数评估和发

展阶段判断

（一）发展度指数

经过计算，宝山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度指

数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４０７１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
０５８９６，增幅为 ４４８％。尤其是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７年间，宝山城乡一体化发展度
指数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２００８
年宝山的发展度仍然延续增长态势，但

增速较前两年已有所放缓。

（二）差异度指数

从宝山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城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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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南北差异度指数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宝山区南北差异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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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南北差异度指数表

年份 差异度指数 年份 差异度指数

２００５年 ０．３４４９ ２００７年 ０．３６８６

２００６年 ０．３５４０ ２００８年 ０．３７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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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宝山区城乡一体化指数表

年份 城乡一体化指数 年份 城乡一体化指数

２００５年 ０．１２４３ ２００７年 ０．２６０９

２００６年 ０．１６９８ ２００８年 ０．２７９１

度指数来看，宝山城乡差异度指数呈现

上下浮动态势，但整体而言，差异度指数

从２００５年的 ０２２０８上升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２４２５，增幅为９８３％。２００８年宝山城
乡差异度指数虽然低于２００６年０２５３５，
但却高于２００７年０２３００，仍有进一步扩
大的趋势。

从南北差异度指数来看，南北差异

度出现持续上升，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３４４９
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３７８６，增幅为９８％。
宝山南北部地区间的差异程度正在进一

步拉大。

（三）城乡一体化指数

城乡一体化指数是以上发展度指数

和差异度指数的综合平均。从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年宝山城乡一体化指数呈现
持续增长趋势：城乡一体化指数从２００５
年的０１２４３上升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２７９１，
增幅为１２４５％。这表明一体化水平的

提高主要得益于发展水平提高的贡献，

也与宝山区近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

生态等各领域的持续发展密不可分。

　　（四）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分析
参考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和

我国实际，从宝山 ２００５年到 ２００８年的
数据分析来看，２００５年宝山区城乡一体
化指数在０１２４－０１２５左右，属于传统
的城乡二元结构阶段。２００８年宝山城
乡一体化指数达到０２７９１，已经步入城
乡一体化初步发展阶段。可见，短短三

年间，宝山区城乡一体化进程已实现重

大跨越，在消减城乡二元结构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

三、宝山城乡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

立起来，农民生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宝山区农民增收与本区城市

居民比较仍存在很大差距，北部和南部

不平衡性也较大。全区目前实际上既存

在城乡二元结构，也存在地区不平衡的

“二元”结构。

第一，农业生产保持一定的增长势

头，但增速稍显迟缓。以区级范围及按

常住人口计算，宝山区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在２００８年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势头，
就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间，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从２４，２８５元增长到３６，０５４元，增幅
为４８５％（上海市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间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为 ４２１％）。
发展度则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１７６增长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２６２，增幅为 ４８９％。总体
来看，宝山一产增加值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２０５４４亿元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２２４３３亿
元，增幅为 ９１９％（上海市 ２００５年 ～
２００８年 间 一 产 增 加 值 的 增 幅 为
３９２％）；发展度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０１４３增
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１５６，增幅为９１％。但
与宝山人均ＧＤＰ的增速相比，宝山一产
增加值在近三年间的增长速度相对迟

缓。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宝山显然还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受制于政策限

定、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土地流转费用较

低等因素，农民缺乏务农的积极性，行业

缺乏龙头企业和品牌产品。

第二，镇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有限。

尽管宝山区工业集中步伐加快，但因配

套措施跟不上等因素，一定程度上挤压

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空间。目前宝山

区部分镇虽表面上城市化进程较快，经

济比较繁荣，但镇级负债率仍偏高，宝山

区村级集体经济虽较为发达，但农村地

区整体上仍相对落后。而且从结构上

看，还是以初级产业为主，如工业中大多

为初级加工业，商饮业主要是零散的小

店，房地产业主要是住宅建设，而这些行

业显然都是以大量消耗土地资源为发展

条件的，后劲不足。

第三，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和利用效

率有待提高，农村环境面临进一步改善。

宝山区镇村基础设施历史欠债较多，受

大环境影响，整体环境质量不如人意。

农村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投入建设力

度还不足；长效管理机制还未落到实处，

“重建成率、通车率，轻检查与养护”的

现象比较普遍。全区目前一方面是钢铁

工业主战场，二三产业发展令人瞩目，另

一方面部分农村地区脏乱差现象仍

存在。

（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明

显，但城乡差距、南北差异仍然是不可回

避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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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宝山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明

显。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０１８７元增长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１４５９２元，增
幅为 ４３２％，增长幅度较大，超过同期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２００５年 ～
２００８年间，宝山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
１６１９８元 增 长 到 ２２１５０元，增 幅 为
２６９％）。其发展度也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４１
增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５５３，增幅达３４９％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发展度从２００５年
的０３８４增长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０５２５，增幅
为３６７％。）。尽管如此，宝山城乡之间
的差距依然明显。宝山 ２００５年城乡劳
均收入比为２１４：１，２００８年为２１５：１，
依然保持较大差距。而宝山 ２００５年城
区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１４９：１，
到２００８年两者之比进一步扩大为１５２：
１，显示城乡居民在人均收入方面存在较
大差距。

第二，宝山南北部差异依然存在。

２００５年宝山非农户籍人口北南比例为
６６０／９１５（１∶１３９）；２００６年宝山非农
户籍人口北南比例为 ６８９／９３５（１∶
１３６）；２００７年宝山非农户籍人口北南
比例为 ７１９／９４２（１∶１３１）；２００８年宝
山非农户籍人口北南比例为７４８／９４６
（１∶１２６）；其差异度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７２１
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７９１。可见，宝山非
农户籍人口比例南北间的差距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间已出现逐年小幅缩减
的趋势。但该比例南北间的差异仍然存

在。从南北人均可支配收入看，２００５年
北南比例为８９１４／１３３２８（１∶１５０），差异
度为０６６９；２００８年北南比例为 １３４７７／
１８３４７（１∶１３８），差异度为 ０７３５；差异
度扩大了００６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南北
差距基本保持不变。

（三）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水平有

待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供给机制

仍需完善

第一，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有待进

一步拓展，目前，已参加保障农民为

３２０５２人，占农业人口（７４１１９人）的
４３２４％。其原因在于：一是农业非农就
业机会少，缺少单位缴纳部分；二是许多

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为压低成本，不愿缴

纳单位应交的养老保险金；三是村镇集

体经济薄弱，村镇集体企业不能吸纳较

多农民就业，村集体也缺乏财力直接为

农民长期缴纳单位缴纳部分。同时，也

存在各镇养老差距过大问题。

第二，农村合作医疗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升。合作医疗水平还存在报销水平

太低、困难群体缴费负担仍然较重。其

原因在于：其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

供给渠道单一。宝山目前公共服务和社

会保障的供给渠道仅为政府财政和村集

体，从资金来源到运作主体均是如此。

这种单一机制造成政府财政和村集体负

担日益加重、管理机制效率不高等问题；

其二，薄弱村入不敷出，难以支撑最低水

平的公共需求。宝山一个行政村的公共

服务与社会事业一年目前至少需要资金

２００－３００万元，然而宝山区却有１８个薄
弱村可支配收入在１００万元以下，村组
织正常运转都很困难，支付最低水平的

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经费更是难以

为继。

第三，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宝山

２００５年城区／农村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
乐支出比为 １９∶１，到 ２００８年扩大为
２４８∶１；差异度则从２００５年的０４７４提
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５９６。农民非农就业仍
有待于促进和扶持，在农业人口的劳动

年龄４６２７４人中，尚有２５％的人未就业。
四、宝山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指

导思想和主要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新形势下推进宝山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

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自觉实

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按照“四个率先”、“四个中心”和

“四个确保”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统

筹城乡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完善城

市功能，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事业，

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即区域发展

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

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城乡人民生活保

障一体化、城乡社会公共秩序一体化、城

乡民主管理一体化，在现代化实现度、区

域融合度、城乡融合度方面走在全市前

列，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

　　 （二）主要目标任务（具体见附表）
宝山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具体目

标任务为“３５８”，即：３年加快推进，５年
形成格局，８年率先基本实现。

———３年加快推进（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
年），通过三年加快推进，到２０１１年，城
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基本建立，在农民增

收、农业产业、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社会

事业等重点领域试点推进，促进城乡居

民生活水平相对均衡，为统筹城乡一体

化发展夯实基础。

加快推进区域发展一体化，根据区

域总体规划，加强城乡规划的全覆盖，不

断提升农村地区的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有步骤地推进村镇体系建设和产业结构

调整，重点加大杨行、顾村、罗店、罗泾新

镇建设步伐。完善城乡经济共享机制，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村级经济发展壮大

机制，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同步增长，逐步

缩小收入城乡差距。以农业综合发展规

划编制为切入点，合理确定农场品生产

布局及重点建设区域，提升农业的经济、

生态和服务功能。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解决城镇与中心城

区的大交通，推进轨道交通和城郊公共

交通一体化管理，实现农村公交通达率

１００％；加强农村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
加快村庄改造，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 １００％，农村污水处理率达到
８０％以上；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实施村落
道路和危桥改造，基本实现“路网畅通”

目标。

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促进城乡教育卫生均衡发展，

推进优质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城乡共

享，创新健全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

共享机制，确保中小学教师收入待遇增

幅高于市区；加快三级医院优质资源向

郊区流动，健全城乡医疗服务网络，初步

实现“小病小痛不出村、一般毛病不出

镇、大病重病不出区”目标，切实解决农

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加快推进农村就业和保障体系建

设，加大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非农就业

岗位开发力度，实行就业服务体系城乡

一体化。继续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

和提高保障水平，符合条件的农保参保

企业及其从业人员退出农保参加城

镇保。

加快推进平安建设力度，加大覆盖

城乡的防控网络建设，创建和谐稳定的

社会公共秩序。

加快基层民主管理建设，加强基层

政权、民主政治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农

村综合改革，村级会计委托管理、“一村

（居）一名大学生”和“公推直选”等实现

全覆盖。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进一

步推进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

———５年形成格局（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
年），至２０１３年，基本形成城乡一体化格
局，城乡教育、医疗、保障等水平差距进

一步缩小，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初步

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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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均等化、无差别化。

形成区域发展一体化格局，提升城

乡统筹水平，具有宝山发展特点的、规划

布局合理的新型城镇体系基本形态形

成，城乡发展一体化运行机制初步建立。

统筹规划布局城乡产业，促进城乡产业

优势互补，在农村地区重点做强农业特

色产业，大力推进农业集体规模经营，积

极发展特色农业，促进村级经济持续

发展。

形成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格

局，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初步形

成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网络，优化基础

设施布局，进一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格

局，加大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项目向农

村地区倾斜力度，促进城乡社会事业和

公共服务水平同步提升，逐步缩小城乡

之间的科教文卫体等方面的差距。

形成城乡人民生活保障一体化格

局，加大农村富余人员就业支持力度，不

断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完善农村基本社

会保障制度，逐步将老年农民纳入农保

管理体系，农保参保企业及其参保人员

完全退出农保参加城镇保，形成以农副

人员为主体的农保参保格局。

形成城乡社会公共秩序一体化格

局，加大治安防控力度，集中化解城市化

进程中的突出信访问题，形成安全生产

管理体系，逐步形成城乡一体的社会公

共秩序。

形成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格局，逐

步消除二元结构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

使农村地区管理体制机制与城市化地区

接轨。

———８年率先基本实现（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１６年），城乡基础设施实现均衡分布，
农村教育、医疗水平等公共服务实现与

城市均等化，农民社会保障、就业与市民

基本接轨，农业产业体系健康发展，至

２０１６年，农民收入实现翻番，城乡居民
收入比达到１３∶１。

基本建立具有宝山特点的、规划布

局合理的新型城镇体系，切实加强宝山

南部、中部、北部村镇的分类指导，促进

人口合理布局、生产适度集中，建立分工

合理的新型城镇体系。

基本建立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城乡

一体化特色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

结构和区域布局，优化城乡产业分工，城

乡确保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发展。

基本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生态文明

建设一体化，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及长效管理机制，力争在农村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集中供水、污水处理等方

面实现城乡均等化。

基本实现城乡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

协调发展，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事业和公

共服务体系，力争实现服务无差别化，城

乡就业、基本养老保障、基本教育、医疗

保障均等化。

基本建立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法制

健全的平安建设网络，建立健全区域平

安建设网络，实现城乡社会稳定管理体

系一体化。

基本建立组织健全、公正透明、管理

民主的综合配套管理体系，加强基层政

权组织建设，建立全区统一的民主管理

体系，把村（居）务管理纳入制度化、规

范化、法制化轨道。强化对农村干部的

教育、管理和监督。

五、宝山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具

体举措

（一）进一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推

进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户籍转移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８年宝山的人口城镇
化率从８９１％提高到９２３％，增长３２
个百分点。但年增速略为放缓，三年增

长的百分点依次为：１２、１１、０９，这也
说明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

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还将在一定时间

段内延续。至２０１５年，宝山的人口城镇
化率应提高至９７％，进一步推进农村人
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

在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认

识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重要性，强调并

鼓励各方孕育及拓展多元的就业空间，

促进农民非农就业的转移及农村集体经

济对城市就业人群的吸纳，实现劳动力

人口的良性循环流动。为此，区政府应

通过多种途径为农民的非农就业转移创

造条件。与此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也能为各类人才提供不小于城市的舞

台，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实现劳动力人口

在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流动。

（二）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三个

方面着手，建成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城乡一体化关键点之一在于基本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这也是目前城乡一体

化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的领域之一。宝

山区２００８年区地方财政支出中，一般公
共服务的支出占 ７２３％，比 ２００７年的
７８５％下降了６２个百分点。作为公共
服务最主要的供给者的政府，唯有从财

政投入上予以倾斜性的支持，进一步加

大财政投入比例，适当拓展财政投入方

式，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发展目标。就宝山目前的状况而言，应

着力在城乡之间建成教育、文化、医疗卫

生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营造教育优

质、文化丰富、医疗卫生高效的社会生活

环境。

就教育而言，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

工作，一是学校的师生比。２００８年宝山
区专任教师数与在校（园）生数之比为

１∶１４，其中民办学校（园）的师生比更是
高达１∶１８。至２０１５年，区内学校（园）
的师生比可控制在１：１１－１：１２左右；至
２０２０年，则可降低至 １∶１０－１∶９左右。
二是学校专任教师的职称结构。２００８
年，宝山普通中学中具有中学高级、中学

一级、中学二级职称的教师比例分别为

１６１％、５６７％、２４％（三者比例为 １∶
３５∶１５）。至２０１５年，普通中学教师的
这一比例应调整至１５∶３∶１；２０２０年，普
通中学教师的这一比例应调整至２∶３∶
０５。在优化教师队伍方面，可以尝试吸
引外援与内部培养相结合的方式。

就文化而言，应着力在缩小城乡文

化发展差距，加大对农村地区文化事业

发展的财政投入，从加快农村地区文化

设施建设、丰富农村人口文化生活内容、

提升农村人口文化消费品质等方面着手

推进宝山农村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进

一步缩小城乡文化事业发展的差距。例

如，在确保有线电视覆盖面的同时应考

虑有线电视节目的内容设置、时间安排

等；“文化下乡”也可以通过财政对电费

的补贴来加以实现。

就医疗卫生而言，截止２００８年底，
宝山区内 ４０家卫生医疗机构中仅有 １
家综合性三级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２家二级甲等医
院。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随着

人口规模、流动、迁移等的不断增加，当

前的医疗服务资源势必无法满足更多范

围内的居民就医的需求。此外，各级医

疗机构的分布及资源分配也应充分考虑

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资源配置不应仅

倾向于综合性三、二级医院的建设，应适

当考虑村级合作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力求切实为居

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因此，宝山区应考虑加快基础医疗

机构的建设，逐步优化现有医疗资源结

构（如加快华山医院北院建设，推进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急救分站、标准化社

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的建设），努力

实现医疗卫生机构区内人群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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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区内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整体提升的目标。至 ２０１５年建成区
内第二家综合性三级医院，同时将二级

医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至 ２０２０年应
建成区内第三家综合性三级医院，进一

步提高二级医院规模和质量，并建成１－
２家专业医院。

（三）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实践探

索与体制创新，提高土地集中度和规模

效益

宝山应为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发

展创造优良的环境。首先应在有效梳

理、整合区内农业生产资源的前提下，在

全区范围内统筹区级农业的生产及功能

布局，培育并扶持区内农业龙头企业的

生成与发展。在区内形成１个兼具功能
性、集团化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应同时推进区内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对

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的有效支持。

一是可从实践探索入手，深化农村金融

体制改革，拓展并完善灵活、多元的农村

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２００９年中
央一号文件中，健全农村金融体制成为

重点之一，强调的是各类金融机构对农

村改革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面向民间

适度开放的金融准入市场以及政策性农

业保险的试点与探索。宝山区可在这一

原则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某一方

面的实践探索，以此为深化农村金融体

制改革、拓展完善、灵活、多元的农村产

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其次，从市场、体制、机制等方面着

手，实现政企分离，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市场化空间支持。一是建立起区内

统一的土地流转交易市场，为农村土地

的有效流转创造条件。尝试在农村土地

流转使用中引入良性竞争机制，以竞投

标的方式进行土地承租方的选择；可将

农交会引入宝山，为集体经济的发展搭

建一个高效的市场化平台。二是加快经

济组织与行政组织的分离。当前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的发展空间之所以相对狭

小，一方面是因为该组织的运作范围限

制（如主要在本乡镇或本村的范围内活

动），另一方面是因为该组织的管理体

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同级行政组

织（如村委会）。因此，只有从加快经济

组织与行政组织的分离步伐入手（即实

现政企分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

题。这方面，区内南部乡镇一批原村级

经济组织的“蜕变”经验，应该值得加以

认真总结并加以推广。

（四）推进“三保并轨”，逐步形成城

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城市化只是城乡一体化的基

础，其根本还在于人口市民化，而人口市

民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享有相对统一

的社会保障待遇。而目前宝山区内的城

保、镇保、农保的标准还存在明显差异，

这也成为阻碍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宝山应关注“三保”标准的均等性发展，

适当均衡社保方面的财政支出结构，以

切实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为早日

实现人口市民化的目标努力。至 ２０１６
年基本实现农保、镇保并轨，２０２０年基
本实现镇保、社保的并轨。

（五）制定人才培养引进战略，有效

提升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软环境

宝山应制定农村人才发展战略。一

是有效促进农村人才的培养与自我发

展。按照中央的要求和宝山新农村建设

的实际，加快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

营的新型农民。其中重点是能从事高效

农业的农民和创业者，以及能够从事非

农产业的产业工人和创业者。这里的培

训对象除了本地农民也包括宝山所需要

培训的外地青年，促使其中具有一定可

塑性的人员实现从农业劳动型向技术创

新型人才的转变。二是按市场经济规律

引进、选拔带头人和人才。南汇的西甜

瓜和水蜜桃、嘉定葡萄等成功案例中，农

业经营能人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宝山

应制定相应吸引经营人才的鼓励政策，

面向全市、全国吸引农业经营者和带头

人，从根本上解决经营人才缺乏的瓶颈。

宝山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体系表

指标
类型Ⅰ 序号

指标
类型Ⅱ 序号

指标
类型Ⅲ

３年预期目标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

５年预期目标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

８年预期目标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

城乡
区域
发展
一体
化　

１ 城乡
规划

２ 城乡
收入

３ 经济
发展

１ 规划布局 完善城镇体系布局规划
城市功能和布局进一步优化，辐
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一带两轴三分区”的规划布局基
本实现

２ 产业布局 调整劣势企业，优化产业结构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互动发
展格局形成

“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产业
布局基本形成

３ 城乡居民收入比 １．５∶１ １．４∶１ １．３∶１

４ 农村人均纯收入 年均增长１０％以上 年均增长１０％以上 翻番

５ 三产增加值比重 ５５％ ５８％ ６２％

６ 人口城市化率 ９４％ ９６％ ９８％以上

城乡
基础
设施
建设
一体
化　

４ 公共
交通

５ 供排水

７ 农村道路
自然 村、自 然 宅 路 面 硬 化
率１００％

镇村级道路逐步按区级管理要
求属地化管理

城乡道路管理城乡一体化

８ 行政村公交
通达率１００％，农村居民公交费
减半收取

提高运营水平 运营水平与城镇相当

９ 自来水普及率 １００％（已完成）

１０ 农村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率

＞８０％ ＞９０％ ＞９５％

１１ 污水纳管率 ８０％ ９０％ ＞９５％

１２ 河道整治率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３２３

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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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型Ⅰ 序号

指标
类型Ⅱ 序号

指标
类型Ⅲ

３年预期目标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

５年预期目标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

８年预期目标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

城乡
基础
设施
建设
一体
化　

６ 村容
村貌

７ 通讯
设施

８ 便民
服务

１３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
收集处理

集中收集处理率１００％，设施设
备整洁、完好、无破损

作业方式和设施升级
基本实现城乡作业方式、装备设施
一体化

１４ 村宅改造
完成Ａ类农田保护区 ３０户以
上自然村落改造

完成控制规划区的自然村落
改造

１５ 有线电视覆盖率
１００％（到户），对困难农户（看
电视）电费进行补贴

１６ 宽带、广播覆盖率 １００％（到村）

１７ 镇、村级连锁超市覆
盖率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１００％

城乡
社会
事业
发展
一体
化　

９ 科技
服务

１０ 教育
水平

１１ 医疗
水平

１２ 文化
体育

１３ 生活
水平

１４ 社会
保障

１５ 就业

１８ 千人拥有科技人
员数

３人 适度提高 适度提高

１９ 资源布局
引入优质品牌资源，探索联校
管理

每五千人的住宅小区建设９个
班规模的幼儿园一所；每２．５万
人口住宅小区应建设３０个班规
模的小学一所，建２４个班规模
的初中一所

实现教育资源布局城乡均等化

２０ 师资力量
农村地区教师补贴增幅高于
城镇

逐步提高农村地区教师补贴
水平

基本实现城乡师资均等化

２１ 资源布局
引入三级医院提升二级医院水
平，建设华山北院

扩建罗店医院，完成大场医院
迁建

每３０－５０万人口建设一所综合性
医院

２２ 镇级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每１０万人口建一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相应增加 相应增加

２３ 农村标准化社区卫
生服务站覆盖率

６０％ １００％

２４ 千人拥有医生数／床
位数

２名／３张 逐年提高 城乡水平均等

２５ 农村合作医疗覆
盖率

１００％

２６ 农村合作医疗水平
人均筹资水平达到１２００元，减
免门急诊诊查费

逐年提高 逐年提高

２７ 农村医疗队伍建设
６０％的乡村医生纳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编外人员统一管理

１００％的乡村医生纳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编外人员统一管理

２８ 农村大病救助水平
（占城镇比重）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２９ “送医送药送健康”
覆盖率１００％，老年农民免费体
检１次／年 逐年增加项目

３０ “三站一室”覆盖率 １００％ 提升服务水平 提升服务水平

３１ 农民健身家园、健身
苑点覆盖率

１００％ 增加健身点和器材 提升服务水平

３２ “农家书屋”覆盖率 １００％

３３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每周一场电影，每月一场演出 丰富内容 城乡均等化

３４ 人均居住面积 ＞３０平方米 适度提高 实现城乡均等

３５ 社会保障覆盖率 ９８％ ＞９８％ ＞９８％

３６ 农保养老金水平、征
地养老水平

与镇保水平同步增长 与镇保水平同步增长 与镇保水平同步增长

３７

农村老年农民保障
水平（农村老年农民
最低养老金与农保
最低养老金的比例）

６５％ ７０％ ７５％

３８
农村社会救助水平
（占城镇救助水平
比例）

７０％ ８０％ ＞９０％

３９ 农村富余劳动力非
农就业比重

８５％ ＞８８％ ＞９０％

城乡
社会
公共
秩序
一体
化　

１６ 社会
治安

１７ 信访

１８ 安全
生产

４０ 社会公共安全满意度 逐年上升 逐年上升 逐年上升

４１ 刑事案件万人发案率 逐年下降 逐年下降 逐年下降

４２ 群众信访数量 逐年下降 逐年下降 逐年下降

４３ 安全事故发生率 逐年下降 逐年下降 逐年下降

４２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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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型Ⅰ 序号

指标
类型Ⅱ 序号

指标
类型Ⅲ

３年预期目标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

５年预期目标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

８年预期目标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６年）

城乡
民主
管理
一体
化　

１９

基层
组织
建设

干部
队伍
建设

２１
党风
廉政
建设

２２
精神
文明
建设

４４ 村级会计委托管理 全覆盖 扩大委托范围 规范管理

４５ “公推直选”、“三级
联创”

全覆盖 规范管理 规范管理

４６ “一村（居）一名大
学生”

全覆盖 培养骨干 提高能力

４７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进一步规范 进一步规范 进一步规范

４８ 村务公开 扩大公开内容 规范管理 规范管理

４９ 文明镇、文明村（社
区）达标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学习型城区创建 达标 达标 达标

（区委政研室供稿）

■积极探索邮轮经济与宝山互动发展的
新模式

邮轮经济是指依靠现代邮轮旅游产

业来拉动相关产业（造船、维修、港口、现

代服务业等）发展而形成的经济现象，是

旅游休闲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休闲经济越来越

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创造着越

来越巨大的产值，越来越成为国际化大都

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邮轮经济作为

朝阳产业链、产业群，不仅产业附加值高，

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达到

了１：１０。大力发展邮轮经济，对于推进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提升宝山滨江新

区建设水平，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

文化需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世界邮轮业与邮轮经济发

展情况

１市场需求带动邮轮业发展
（１）邮轮制造
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接待能力充足。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建造邮轮近４０艘，９０年
代建造邮轮近８０艘，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７年
底８８艘邮轮投入营运。邮轮接待能力
很充分，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北美邮轮床位
接待能力从 ６１０百万天增加到 ７９９２
百万天，接待能力利用率从１００８％上升
到１０３９％。二是日趋大型化。邮船在
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的同时，也在向舒适、

豪华方向发展，大多数新投人营运的邮

船，造价昂贵，拥有先进的导航设备和强

大的推进力，其豪华程度足以与五星级

宾馆相媲美，吸引了大批旅游爱好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建造的邮轮单船平均达
２６万总吨、７７６客位，９０年代建造的邮
轮单船平均４６万总吨、１２０５客位，２０００
年后建造的邮轮单船平均７６６万总吨、

１８１５客位，２００７年新邮轮平均 ２６１１客
位。２００７年投入使用的“海上解放号”
排水量１５８万 ｔ，载客量 ４３７５人，２００９
年将投入使用的“创世纪号”排水量２２
万ｔ，载客量５４００人。三是功能多样化。
除了酒吧、咖啡厅、免税商店、夜总会、健

身中心、图书馆、会议中心、青少年中心

外，还设置豪华赌场、游泳池、高尔夫球

场练习场、保龄球、篮球馆、排球馆、滑浪

池、攀山墙、滑冰场等大型设施。

（２）邮轮航线
世界邮轮航线分布比较集中，全球

邮轮旅游活动的主要区域为加勒比海区

域、欧洲／地中海区域、亚洲／南太平洋、
阿拉斯加、墨西哥西海岸等地，航线主要

有加勒比海航线、地中海航线、波罗的海

和北欧航线、东南亚航线、澳大利亚航线

和其他航线。其中，加勒比海地区和欧

洲／地中海区域又是最为密集的邮轮旅
游活动区，邮轮到访量分别占全世界的

４５１％和２２４％。加勒比海区域是现代
邮船产业的核心区域，也是世界第一邮

船旅游目的地，世界三大邮船公司中嘉

年华邮船和皇家加勒比海邮船都以此为

营运基地；欧洲／地中海区域是仅次于加
勒比海的世界邮轮旅游目的地。随着上

海“四个中心”建设步伐的加快，上海将

是世界邮轮航线的必争之地。

（３）邮轮市场
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稳健增长，潜力

很大。据ＣＬＩＡ（国际邮轮公司联合会）
的统计资料显示，自１９８０年以来，邮轮
旅游一直以年均 ８６％的速度增长，其
中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６年年均增长９３％，远
远高于国际旅游业的整体发展速度。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全球邮轮旅客５０万人次，
到２００６年达到１２１０万人次，２００７年约

１２６０万人次。北美是全球邮轮旅游的
主要市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市场，

北美游客数量始终占世界份额的 ８０％
以上。二是主要对象是中产阶级。２００６
年全球邮轮游客平均年龄５０岁，平均家
庭年收入１０４万美元，５７％的游客接受
过大学教育。据研究，２００６年北美的全
球邮轮旅游收入为２０６４亿美元，平均每
个游客支付１７２０美元，每天支付２４８美
元。同时，在美国港口登船的旅客平均消

费１３６２美元，其中过夜游客消费２８９１９
美元，不过夜游客消费３０４８美元；在美
国港口停靠的旅客平均消费 １２３３９美
元。三是呈现高度的寡头垄断。通过兼

并等航运业传统的经营战略，当前世界邮

船产业主要为三大著名邮轮公司即嘉年

华邮轮公司、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与丽

星／挪威邮轮集团公司所控制，在全球邮
轮旅游市场占８０％以上的份额，呈现高
度的寡头垄断竞争态势。

２邮轮业带动邮轮经济发展
（１）政府积极推动邮轮业发展
由于邮轮母港的建设和邮轮产业的

发展是一项涉及多个行业与部门的复杂

系统工程，涉及到宝贵的岸线资源、建设

用地、基础设施、庞大资金、口岸政策、签

证制度、国家主权等，因此有条件的地方

政府都试图通过邮轮业发展推动邮轮经

济发展，进而达到调整结构的目的，整合

相关部门与行业的资源，并给予相应的

鼓励与扶持政策。

１９９９年，西雅图港当时接待邮轮的
数量只有６艘，经过不到１０年的时间，
西雅图港已经进入全美前１０大邮轮码
头之列，终于造就了今日西雅图邮轮产

业的繁荣。

（２）带动邮轮港口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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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港口是邮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基

础设施，其硬件设施、服务质量与管理水

平直接影响着邮轮到访数量、游客满意

程度和区域经济贡献。因此，世界上各

港口城市都把高标准地建设和经营邮轮

港口作为发展邮轮经济的重要突破口。

国际邮轮经济发达的港口城市都具有现

代化的码头、停泊设施和邮轮城（邮轮中

心）配套设施。

例如，巴生港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专

为现代化邮轮所建设的港口，位置优良，

是通往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各旅游胜地绝

佳的门户，设有最多可停六百五十部小

客车及游览车的停车场、行李手推车、有

二百个座位的空调登候船大厅、空调接

待厅／行李领取厅、旅客接驳桥与港口便
道、电话（可打国内及国际电话）、票务

与报到柜台、餐饮场所、纪念礼品店、免

税商店、出租车服务、旅客／船员及服务
人员安全警戒服务、办公室、移民官员办

公室。此外还有新加坡邮轮港和丹麦哥

本哈根港等。

（３）配套产业兴起
邮轮产业实际上是典型的服务业，

其业务目标是吸引乘坐邮轮的顾客（游

客）消费，业务核心是为顾客（邮轮游客）

提供全方位、周到、便捷的服务。对于港

口来说，这些服务主要包括通关、行李、信

息咨询、通讯、交通疏散、旅行代理、安全

警戒等等。迈阿密邮轮母港处处体现顾

客至上的服务理念。一是服务范围无微

不至。如私人汽车看管、汽车出租、搬运

车预约、公共汽车查询、自动银行和问询

处等均有提供。二是服务力求便捷。邮

轮游客只需买票、验票、候船、登船，行李

则由码头的行李处理设备送到各自的座

位。同样，行李处理系统也会在邮轮游

客回到目的港以后将其行李送到指定的

位置，甚至可以直接传到飞机上或酒店。

三是服务形式多种多样。迈阿密邮轮母

港拥有天然的海边浴场，舒适宜人，距邮

轮出入口仅１０分钟路程。
同时，邮轮公司为了提高邮轮旅游

的服务质量，不惜花费巨资在当地或临

近地区招揽和培训员工，并投资建设餐

饮、娱乐、保健、休闲等全套服务项目。

大型邮轮公司每年都要吸收大量劳务以

满足船上服务的需求，因此，当地的人力

资源必须丰富充足。同时，邮轮公司还

需要其他服务行业的支持，并对这些行

业提出了更高标准，带动了它们的发展。

以迈阿密为例，大量的拉丁美洲移民为

服务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７力，加之成

熟完善的行业管理体制，使迈阿密的服

务业得到迅猛发展，而每年到迈阿密的

游客数量持续增长，又进一步刺激了服

务业的提升，如此形成良性循环。

从国内情况看，在欧美邮轮消费市

场即将饱和、邮轮公司寻求新的市场、国

内人均收入逐步提高、邮轮消费需求日

益旺盛的大背景下，国内各沿海港口城

市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纷纷着手启动当

地的邮轮经济，争夺邮轮产业的制高点。

长三角地区，以上海港为龙头，浙江、江

苏两个经济强省为腹地，长三角地区邮

轮经济的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上

海港投入巨资建设的国际客运中心

２００７年底即将投入使用。该客运中心
拥有超过１２００米的岸线（８８０米的标准
岸线和３００米的辅助岸线），吃水深度都
在１０米以上，可以同时停靠 ４艘 ３～７
万吨级邮轮。同时，上海国际客运中心

还设立了完善的边检、商业、安保等配套

设施。截止到２００７年９月份已有歌诗
达、皇家加勒比海、丽星三大邮轮公司宣

布把上海作为其母港。华南沿海地区邻

近港澳，有搭乘邮轮出游的传统，加之同

属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发展邮轮

经济有其独到优势。深圳市政府通过了

《深圳港五大港区总体规划》，蛇口港区

将成为深圳停靠邮轮等大型旅游船舶的

首选港口，将建设邮轮泊位１个，滚装泊
位１个，客运泊位１３个。结合客运枢纽
和邮轮母港的建设，配套规划港口后方

的商务、旅游、会展等设施。广州港、湛

江港也都有接待境外邮轮挂靠的传统，

也均提出了相应发展规划和定位。西南

沿海地区，邮轮经济的发展以三亚、海

口、北海等地为代表。北海港石步岭港

区是重要的邮轮专用港，已建设３～５万
吨级邮轮专用泊位２～３个。三亚计划５
年内再建设一个可停靠２０万吨级和一
个６万吨级的国际邮轮专用码头，目标
是将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建成中国的

国际邮轮中心之一。东南沿海地区邮轮

经济的发展，以厦门市为代表，２００７年９
月８日厦门国际客运中心正式完工并投
入使用，可停靠１４万吨的大型邮轮，另
有２个３０００吨级客运泊位和２个工作
船舶位。码头内的客运联检大楼具有年

接待游客１５０万人的能力，同时具备集
中接待３０００人的高峰吞吐能力。渤海
湾地区，以大连为代表，从上个世纪８０
年代到现在，每年都有多艘邮轮停靠，年

接待邮轮游客的最高纪录达 ２８万人
次，最大邮轮 １１３万吨。天津市 ２００６

年接待邮轮游客２８万人。天津港计划
投资１０亿元在东疆保税港区建设中国
北方最大的豪华邮轮母港。同时还有青

岛、威海等城市。

通过分析，我国邮轮经济正处于积

极建设港口硬件设施、完善软件接待环

境、以接待国际旅游船舶挂靠为主的第

一阶段。按照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每

接待一位国际游客收入是７４０美元，而
邮轮接待的收入高达每人 １３４１美元。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接待旅客量仅

占世界整个行业的 １３％，确是微不足
道的，也就是说，我国还拥有巨大的潜力

有待挖掘。

二、国外邮轮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及经验启示

纵观邮轮经济近半个世纪（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开始成长）的发展历程，考查
国内外邮轮港口城市发展脉络。邮轮经

济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大

致呈现以下几个模式：

１修建邮轮码头吸引邮轮到访模式
通过建造国际标准的邮轮码头，吸

引更多的邮轮到港，大力发展邮轮产业

经济并取得卓著成绩，从而成为世界级

邮轮母港。如新加坡。

２滨水区域改造实现城市再生模式
通过滨水区域改造与功能调整实现

城市再生目标是邮轮经济与地方经济互

动的一种成功模式，并涌现出很多成功

案例。如：纽约。

３发展邮轮建造推动工业发展模式
现代邮轮号称“浮动的度假村”、

“移动的微型城镇”，不但具有客房、餐

饮、社交、休闲、娱乐等设施，还包括了供

水、供电、通讯、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并

且出现大型化、豪华化的趋势。这些因

素决定了现代邮轮制造业对地方经济的

带动作用也较为明显。如日本。

４成立邮轮公司推进全球扩张模式
邮轮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邮轮公司这

一市场主体，成立邮轮公司，开辟自己的

航线，并实现多元化经营，开办飞机—游

船、铁路—游船、汽车—游船等多种方式

的联运业务，推进产品创新（如主题旅

游、家庭旅游产品），实现跨区域扩张，带

动所属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邮轮

经济发达国家的一种成功模式。如马来

西亚。

５利用邮轮客流发展旅游产业模式
旅游是邮轮游客的重要动机，邮轮

游客登轮前后、在中途挂靠港停靠的时

间都孕育着观光、休闲、娱乐的需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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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邮轮城市充分利用自身或周边的旅游

资源，通过旅行代理商和邮轮观光部经

理销售给游客，从而促进景区、交通、餐

饮、住宿、购物、娱乐等行业的发展，当地

经济因此受益。这是一些挂靠港所在地

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些邮轮母

港所在城市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

香港。

６培育产业链条发挥乘数效应模式
邮轮产业除了可以直接促进物资供

应、港口服务、旅游接待等行业的发展以

外，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亦即由于产业链的传递创造间

接效益。这些间接效益主要体现在各邮

轮公司支付其他间接产业的费用，如房

屋租赁费用、水电费用、物业费用、交通

费用、策划费用、招聘人员费用、相关人

身财产保险费用等。如美国。当然，这

些模式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根据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不同阶段而互相

交织在一起、主次地位不断变化的，在我

们宝山也将如此。

对国内外邮轮经济起步早、发展快、

势头好的城市进行考查分析，我们可以

得出对宝山区邮轮经济发展具有参考意

义的启示：政府是主导。政府要把邮轮

经济发展作为拉动旅游经济、促进现代

服务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

境、树立区域形象、促进招商引资的重要

抓手，抓住机遇，创新理念，整合资源，深

化改革，积极协调，大力推进。邮轮港是

基础。邮轮港是发展邮轮经济的必备硬

件设施，其自身条件、配套设施完善程

度、服务效率、经营管理水平直接关系着

邮轮到访数量和邮轮城市在世界邮轮经

济格局中的地位。自身特色是核心。邮

轮经济必须走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自

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在融资渠道创新、邮

轮码头建设、邮轮港口管理、通关效率提

升、邮轮船队建设、邮轮产品设计、邮轮

市场培育、相关政策突破、专业人才培

养、邮轮—游艇—游船复合发展等方面

加强探索，培养核心竞争力。人才培养

是瓶颈。我国邮轮经济刚刚起步，邮轮

专业人才十分缺乏，必须向国际邮轮经

济发达国家学习，采取“走出去”、“请进

来”的办法，在起步阶段加紧对邮轮专业

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邮轮码头服务、邮轮

旅游服务和邮轮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人

才。旅游业是重要环节。抓住邮轮母港

建设的机会，探索社会旅游资源转化为

高等级旅游产品的新路径，促进宝山旅

游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实现邮旅互促。

邮轮公司与旅游代理是关键因素。宝山

区应立足长远，放眼未来，出台优惠政

策，争取国家特殊政策，引进邮轮公司或

其代理落户宝山，辟建区域性短程邮轮

线路，宣传邮轮旅游理念，开发长三角邮

轮旅游市场，并带动其他邮轮产业服务

要素的集聚。

三、宝山国际邮轮组合港建设将带

动宝山经济发展

１对宝山经济的拉动作用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邮轮经济对区

域经济的带动作用，这里选取邮轮经济

较为发达的美国为例进行分析。邮轮经

济对美国产生的直接经济影响主要因为

以下五个原因：一是邮轮游客和船员在

登船前后发生的餐饮、住宿、旅游等消

费；二是邮轮公司在各港口所在城市雇

佣员工，租用办公设施，进行旅游策划宣

传所产生的费用；三是邮轮公司开辟航

线后雇佣新员工产生的日常生活消费，

如餐饮、汽车燃油、旅店费用、交通通信

费用等；四是邮轮公司在港口进行后勤

补给产生的费用；五是邮轮公司船舶消

耗的费用如泊位使用费、船舶修理费以

及其他费用等。２００６年，撇开对经济发
展的间接贡献，邮轮经济为美国带来了

１７６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收入，创造出了
１５万个工作岗位，带来了 ５７亿美元的
直接工作收入。

宝山无论从地理位置、港口能力、综

合交通设施和产业支撑背景等方面都具

有不可多得的区位优势，但在上世纪末

的经济角逐中这一优势并未与区域经济

的发展成正比，相反在经济总量、工业经

济规模以及招商引资成效等主要经济要

素上发展相对迟缓，与先进区域的差距

正在拉大，使之停留在自然的低能级状

态而无法释放。国际邮轮码头的建设使

宝山吴淞口具有国际客运功能，由国内

客运中心提升为国际客运窗口，拥有数

万吨级国际邮轮靠泊能力的品牌效应必

然会大大提高吴淞和宝山的国际知名度

和凝聚力，同时为适应国际客运的需要

必须提高陆域配套设施和交通衔接能力

的层级以及港口服务功能的档次，营造

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从而对区

位能级的整体提升和投资环境的优化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将进一步提升宝

山区位能级，优化投资环境，成为宝山新

一轮经济发展的发动器。

２核心项目对宝山的影响
从美国的情况看，邮轮经济核心项

目对区域经济的贡献最大，其中核心项

目包括游客及船员花费、港口服务及邮

轮旅游、旅行社代理服务、航空服务，其

中港口服务、邮轮旅游和航空服务是比

重最大的组成部分，在邮轮经济核心项

目中所占比重达５４％。据２００６年度的
统计，美国邮轮经济核心项目直接产生

的经济收入达９６亿美元，占邮轮经济产
生的总的经济收入的５４％；产生的就业
岗位达１１４万个，占总数的７４％。具体
如下：

港口服务／邮轮航线：港口为在港停
靠的邮轮将提供多方面服务，包括拖轮、

引航、港口代理、接待游客、仓储业务等。

２００６年，邮轮公司在美国支付的港口服
务费用达 ３１亿美元，较 ２００５年增长
２５％，其中２０％的增长来源于在美国登
船游客的增长，员工工资占 ２０％，其余
的６０％是由于游客服务成本的增加，如
安全检查费等。港口服务、邮轮航线及

其相关项目直接产生工作岗位 ５４４０８
个、工资收入２０亿美元。

旅行社代理服务：旅行社代理服务

费用占美国邮轮经济核心项目总费用的

２９％，主要是支付代理业务、旅游导游业
务等，费用达２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３％，
增长部分主要来源于登船后中途港停靠

时需支付的旅游代理费，邮轮游客数量

的增长也是主要因素。据调查，旅行社

代理和导游直接产生的工作岗位有

２６３０７个，工资收入１０亿美元。
航空服务：美国邮轮经济核心项目

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航空服务，其产生

费用占邮轮经济总费用的 ２１％。２００６
年，邮轮公司在美国登船港口所支付的

航空费用为 ２０５亿美元，直接产生工
作岗位 １１５３５个、工资收入 ５０４亿
美元。

邮轮游客和船员消费：组成美国邮

轮经济核心项目的第四部分是邮轮游客

和船员在美国的消费，这些消费项目包

括购物、住宿交通等。

从宝山的情况看，宝山国际邮轮组

合港建成后，邮轮的来访为口岸城市带

来了大批有消费能力的游客，邮轮所特

具的景观性和娱乐性同时也吸引了本国

其他地区的游客来到口岸城市旅游消

费。游客的消费热潮带来了大量财富，

也拉动了城市产业链的发展，从而刺激

口岸城市的经济健康发展。从宝山来

看，主要是指面向邮轮游客与船员的旅

行、游览服务活动，涉及交通、住宿、餐

饮、游览、娱乐、购物等基本环节；除此以

外，还包括面向以吴淞口———邮轮港为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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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物的国内旅游者的接待服务。远期

来看，面向以购买邮轮旅游产品的出境

旅游者的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

３相关产业将兴起
新兴产业的发展或关键项目的投入

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对相关产业的带动

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所谓的投资

乘数效应或放大效应。尽管客运有别于

货运，不能相提并论，但其产生乘数效应

是必然的。每航次邮轮乘客、船员多达

数千人，其靠岸后的旅游消费、商贸消费

数额大、品级高，加上邮轮的供给，都会

给相关产业带来商机。从美国的情况

看，２００６年邮轮经济给制造业、零售批
发业、交通运输业、政府服务业等相关产

业带来８１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收入，创造
了４万多个就业岗位。具体如下：在
２００６年，非核心项目对美国产生的其他
直接经济收入达８０亿美元，直接产生工
作岗位 ４０２６２个、工资收入 １７６亿美
元，这些相关的产业包括：

专业技术服务：法律、咨询、广告、营

销、市场策划代理、计算机软硬件咨询、

安全、人力资源等，直接经济收入１３亿
美元、工作岗位 １３８５６个和工资收入
４１４亿美元。

金融业：银行、保险、房地产、出租、

借贷服务业等，直接经济收入９５６亿美
元、工作岗位 ３４３９个和工资收入 ２１８
亿美元。

食品、饮料加工业：邮轮在经营过程

中所需的酒精、非酒精饮料、食品直接消

耗９３３亿美元，直接产生工作岗位２２７４
个和工资收入０９１亿美元。

零售批发业：直接支付运输和存储

业务费用 ５３８亿美元，产生工作岗位
２８０３个、工资收入１６２亿美元。

造船业：船舶在美国船坞进行维修、

保养，直接产生经济收入４３９亿美元、
工作岗位 １４６５个和工资收入 ０９８亿
美元。

石油加工业：包括主机重油、辅机轻

质柴油以及润滑油，直接经济收入８０３
亿美元、工作岗位１４４个，工资收入０１８
亿美元。

机械制造业：包括维修锅炉、发动

机、涡轮等，直接产生经济收入３０７亿
美元、工作岗位１１７９个和工资收入０６５
亿美元。

艺术、娱乐业：包括邮轮装饰用的艺

术品、各种娱乐设施和雇佣文艺表演等，

直接经济收入 １８３亿美元、工作岗位

１７０６个和工资收入０５８亿万美元。
电子设备制造业：包括计算机制造、

照明设备、投影设备、通信设备、航海驾

驶设备等，直接经济收入２７亿美元、工
作岗位８８７个和工资收入０６８亿美元。

通过以上分析，邮轮母港建设为宝

山区带来的可能的商业机会包括：

◆ 建筑装饰业：包括房屋和土木工
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业、其

他建筑业，涉及房地产业、物业管理。这

主要表现在邮轮港、商务设施、沿江景观

带、旅游项目的建设中，其经济贡献可以

一直持续到远期。

◆ 船舶制造与维修业：包括游船制
造与维修、游艇制造与维修、邮轮制造与

维修等。其中，邮轮的建造需要突破技

术难关、资金瓶颈与经营模式创新，需要

较长时间的培育才能成型。

◆ 物资供应：包括农林牧副渔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电力生产和供

应业、淡水供应、仓储、装卸搬运等。这

是邮轮母港的刚性需求，也是宝山区具

有近水楼台之便利的部分。

◆ 旅游业：包括景区、住宿、餐饮、
休闲、娱乐、旅行社、票务代理、会展等。

邮轮母港建成后，旅游业将构成邮轮经

济的关键，也是邮轮经济中弹性与发展

空间较大的部分。

◆ 批发和零售业：包括批发、零售。
该部分涉及游客、船员的部分消费，以及

港口、邮轮所需的部分物资的来源。

◆ 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及
其他金融活动。

◆ 交通运输业：包括城市公共交通
业、道路运输业、其他运输服务业。

◆ 环境卫生业：包括环境管理业、
固体垃圾与污水处理、废弃资源和废旧

材料回收加工业等。

◆ 其他：包括教育、培训、邮政、通
讯、租赁业、商务服务等。

目前，邮轮经济辐射的宽度和深度

还不能完全量化，但邮轮码头的建设至

少可以促进交通运输业、零售批发业、制

造业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可以带动

以国际邮轮为核心的集国内游船、游艇

及客运为一体的“三邮”组合港，宝山滨

江地区将成为集航运服务、商贸商务、文

化博览、生态景观等功能于一体的水上

旅游集散区。

四、促进邮轮经济对宝山互动发展

的几点建议

借鉴国外发展邮轮经济经验，结合

上海实际和宝山各方面情况，促进宝山

经济与邮轮互动发展，要建设三大基地、

坚持三个联动、实施三大战略。

１建设三大基地
（１）现代涉港商务基地
邮轮母港的高效运转需要一个能够

提供相关服务的基地作为保障，也为涉

港商务的集聚与提升性发展提供了可

能。现代涉港商务基地的建设对于提高

邮轮港口服务质量、提升产业素质、推进

服务业升级换代、放大邮轮业带动效应

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现代涉港商

务基地的内涵体现在：

———邮轮母港物流、物业、地产、商

贸服务基地；

———面向邮轮的金融、保险、法律、

信息服务基地；

———邮轮、游艇、高级游船的设计与

研发基地。

（２）国际邮轮发展基地
吴淞邮轮港的建设直接推动的是邮

轮旅游产业的发展，邮轮代表着未来高

端旅游产品的发展方向。在目前各大港

口城市纷纷争抢邮轮母港地位的背景

下，建设国际邮轮发展基地将巩固宝山

区在大陆地区邮轮经济发展格局中的龙

头地位。

总体来看，国际邮轮发展基地的内

涵包括：

———世界著名邮轮公司大型豪华邮

轮的重要停靠港口；

———世界知名邮轮公司辟建区域性

航线的始发港口；

———自有船队航线的始发港和终

点站。

（３）长江水上旅游基地
作为与邮轮经济具有密切联系的水

上旅游，是上海都市旅游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将邮轮经济扩展到游艇产业、游船

产业，全方位扩大旅游活动空间范围的

客观要求，是促进宝山区区位优势转为

经济优势，占领上海市、长三角、长江经

济带水上旅游龙头地位的内在要求。长

江水上旅游基地的内涵体现在：

———黄浦江水上旅游航线上的重要

停靠码头；

———连接长江沿岸各旅游城市的长

江水上之旅的起点；

———长江口近海旅游的集散中心。

２坚持“三个联动”
（１）区港联动
实践证明，港口的形成和发展促进

了城市的兴起，而城市经济的发展、科学

技术的进步、集疏运网络的完善又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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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规模的扩大，使港口从仅有运输、装

卸功能逐步发展成为具有贸易功能、工

业功能、商业功能、游憩的中心。同样，

邮轮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坚强后盾，这

个后盾就是港口城市。《宝山区区域总

体规划实施方案（２００５～２０２０）》明确提
出：“到２０２０年，把宝山建设成为与上海
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具有辅城功能

的现代化的滨江新区；形成世界级精品

钢及其延伸业基地、上海北部物流服务

基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

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和环境优

美、适宜居住、现代化的生活园区。”重

点规划建设的“滨江新城区”中，淞宝地

区将着力调整、拓展、整合和提升功能，

形成宝山区行政、文化、商务中心及滨江

景观旅游带。

“区港联动”即邮轮母港、滨水区与

宝山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联动，主要包

括如下三层含义：第一是“点面结合”，

港口是点，城市是面，点是特色，面是依

托，港口依托城市才能生存发展，城市是

港口旅游服务的后勤保障；第二是“合而

为一”，港口与城市互动成长，港口是城

市对外开放的窗口和门户，是吸引外商

投资的环境中重要的因素，港口功能的

拓展有助于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第三

是“合作共赢”，港口促进所在城市发

展，并与城市融为一体，共同服务与周边

城市和腹地，逐步形成城市经济圈或区

域经济圈，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旅游业

的提升，实现双赢。

港口旅游开发要依托城市，避免旅

游发展与城市建设的脱节，力争港口城

市形象和旅游形象的和谐共生，海港旅

游与海港城市的建设一体化。目前，应

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历史遗迹（如老

码头等）的保护与恢复；交通组织和人车

分流；滨水区用地功能的调整与重组；休

闲娱乐设施的修建与完善；滨水区和其

他区域的有机联系。在这一方面，巴尔

的摩内港（ＩｎｎｅｒＨａｒｂｏｒ，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悉尼
达令港（ＤａｒｌｉｎｇＨａｒｂｏｒ，Ｓｙｄｎｅｙ）和纽约
甘特里广场公园 （ＧａｎｔｒｙＰｌａｚａＳａｒｋ
Ｐａ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等大量案例积累的成功
经验可供借鉴。

（２）邮旅联动
旅游业是邮轮经济的主导产业，邮

轮经济的发展需要旅游业的支撑，两者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邮旅联动”即邮

轮与宝山区旅游业的联动，这既是邮轮

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宝山区利用邮轮

港建设促进以旅游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

的现实选择。新加坡、巴塞罗那、香港等

地的实践证明邮轮母港的建设、邮轮游

客的到来大大刺激了区域旅游业的发

展，不断提升的旅游业又吸引着更多邮

轮游客的不断到访。

“邮旅联动”主要包括如下三层

含义：

领域之一：建设具有游览功能的邮

轮港

按照景观化、特色化、体验化的理念

规划、设计、建设邮轮母港及配套设施，

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景观价值与旅游功能

的重要吸引物，成为滨江风情带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宝山区代表性的旅游产品，

部分区域可以接待国内游客参观。根据

旅游项目无限化理论和社会资源旅游化

思想，任何一种建设项目，经过创意策

划，都可能成为旅游吸引物，如东方明珠

电视塔、金茂大厦观光厅等。因此，在邮

轮母港规划阶段就要充分考虑旅游观光

功能，按照旅游景观的要求来进行整体

规划、局部设计，按照５Ａ级旅游区的要
求配备游客中心、观景台、标识系统、旅

游厕所等设施，并为将来旅游功能的拓

展预留足够的空间，将其打造成为宝山

旅游的新名片、上海旅游的新看点、港口

旅游的新坐标。

实施要点：

———制定邮轮港旅游规划，统筹安

排港区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创意策划旅游项目，引进退役

邮轮开展面向国内游客的观光娱乐

活动；

———抓住世博机遇，借船出海，加大

邮轮母港在宝山的宣传力度。

领域之二：带动宝山区旅游产业的

腾飞

按照整合、集聚、提升的思路重点建

设长江口生态文化公园、滨江旅游休闲

长廊和旅游服务产业集群，以沿江公园、

炮台湾公园为基础，整合岸线资源和旅

游资源，提升文化品位和休闲功能，完善

接待服务设施，吸引邮轮游客。滨江带

不仅是邮轮进入宝山的第一印象区，也

是离开宝山的最后印象区，同时还扮演

着光环效应区的角色。同时，滨江带也

是近期有可能吸引邮轮游客滞留的关键

地段，对于国内游客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将成为宝山旅游的地标区。但是，邮轮

港面临着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岸线分割使

用的困境，长江水和黄浦江水在短期内

很难变清，沿江各地段景观不够协调和

贯通，休闲旅游氛围有待强化，配套服务

设施亟需完善。因此，凸现水上门户、江

海汇聚的地方特色，展示百年吴淞、文化

宝山的文化内涵，加强临江公园、炮台湾

公园之间的有机联系，推进岸线景观的

协调与延续，提升休闲、观光、度假旅游

服务功能，打造邮轮产业集聚区。在此

基础上，发挥宝山区社会旅游资源丰富

的优势，建设邮轮旅游国际访问点，推进

邮轮游客深入宝山腹地。

实施要点：

———按照已有相关规划建设滨江旅

游休闲长廊，择址增建游客服务中心；

———在滨江旅游带组织民间艺术展

演、吴淞文化展示等事件性旅游活动；

———建设邮轮旅游国际访问点，推

进宝山区城市旅游向纵深方向发展。

领域之三：发展游艇消费和邮轮出

境旅游

树立产品核心、创造需求、引导市场

的理念，培育邮轮、游艇、游船旅游代理

商，加大宣传、促销力度，优先开发以上

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邮轮、游艇、游船市

场，发展以游艇为代表的高端产品和以

邮轮为代表的出境旅游。旅游政策的开

放、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港口附近大型

城市的发展等因素，都在不断催熟我国

邮轮与游艇市场，邮轮旅游、游艇休闲度

假的发展潜力日益显现出来。世界旅游

组织的数据显示，到２０２０年，到境外旅
游的大陆居民将超过１亿人次，如果其
中有５％的旅客选择邮船旅行，就相当
于现在一个欧洲市场。根据深圳游艇协

会的调查数据，中国能够购买大型游艇

的人大概有５０万，但实际私家游艇只有
一百零几艘，平均１３０万人才拥有１艘
游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７０００多
倍，与中国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称谓

不够匹配。这一市场的开拓，将为宝山

区旅游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

机会，极大地推进产业升级和区域形象

树立。

实施要点：

———整合社会资源，加强邮轮、游艇

旅游产品的宣传；

———出台优惠政策，引进邮轮公司

及其代理机构落户宝山；

———培育市场主体，推进游艇旅游

产品的开发进程。

（３）江海联动
水上旅游是都市旅游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上海市注重水上旅游的发

展，在“十一五规划”中将“发展水上休

闲观光游”作为创新和丰富都市旅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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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重要内容，将“加快推进水上旅游中

心和公共码头建设”作为“发展旅游产

业完善配套设施”的组成部分，提出了

“２０１０年水上游览接待达４００万人次”
的目标。同时，规划还提出：按照黄浦

江、苏州河沿线地块功能优化和景观建

设的要求，积极推进游船、游艇、邮轮等

水上旅游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开发水

上旅游、水岸景观、水路游线等功能互补

的旅游产品。

宝山区地处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

是上海的水路门户，拥有通江达海、连接

内河的优势，具有建成水上旅游龙头的

条件。邮轮港落户宝山，使得这一优势

更加明显。按照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的

总体要求，抓住水系景观、岸线公共空间

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利时机，整合海洋、

长江、黄浦江、?藻浜等水上与岸线资

源，发展邮轮、游艇、游船，实施江海联

动、江河联动，扛起水上旅游龙头的大

旗，引领上海市水上旅游的发展，是宝山

区旅游业实施差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塑造旅游品牌、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客

观要求。

领域之一：推进市区水上旅游路线

延伸

目前，上海市区水上旅游主要集中

在黄浦江外滩段 （外滩———杨浦大

桥———陆家嘴商业 中 心———滨 江 大

道———外滩），向内连接苏州河、向外延

伸至长江口甚至长江入海口的游线基本

上尚未推向市场。实施江海联动的一个

要义就是推进上海市水上旅游路线的延

伸，实现江（黄浦江）河（苏州河）对接、

通江（长江）达海（东海），实现长江

口———崇 明 岛———吴 淞 口 （邮 轮

港）———杨 浦 大 桥———外 滩———苏 州

河———朱家角———东方绿舟———大观

园———淀山湖线路的贯通。

实施要点：

———积极配合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

水上旅游分会的行动，借助外部力量推

进长江、黄浦江（宝山段）、?藻浜的旅

游开发；

———编制水上旅游专项规划，明确

水上旅游发展战略和布局，遴选重点旅

游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项目

落地；

———通过创新工作理念方法争取水

上旅游管理体制的突破，积极借鉴其他

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尝试建立统一、协

调、高效的管理体制。

领域之二：加快长江沿线水上旅游

发展

内河水运具有占地少、能耗低、成本

低、污染小等特点和优势，是我国综合运

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是唯一横

贯我国东中西部的水运大通道，建设长

江黄金水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

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实现现代化战略等，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旅游为

契机，振兴长江水上客运，推进长江航运

新一轮发展。

———发挥长江水运发展协调机制的

作用，进一步加强部门、省市之间的合

作，互相支持，形成合力，加快推进黄金

水道建设；

———总结长江三峡游船发展的经验

与教训，加强长江水上客运与游船发展

的科学研究，为水上旅游发展提供理论

依据；

———培育长江客运与水上旅游的市

场主体，推进融资体制改革，鼓励具有相

关资质、管理经验和经济实力的企业开

发长江水上旅游。

领域之三：探索跨区域海上旅游发

展新模式

上海要建成国际航运中心，海上客

运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

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加之有关方面重

货轻客，上海海上客运航线目前却廖廖

无几。同时，邮轮母港的定位要求上海

与同一区域其他各挂靠港之间有效联

动，并开辟以上海为出发点和终点站的

区域性近程邮轮航线。这为振兴上海海

上客运、发展海上旅游、实现江海联动目

标提供了重要机遇。

———整合海上客运资源，建立海上

旅游客运公司，与沿海各大旅游城市密

切合作，分期分批开辟定期和不定期的

海上旅游客运线路；

———以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为契机，

配合上海市有关部门争取政策，研究旅

游需求特点，适时开辟近游艇、豪华游船

近海巡游路线；

———在建立自己的邮轮公司或者引

进国际邮轮公司的基础上，开辟以上海

为中心的区域性邮轮线路（如上海———

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

国———上 海、上 海———东 京———釜

山———济州岛———金刚山等）。

３实施三大战略
（１）旅游活区战略
为了充分发挥邮轮经济对宝山区经

济发展、社会事业进步、生态文明建设的

带动作用，应以旅游业为突破口，实施旅

游活区战略，树立“大旅游、大产业、大市

场、大格局、大效益”的理念，提高旅游产

业地位，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进行培育，把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

定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措施，

增加对旅游业的投入，加强对文化资源

旅游化、健全旅游产业体系、旅游品牌培

育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理顺旅游管理体

制，加快人才培养，促进现代服务业发

展、区域形象重塑与和谐社会构建。

（２）统筹发展战略
邮轮旅游发展涉及诸多部门，需要

相关产业的支持，因此必须实施统筹发

展战略，相关部门从本部门职责出发，为

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旅

游业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积极

作用。要协调宝山区与部队、与中央企

事业单位，建立由区主要领导参加的邮

轮经济发展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快速、

高效的邮轮港建设与旅游开发；要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推进旅游六大要

素的协调发展，处理好邮轮港建设、旅游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

之间的关系；要正确处理沿江旅游休闲

带建设与腹地旅游资源开发之间的关

系，以沿江旅游休闲带为龙头，通过环区

生态布道串联腹地各旅游区（点）。

（３）创新驱动战略
创新是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不竭

动力，也是推进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量。对于中国而言，邮轮经济是一种

新兴的经济形态，对于宝山来说，邮轮旅

游是一个崭新的事物。邮轮经济与旅游

产业的发展受到政策、法律、技术、资金

等因素的制约，必须将创新放在重要位

置，才能够取得突破。

具体而言，创新驱动战略包括理念

创新、机制创新。大力推进理念创新。

超常规发展需要超常规的思路。思路决

定出路，出路决定发展。树立“旅游业是

新的经济增长点，抓旅游就是搞经济，发

展旅游就是建设城市”、“旅游是创意经

济、快乐经济、体验经济”、“邮轮是高端

旅游产品，发展邮轮经济就是抢占旅游

产业制高点”等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以创新旅游发展思路，加快旅

游发展步伐。积极推进机制创新。坚持

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政

府主要在规划引导、培育市场主体、创造

良好环境、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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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充分发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

鼓励各类企业广泛参与，引导各类资本

多元投入。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

则，充分发挥市场对旅游资源配置的基

础性作用，促进诸如文化、宗教、城建等

部门的旅游资源跨地区、跨部门整合。

（区委政研室供稿）

■邮轮经济与宝山互动发展研究———宝
山旅游业发展

宝山区旅游资源众多，文化底蕴深

厚，旅游业发展潜力较大。目前宝山区

域的主要旅游区（点）有炮台湾湿地森

林公园、临江公园、宝钢工业旅游点、钢

雕公园、顾村公园、东方假日田园、半岛

１９１９、金罗店老镇、卫斯嘉闻道园、美兰
湖、东方民间收藏博览馆等，在旅游开发

上，目前已推出吴淞口人文景观游、罗店

风情游、宝钢工业游、环区步道生态游、

科普教育探索游等产品。但作为上海国

际大都市郊区经济发达的区域，旅游业

及其相关的住宿餐饮业在宝山地位还是

比较低的，如住宿餐饮目前只占整个第

三产业的 ０９５％。而目前宝山的第三
产业过度依赖房地产等行业（２５６１％），
因此，大力发展旅游、餐饮等行业，改变

第三产业不合理状况，是实现宝山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邮轮港视野下的宝山旅游存在

问题分析诊治

（一）存在问题

１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宝山具备了
水上旅游集散优势，但是这仅仅是作为

其一个通道的功能，如何吸引住过往游

客在宝山停留甚至入住，就需要有一定

的高品级旅游吸引物、高档次的旅游接

待设施作为支撑点。尽管宝山历史悠

久，但是缺乏有特色的历史遗迹，同时也

缺乏浦东和中心城区那样高品级的现代

城市景观，缺乏高星级宾馆和高档休闲

购物场所。高品级旅游产品和旅游配套

设施的欠缺已经成为宝山旅游业发展的

一个制约性因素，尽管有很好的区位条

件和集散功能，但是如何挖掘宝山旅游

资源，开发极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并抓住

邮轮港建设和世博会的机遇，扩大宝山

水上旅游集散效应，吸引游客驻足已经

成为宝山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２从作为旅游业核心支撑的吸引
物来看，宝山区内已经拥有了以炮台湾

公园、临江公园、宝钢、东方假日田园、卫

斯嘉闻道园为代表的旅游区（点），并拥

有丰富的民间艺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但是，这些旅游吸引物除了炮台湾公园、

临江公园外都远离港口，且知名度低，地

方特色不够明显，主题不够突出，规模较

小，分布零散，配套设施不完善，无法与

人民广场———南京路———外滩———城隍

庙———豫园片区，以及衡山路、新天地、

淮海路相提并论，目前难以对乘邮轮抵

达上海的海外游客形成很大的吸引力，

成为他们上海行程上的必到之处。

３从旅游接待服务设施来看，宝山
区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星级饭店和旅行

社，但是等级和空间结构有待优化。这

具体表现为：第一，五星级旅游饭店尚为

空白，国际旅行社只有一家；第二，这些

服务设施都位于距离邮轮港较远的地

区，分布较为散乱；第三，接待邮轮游客

经验不足，基本没有销售邮轮旅游产品

的经验。同时，位于沿江一线、针对外国

游客、体现地方特色、能够按照国际惯例

提供服务的旅游餐饮设施、购物和娱乐

场所十分缺乏。此外，现有接待服务设

施的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无法适应邮轮

游客的要求。

据此，以提升旅游吸引物、完善配套

设施、发展邮轮旅行代理商为核心，培育

滨江旅游产业集群，提升旅游从业人员

素质、服务质量与管理水平，是宝山区抓

住世博机遇、切分邮轮旅游蛋糕的现实

选择。同时，将邮轮港作为旅游吸引物

进行重点建设，吸引国内游客前来游览，

适时开拓长三角邮轮旅游市场，适度发

展出境旅游，是做大邮轮旅游蛋糕的基

本路经。

（二）解决途径

近几年，上海郊区在加快旅游景点

和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普遍开始重视

旅游经营，先后举办了南汇桃花节、长兴

岛柑桔节、上海之根文化旅游节、奉贤风

筝节、朱家角古镇旅游节、嘉定孔庙文化

节、佘山兰笋文化节等节庆活动，以节兴

旅，使郊县旅游接待人次逐年增多，上海

都市郊区旅游迈出可喜步伐，取得较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力地拉动了

区域经济的发展。

为使宝山郊区旅游实现可持续发

展，充分认识和贯彻宝山区委吕民元书

记提到的“四新”概念，打造宝山生态旅

游环境。特提出如下建议：

１合理规划，建立最佳结构的生态
旅游模式

上海宝山旅游要走产业化的道路，

实现可持续发展，须要抓好宝山旅游开

发规划，打造品牌，增强竞争实力。一个

高起点、高标准、高档次的旅游开发规

划，是旅游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坚

实基础和发展指南。加快宝山旅游发展

规划，实施综合配套建设，要邀请和组织

专家学者进行规划和论证，高起点地制

定宝山旅游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近中期重

要景区景点的控制性建设规划及修建性

详细规划。坚持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相

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布局科学、

功能配套、环境优美、秩序良好的综合建

设方针，突出重点，分期实施。规划要做

到短、中、长期统筹安排，有步骤分期合

理开发建设，要贯彻积极推进又要量力

而行，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成熟

一个，建设一个，办好一个。充分利用区

域内的基础条件，结合自然资源、气候环

境、人文景观、农业基础设施、配套服务

设施等现状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合理规

划，建立资源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

区域旅游体系，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

２不断强化宝山旅游发展的可持
续意识

宝山旅游的基础是生态合理性和体

系内部功能的良性循环，没有这个基础，

旅游就无从谈起。因此在制定规划或实

施过程中，首先要按照生态旅游的要求，

运用生态原理来指导建设。体系内要做

到生产资料、劳动力和生产环境的合理

组合、运转，在保持生态系统稳定的同

时，加强系统内部各组成成份之间的耦

合，以提高系统的生态生产力。此外在

资源开发和消费形式的挖掘中，要坚持

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方式来管理生态

旅游资源，做到在满足当代人享受旅游

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机会和能力的

同时，兼顾后代人的利益，把生态旅游资

源的开发和保护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

把宝山旅游消费作为一种不以牺牲生态

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与自然环境和谐发

展的新型消费形式。

３根据城市旅游者需求特征，注意
宝山旅游环境和接待设施的标准化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

市居民对旅游要素的要求也在不断提

高，在宝山旅游活动过程中，他们既希望

获得新奇的感受，又希望保持已有的生

活习惯，宝山旅游经营者在营造具有宝

山特色的旅游环境的同时，要注意旅游

环境特别是接待设施的卫生、舒适。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

尽快制定相关旅游服务标准，使宝山旅

游经营服务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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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注意生态旅游的经营策略
（１）拓宽休闲生态旅游的功能。突

出功能多样化和功能互补两大特色，休

闲生态旅游应具有以下功能：为游客提

供休闲场所的休憩功能；为居民增加就

业机会，并提高收益水平的经济功能；为

大都市发展创造一个优美洁净的生态环

境的生态功能；为增进市民与郊区居民

的接触，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功能；为

游客提供乡村体验、医疗保健服务的保

健功能等。

（２）把宝山旅游置于都市旅游系统
的整体之中。宝山旅游是对都市旅游度

假业的扩展，应该采取与旅游经营部门

联营、联合开发等形式，合理设置都市旅

游生态区，要争取市有关部门对都市生

态旅游的重点规划、支持与扶持。

（３）要有与上海宝山相配套的长远
规划。都市郊区生态旅游作为宝山的一

个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宝山的一个重要

生长点加以规划和建设。都市旅游农业

自身设计和规划必须强调独创性开发，

从而使都市郊区生态旅游在开拓发展中

更具特色、更趋完善。

（４）保持本色，凸现特色，增强吸引
魅力。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邀请

专业人士，定期培训经营户和服务人员，

培养市场意识，转变观念，强化经营的特

色和差异性。突出郊区天然、朴实、绿

色、清新的环境氛围，强调天趣、闲趣、野

趣，尽力展现宝山旅游的吸引魅力。

（５）加紧人才培养和服务设施建
设，提高管理水平。宝山旅游的发展更

多的是具有旅游的特点，因此要加紧人

才培养，吸纳专业旅游人才加盟，提高管

理水平，加快旅游产品的开发，搞好市场

营销，同时要加快服务设施的建设，提高

服务的档次与水平。

（６）狠抓宣传促销工作。宝山旅游
的对外整体促销是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

职能。要针对不同的客源市场、客源群

策划实施相应的主题宣传，尤其要精心

设计、包装、推广宝山旅游新产品。针对

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客源市场、不同的

客源群，以不同的主题产品进行宣传。

要重视旅游市场的开拓，加大宣传和推

介力度，提高宝山旅游的知名度。还要

通过电视、电台、报刊、互联网加强对宝

山旅游景区景点的介绍，精心组织制作

编写宝山旅游指南、宝山旅游交通线路

图、景区景点标志牌。

二、宝山旅游路线设计

（一）旅游线路设计的一般原则

１以满足游客需求为中心的市场
原则

旅游线路的设计的关键是适应市场

需求，具体而言，即是它必须最大限度地

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旅游者对旅游线路

选择的基本出发点是：时间最省、路径最

短、价格最低、景点内容最丰富、最有价

值。由于旅游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

区，具有不同的身份以及不同的旅游目

的，因而，不同的游客群有不同的需求。

他们来去匆匆，说走就走。旅游线路设

计者应根据不同的游客需求设计出各具

特色的线路，而不能千篇一律，缺少

生机。

２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主题突出
原则

世界上有些事物是独一无二的，如

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这

就是特色。由于人类求新求异的心理，

单一的观光功能景区和游线难以吸引游

客回头，即使是一些著名景区和游线，游

客通常观点也是“不可不来，不可再

来”。因此，在产品设计上应尽量突出自

己的特色，寻找出宝山独一无二的特色

旅游资源，作为游程设计的核心因素，唯

此才能具有较大的旅游吸引力。

３生态效益原则
生态旅游的产生是人类认识自然、

重新审视自我行为的必然结果，体现了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态旅游是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环境价值的综合体现，是

以良好生态环境为基础，保护环境、陶冶

情操的高雅社会经济活动。宝山作为一

个上海市郊区生态发展良好的区域，其

生态旅游发展大有可为。１００多公里的
环区步道是串联各个景点的绿色纽带。

要根据都市游客周末出行量大的特点和

邮轮游客时间上相对集中的特点，合理

分布游客，合理设计游程，让游客感觉舒

适的同时，也保证了宝山旅游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保护了生态环境，是我们值得

研究的一个课题。

４进得去，散得开，出得来原则
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其空间移动

分三个阶段：从常住地到旅游地、在旅游

地各景区旅行游览、从旅游地返回常住

地。这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进得去；散

得开；出得来。没有通达的交通，就不能

保证游客空间移动的顺利进行，会出现

交通环节上的压客现象，即使是徒步旅

游也离不开道路。因此在设计线路时，

即使具有很大潜力，但目前不具备交通

要求或交通条件不佳的景点，景区也应

慎重考虑。否则，因交通因素，导致游客

途中颠簸，游速缓慢，影响旅游者的兴致

与心境，不能充分实现时间价值。

５推陈出新原则
旅游市场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游客

的需求与品位也在不断地变化、提高。

为了满足游客追求新奇的心理，旅游管

理部门和旅行社应及时把握旅游市场动

态，注重新产品、新线路的开发与研究，

并根据市场情况及时推出。一条好的新

线路的推出，有时往往能为旅行社带来

惊人的收入与效益。

６旅行安排的顺序与节奏感原则
一条好的旅游线路就好比一首成功

的交响乐，有时是激昂跌荡的旋律，有

时是平缓的过度，都应当有序幕———发

展———高潮———尾声。在旅游线路的设

计中，应充分考虑旅游者的心理与精力，

将游客的心理、兴致与景观特色分布结

合起来，注意高潮景点在线路上的分布

与布局。旅游活动不能安排得太紧凑，

应该有张有弛，而非走马观花，疲于奔

命。旅游线路的结构顺序与节奏不同，

产生的效果也不同。

（二）宝山邮轮旅客的游程设计

目前国际邮轮旅客的特点是人数增

加很快，国际定期邮轮协会（ＣＬＩＡ）职员
近日在纽约一个公开场合上表示，去年

全球邮轮旅客破纪录，报１２６０万人次，
比上年同期上升 ４１％，预测今年旅客
人数会再创新高，达１２８０万人次；市场
分布不均衡，其中北美市场旅客人数将

会占１０５０万人次，其它市场则占２３０万
人次。另外就是游客中中老年游客数量

比较多。

根据邮轮旅客短期内相对大量集中

的特点，以及邮轮游客追求生态休闲，以

及经济宽裕，追求与众不同的特点需求，

结合宝山旅游资源特点，在区域内部可

以重点打造和推出以邮轮港区为核心支

撑的吸引物的风情购物游，以炮台湾湿

地森林公园和世界河口博物馆为核心支

撑的吸引物的生态休闲游；以宝钢钢雕公

园（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智力公园（上

海智力产业园）为核心支撑的吸引物的

“中国制造”现代工业游和以罗店古镇、

卫斯嘉闻到园为核心支撑的吸引物的，集

合罗店龙船、月浦锣鼓、罗泾十字挑花、宝

山沪剧等宝山民间文化的历史文化游等

旅游线路。在区域外部，重点推出以宝山

邮轮港为起点的黄浦江水上都市游，长江

河口风貌及崇明生态岛旅游以及长江水

上旅游航线。还要充分考虑游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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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消费、年龄等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立志发展邮轮经济

的宝山，仅仅依靠自身的资源远远不

够，要考虑充分借助上海和长三角地区

丰富的旅游资源，提升对国际邮轮旅游

者的吸引力。

游程建议：

半日游：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海军上海博览馆、临江公园（陈化成纪念

馆、淞沪抗战纪念馆）、上海港吴淞客运

中心。

一日游：半日游基础上增加宝钢、钢

雕公园（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智力公

园（上海智力产业园）。

二日游：一日游基础上增加罗店老镇、

罗店北欧新镇、宝山寺、东方假日田园、卫

斯嘉闻道园、龙船馆、民间文化遗产等。

黄浦江水上旅游线路：邮轮港直达

世博园区域，或经过黄浦江、苏州河直达

淀山湖等地。

长江水上旅游线路：邮轮港出发，直

达长江各码头。

三、以邮轮港建设为契机，带动宝山

旅游业发展

旅游是邮轮游客的重要动机，邮轮

游客登轮前后、在中途挂靠港停靠的时

间都孕育着观光、休闲、娱乐的需求。很

多邮轮城市充分利用自身或周边的旅游

资源，通过旅行代理商和邮轮观光部经

理销售给游客，从而促进景区、交通、餐

饮、住宿、购物、娱乐等行业的发展，当地

经济因此受益。这是一些挂靠港所在地

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些邮轮母

港所在城市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打造宝山国际邮轮城特色

旅游

１、高标准高起点建设宝山国际邮
轮城

邮轮港是发展邮轮经济的必备硬件

设施，其自身条件、配套设施完善程度、

服务效率、经营管理水平直接关系着邮

轮到访数量和邮轮城市在世界邮轮经济

格局中的地位。

（１）吸收国内厦门和国际邮轮旅游
重点城市的经验，坚持高标准规划，超前

设计，打造宝山自己的国际邮轮城，争取

成为上海水上旅游的门户，国内南北海

上旅游的节点和长江水上旅游的起点，

成为上海国际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或

者新的都市副中心。

（２）利用滨江新城建设的契机，在
高标准、景观化建设邮轮港的基础上，统

筹考虑邮轮港、沿江带、滨江新城、水上

旅游等问题，实施邮轮港、滨江休闲长

廊、滨江新城的一体化开发。

（３）将宝山区作为上海市航运发展
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打造成上海的邮

轮城，重点是大力发展以水上客运、客流

集疏功能为重点的基础功能，以国际邮

轮靠泊服务、邮轮／游艇／游船特色旅游
休闲、国际邮轮总部集聚为重点的核心

功能，以航运商务服务、航运公益服务功

能、航运公共服务为主的延伸功能，以游

客及船员配套、历史文脉传承、生态景观

示范为主的配套功能。通过上述功能框

架体系的培育与完善，将吴淞口打造成

为以国际邮轮服务为核心，集航运服务、

特色旅游、商贸商务、文化博览、生态景

观等于一体的现代化的国际邮轮城。

２、不断提升邮轮城旅游功能
（１）抓住邮轮母港建设的机会，探

索社会旅游资源转化为高等级旅游产品

的新路径。如培育具有地方特色和市场

带动效应的沿江邮轮旅游产业集群；利

用环区生态步道串联各大景区；塑造“都

市田园，健康之旅”品牌，打造城市旅游

的新坐标。

（２）发挥好邮轮公司与旅游代理公
司的市场主体作用。如出台优惠政策，争

取国家特殊政策，引进邮轮公司或其代理

落户宝山；辟建区域性短程邮轮线路；宣

传邮轮旅游理念，开发长三角邮轮旅游市

场；促进邮轮产业服务要素的集聚。

（３）加大邮轮母港区域周边配套建
设。如在邮轮码头附近建设可容纳大流

量游客的大型、高档的购物、餐饮与宾馆

设施；积极发展与邮轮旅游有关的旅行

社、票务代理等服务机构；努力提高本区

内各旅游区（点）的等级和吸引力，特别

是要注意建设有相应级别的旅游吸引

物，完善服务设施，提升旅游服务水准。

（二）借力世博旅游，开启新邮轮

航程

１依托邮轮经济，创新世博旅游
载体

邮轮是移动性的会议中心、度假村，

集会议、休闲、观光、住宿、消费、娱乐于

一体的高端旅游载体。邮轮能实现会议

与旅游的时空高效合一，会议的同时也

是旅途的开始，会议结束也是目的地达

到体验观光的开始。考虑到吴淞口国际

邮轮码头距离世博园区路程较远，专门

设置黄浦江水上游船码头，世博会期间，

大型国际邮轮在吴淞口靠泊码头后，游

客下了邮轮可以通过“船船对驳”，从筹

建于１９１９年的上海第八棉纺织厂老厂

房码头换乘游艇，沿黄浦江直接从水上

进入世博园区。至今仍较好保存老建筑

的上棉八厂，纺织机、传送轨道和钟楼

等，辅以充满时尚现代味道的新建筑群，

集聚影视传媒、网游动漫、艺术培训、艺

术家工作室等创意产业，是一幅令人心

向往之的人文美景。而且，“船船对驳”

能避开市内交通在高峰时间的拥堵，在

一个半小时的航程中，游客们在踏上美

妙的世博之旅前，既可以观赏上海繁华

的都市风情，也可以就近在宝山滨江带

体验“一夜春风绿江南”的生态景观。

当然，在世博会后，这样从水路对接市中

心景区的交通游览方案也是发展上海都

市水上旅游的不错的选择。

２借势邮轮效应，拓展世博旅游的
辐射范围

通过将世博部分会议转移至邮轮上

进行，在专业观众完成会议任务的同时，

航行的邮轮实现了空间转移，延伸了会

展旅游终端的地域范围，将世博会展旅

游以上海大都市为主要的空间范围辐射

到更广的区域，使世博会展旅游的城市

旅游空间组织形式，向区域旅游转变。

同时，邮轮在会议、住宿、消费、休闲娱乐

等服务供给上具有相对的优势性，相应

可以减少了专业观众在异地旅游消费时

由于信息不对称、地域分隔等因素造成

的旅游障碍。

３发展游艇消费和邮轮出境旅游
树立产品核心、创造需求、引导市场

的理念，培育邮轮、游艇、游船旅游代理

商，加大宣传、促销力度，优先开发以上

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邮轮、游艇、游船市

场，发展以游艇为代表的高端产品和以

邮轮为代表的出境旅游。旅游政策的开

放、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港口附近大型

城市的发展等因素，都在不断催熟我国

邮轮与游艇市场，邮轮旅游、游艇休闲度

假的发展潜力日益显现出来。世界旅游

组织的数据显示，到２０２０年，到境外旅
游的大陆居民将超过１亿人次，如果其
中有５％的旅客选择邮船旅行，就相当
于现在一个欧洲市场。根据深圳游艇协

会的调查数据，中国能够购买大型游艇

的人大概有５０万，但实际私家游艇只有
一百零几艘，平均１３０万人才拥有１艘
游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７０００多
倍，与中国是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称谓

不够匹配。这一市场的开拓，将为宝山

区旅游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

机会，极大地推进产业升级和区域形象

树立。 （区委政研室供稿）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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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索引采取主题分析索引方法，索引名称（标引词）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二、表格、图片在页码后注有（表）、（图）字样。

三、专文只作作者姓氏索引。

四、索引名称后的数字标示页码，数字后的字母（ａ、ｂ、ｃ）表示该页码片面从左至右的栏别。
五、为便于检索，部分名称以简称、全称方式在本索引中重复出现。

六、索引名称一般采用主题词、中心词或简称。党政机关名称不冠以“宝山区”或“区”，如“人大”、“政府”、“税务分局”等，

请在检索时注意。

Ａ

爱国卫生　２１９ａ
“爱心包裹”业务　１８４ｂ
“爱心果”　７６ｃ
“安康杯”竞赛　８７ｃ
安全管理　２４５ａ
“安全社区”　２９０ｃ
安全生产　３３ｃ　９７ｃ　２８４ａ
安全生产监督　１５８ｂ
安全生产培训　１５８ｃ
安全生产“三项行动”　１５８ｃ
“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１５８ｃ
安全死亡事故　１５８ｂ
安置帮教　２３９ｃ
案件　２３５ａ　２３５ｂ　２３７ａ

Ｂ

“百村篮球赛”　２２２ｃ
百货分公司　１３１ｃ
百日整治竞赛　１７５ｂ
“百姓博客”　２２８ａ
《百姓连线》　２２８ｃ
班额标准　２０４（表）
邦德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７ｃ　２０８（图）　
２１９（图）
帮困助学　９０ｃ
包案工作　７０ｃ
宝房集团　１４３ａ
宝钢电视台　２３１ａ

宝钢发展　９７ａ
宝钢股份公司　９３ａ
宝钢码头　９３（图）
宝钢日报　２３０ｃ
宝钢日报电子版　２３１ａ
宝钢消防安全管理　２４８ａ
宝钢子公司　９７ｂ
宝莲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５２ａ
宝林一村　１３９（图）
宝隆集团　１３２ｂ
宝隆金富门酒店　１３２ｃ　１３２（图）
宝隆美爵酒店　１３２ｂ
宝农３４大米　２７０ａ
宝山１２路　２６７ａ
宝山８５路　１７９（图）
宝山巴士　１８１ａ
宝山报　２３０ａ
宝山城市工业园区　１０６ｃ　１０６（图）
宝山档案珍品展　１９６ｃ　１９６（图）
宝山电信局　２３１ｃ
“宝山钢铁服务全国行”活动　１１５ａ
宝山钢铁全国行兰州站　１１５ａ
“宝山钢铁园”　１６４ｂ
宝山工业园区　１０５ｃ
宝山工业园区（北区）动迁安置居住区

规划　１６１ｃ
宝山海事年　１０３ｂ
宝山经济发展区　１１６ｃ
宝山科技节　１８８（图）
宝山老年大学　２１０ａ　２１０（图）
宝山旅游业　３３１ａ
宝山区各地驻沪机构　１１６（表）

《宝山区志》　１９８ｂ
宝山少年邮局　１８４ａ　１８４（图）　２００ｃ
《宝山时评》　２３０ｂ
宝山体育中心　２２２ｃ
宝山现代服务业　７８ａ
宝山职业技术学校　２０９ｃ
宝山中西医结合医院　１６７（图）
宝胜公司　１３２ａ
宝杨路码头圈围工程　１６９ａ
宝冶　１０７ａ
保险　１５１ａ
保障性住房体系　６２ａ　２７６ｂ
报纸　２３１ａ
备灾救灾　２６１ｂ
滨江带建设　６７ａ
滨江带一期开发　６７ａ
滨江景观带方案　６７ｃ　１７７ａ
“滨江统战情”系列主题活动　５１ａ
殡葬　２５８ａ
伯利休斯（上海）工程　１０６ｂ
部门不正之风　６８ｂ

Ｃ

ＣＣＰＰ机组年发电　９６ｂ
财税　１４５
财政　１４５ａ
财政扶持政策　１４５ｂ
财政监督职能　１４７ａ
财政收入　３１１（表）
财政预算审计　１５５ｃ
财政支出　３１１（表）

５３３



《残疾人保障法》　５９ｂ
残疾人保障体系　２５８ｃ
残疾人服务体系　２５８ｂ
残疾人工作者队伍　２５９ａ
残疾人事业　２５８ｂ　２９０ｃ
残疾人维权宣传　１５４（图）
残疾人运动会　２６７ｃ
《残疾人证》换发　２５８ｃ
仓储　３１ａ
测绘　１６３ｂ
拆违控违　１７５ｂ
拆违控违工作现场推进会　４０ａ
产品认证　９６ｃ
产权交易鉴证项目　１５５ｂ
产学研合作平台　１８８ｂ
产业结构　１０５ａ　１０６ｃ
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　１４５ｃ
长江河口科技馆项目　６７ｂ　１８８ｃ
长江口股份公司　１３１ｂ
长江原水厂　３０（图）　１８５ｃ
长江中下游旅游航线　１２９ｃ
常州莱蒙都会商业广场　１０９（图）
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创作研究基地　
２６（图）
《陈汝惠》　１９７ｃ
成交面积前十名楼盘　１４０（表）
成人教育　２０９ｃ
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２２５ａ
诚信宣传活动　２２６ａ
城管法制　１７５ｂ
城管监察　１７５ａ
城建档案　１６３ｃ
城市工业园区总体规划　１６１ｂ
城市基础设施　３１ｃ
城市建设　１６７ａ　２８０ａ
城市网格化　１７５ｃ
城乡规划　１５９ａ
城乡建设　１５９　２６３ｂ　２７１ａ　２７７ｃ
城乡教育一体化　１９９ａ
城乡团建试点　８９ａ
城乡一体化　４１ａ　３１６ａ
城镇保险　２５５ａ
城镇建设　２６６ａ　２７４ｂ　２８２ｃ　２８４ｃ
出国（境）管理　７３ｂ
出口　１１３（表）
出口商品　１１４（表）
出口商品主要输往地　１１４（表）
出口市场　１１４ａ
出生缺陷　２５６ｂ
处级党政副职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

　４５ｂ
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学习研讨班　４５ａ
处级领导班子分析研判　４８ａ

传媒　２２３
村级财务管理规范化　１３３ｃ
村级产权制度　１３３ｂ
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度　１３３ｂ
村（居）党组织换届　４８ｃ
村、居民区　２６６（表）
村（居）委　２６４（表）２６９（表）２７１（表）
　２７８（表）　２８１（表）

村委会　２７５（表）
村庄改造　６６ａ
存贷款　３１０（表）

Ｄ

大场动漫园　２４（图）
大场医院　２７９ａ
大场镇　２７６ｃ
《大场镇志（第二卷）》　１９８ｃ
大事记　１９
大型居住社区基地　１３９ｃ
大学生创业　１５４ｃ
大学生就业　２５４ａ
大宗邮件收寄处理点　１８４ｃ
当代发明家　９４ｂ
党代表任期制　４８ｃ
党建工作覆盖面　５６ｂ
党史研究　１９７ａ
党校　５３ｂ
党校办班　５４（表）
党校重大研究课题５３（表）
党员电化教育　４８ｃ
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　４８ｃ
党政负责干部会　４０ｃ
党政机关名录　２９６
党政网站建设　２２８ｂ
党组织建设　５５ａ
档案　１９５ｃ
档案服务　１９６ｃ
档案工作晋升市级以上先进　１９６（表）
档案管理升级达标　１９６ｃ
档案信息化　１９６ｂ
档案资源　１９６ａ
道路环境整治　１６９ｃ　１７０ｃ
道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　１７０ｂ
道路绿化　１７６ａ
道路维修　１６９ｃ
道路运输　１７９ａ
低保　２５７ｂ
低温高合金容器钢　９６ｂ
地方史志　１９８ａ
地方志援藏　１９８ｂ　１９８（图）
地理位置　２７ａ
地面道路交叉口交通信息采集系统

　２２６ｂ
地名规范　１６３ｃ
地名命名　１６６（表）
地形地貌　２７ａ
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　１５６ｂ
第二届运动会　２２１ｃ　２２１（图）
第二经济委员会　８０ｃ
第六届长江口民营经济发展论坛　４４ｃ
　１１６ａ

第七届房展会　１４０（图）　１４１ａ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１９４ｃ
第十四次全国钢城年会　４５ａ　１１６ａ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２２２ｂ
第四届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　２００ｃ
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２７６ａ
第一经济委员会　８０ｃ
“电改光”　２２９ｃ
电力　１８５　１８５ａ
电视点播系统　２２６ｂ
电信　２３１ｃ　３１３（表）
电影　１９５ｃ
电子商务创新服务示范基地　２８１ａ
电子政务网络　２２５ｂ
雕塑　１６４ｂ
调查资料　３１６ａ
调研活动　７４ａ
东方网互动交流　２２３（图）
东方网“检察官在线”　２３７（图）
东圣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５２ｂ
动拆迁　１３８ｃ
动迁　１０５ｃ　２７６ｂ
动迁工作会　４０ｃ
动物检疫　１３６ｃ
动物免疫　１３６ｂ
读书月活动　１９５ａ
对口联系签约仪式　５１ｂ
对口支援　７５ｃ
“盾影二号”　２４７ｃ
“盾影一号”　２４７ｃ
“多业”发展　１３１ａ

Ｅ

恶性肿瘤前十位死因　２１６（表）
二级综合性医院　２１１ａ
二十冶　１０８ｂ

Ｆ

发改委价格管理系统　２２７ａ
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２７６ｂ
法律　２３８ｂ

６３３

索　引



法律服务所　２３９（表）　３１５（表）
法律援助　２３９ｂ
法制建设　６８ｃ
法制培训　７０ａ
法制委员会　８１ａ
法制宣传　２３９ｂ
反倾销案　９４ｂ
饭店经营指标　１２９（表）
防汛抗台　１６８ｃ
防灾防事故预案　２４９ａ
防灾减灾　２８４ａ
房产管理　１３８ｃ
房产交易　１４０ｃ
房地产　３１ｃ　１３９ａ
房地产开发　１３９ａ　１４４ｃ
房地产市场　１４０（表）
房地产业　１３７
房屋强制拆迁　６９ｃ
房屋应急维修平台　１４１ｂ
非机动车停放点　１７０ａ
非物质文化遗产　１９５ｂ
“服务百家企业”　１５７ｂ
服务业　１１１ａ　１２０ａ　１２０ｃ　１２０（表）
服务业总体发展布局　１２０ｂ
服装市场　１２５（表）
妇代会换届　９０ａ
妇联　８９ｃ
妇联送温暖活动　９０（图）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９０ｃ
妇幼保健所妇保科　９１ａ
附录　３０３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工程　２０（图）
副补发放　１２２ａ
富邦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ｃ

Ｇ

Ｇ１５０１（Ａ３０）宝山段辅道　５９ｂ
概貌　２７
干部调整　４８ａ
干部考察　４８ｂ
钢板剪力墙技术　９８ａ
钢材市场　１２６（表）
钢构件　９８ｂ
钢结构　９８ｂ　９８ｃ
钢丝　９８ａ
钢铁　２８ｃ
钢铁城区（市）经验交流会　４５（图）
钢铁企业　９３
港口　２８ｃ　９９
港务　９９ａ
高层建筑消防设施　２４８ａ
高境网　２８７ａ

高境镇　２８４ａ
高强度结构钢　９５ｂ
高强度因瓦合金线材　９５ａ
高强钢结构　９８ｃ
高强耐候板　９３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六个“为什么”》

试点工作　２０７ａ
高新技术产业化　１０５ｂ　１８８ａ　２２５ａ
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会　４０ｂ
高新技术企业　１９１（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３０周年座谈会
　７４ｃ

各地在区企业　１１７ｃ
耕地　３１２（表）
工会　８７ａ
工会会计制度培训　１４７（图）
工人工资执行款集中发放　２３７（图）
工伤保险　２５４ｃ
工商联　８３ａ　８６ｂ
工商行政管理　１５４ａ
工行公司宝山支行　１４９ａ
工业　３０ｃ　１０５　１０５ａ
工业企业监测　１５６ｃ
工资总额　３１５（表）
公安宝山分局所属机构　２４６（表）
公安信息化　２４５ｂ
公安信息资源综合应用平台　２２６ｃ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６３（表）
公共服务中心　２６７ｂ
公共交通　１６７ｂ
公共绿地　１７５ｃ　１７６（表）
公共停车场管理　１８０ａ
公共图书馆　３１４（表）
公共卫生服务　２１１ｂ
公交非法营运　１８０ａ
公交环境整治　１８０ａ
公交客运　１７９ｂ
公交线路　１７９ｂ
公路　１７０ｂ　１７０（表）
公路管理　１７０ｂ
公路路政许可　１７０ｃ
公文写作技能竞赛　７１（图）
公务员交流　７１ｃ
公务员培训　７１ｂ
公务员选拔　７１ｃ
公务员招录　７１ａ
公证件　２３９ｂ
供水设施　１６８ｃ
供销社　１３０ｃ
“巩固全国环境优美镇”　２７６ａ
共康商业商务中心　２８１ａ
共青团　８８ｂ
骨干河流水质　１７２（图）

固定资产审批　１５３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５９ｂ　６１ｃ
顾村大型居住区地区规划　１５９ｃ
　１６０（图）
顾村公园　１７６ｂ　１７６（图）　２７６ａ
顾村镇　２７３ｃ
顾村镇基地“四高”示范居住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　１６０ｃ
挂职锻炼基地　５１ａ
关爱女孩　２５６ｃ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

实施意见》　４１ｂ
管道设施　１６８ｃ
管道养护网格化　１６９ａ
广播电视　２２８ｂ
广播电视台获奖　２２９（表）
广播电视业　３１３（表）
规划　１６４（表）
规划土地行政许可　１６２ｃ
规划协会　１６４ｃ
轨道交通７号线　２７９ａ
国防后备力量　２４１ａ
国防教育　２４２ｂ　２４２（图）
国际男篮挑战赛　２２２ｂ
国家科技进步　９３ａ
国家三好学生　２０１ｃ
国家卫生镇　２８１ｃ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　１８８ｂ
国民经济　３０ａ
国内国际体育大赛　２２２ｂ
国台办急件　７５ａ
国务院《纲要》情况　６８ｂ
国有（集体）资产管理　１５４ｃ
国有土地出让地块　１３７（表）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１４６ｃ

Ｈ

海尚明苑　１４４（图）
海水淡化装置钢结构制作　９８ｃ
海洋局　１６９ａ
航运经济发展区　１１６ｂ
航运招商网　１１６ｃ
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案　２４６ｂ
合作签约仪式　７６（图）
和谐家庭　９０ｃ
河道管理　１６８ｂ
河道绿化养护　６７（图）
河道整治　１６８ｂ　１７３ａ
河流水质　１７２ｃ
核电站核心部件　９４ｃ
“红帆工程”建设　５６ｂ
红十字　２６１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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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会　２６１ｂ
红十字会网站　２２６ｂ
后工业景观示范园　１７６ｃ
呼叫中心产业基地　２７６ｂ
胡延照　１１５ａ
沪剧《红叶魂》　１９４ｂ　１９４（图）
沪通铁路选线规划　１６２ｂ
花车巡游　１３０ａ　１３０（图）
花鸟鱼虫市场　１２５（表）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１８５ａ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１８５ａ
华润雪花啤酒　１０６ａ
华山医院（北院）　１６７（图）　２７６ｂ
华夏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０ｂ
华裔青年企业家访问团　７４ｂ
化救队伍化救器材　２５０（表）
化救专家队伍　２５０（表）
环保三年行动　１７２ｃ
环保项目　１７１ａ
环境　２９ａ　１７１
环境保护　３３ｃ　１７１ａ
环境空气质量　１７１ａ　１７２（表）
“环境清洁日”　２１９ｂ
环境噪声　１７２ｃ
环境治理　１７３ｂ
环卫设施　１７５ａ
换届选举　７３ａ　２７０ａ
黄埔军校同学会　９１ｂ
黄浦江两岸北延伸段地区结构规划

　１６０ａ
“回娘家”活动　４６ａ
婚姻登记　２５８ａ
“婚育文明与世博同行”　２５７ａ　２５７（图）
火灾事故　３１４（表）

Ｊ

９６２１２１物业服务呼叫平台　１４４ａ
机动车　３１５（表）
机动车配件市场　１２７（表）
机房建设　２３０ａ
机构改革　７１ｃ　２６９ｃ
机构改革工作会　４０ａ
机关安全保卫　７５ｂ
机关党工委　５５ａ
机关党支部　５５ａ
机关事务管理　７５ｂ
机关事务联席会议工作会议　７５ｂ
基层调研　４５ｃ
基层锻炼　７１ａ
基层组织　２７３ａ
基础教育　１９９ａ
基督教专项调研　２６０（图）

基建工程　１６７ｂ
绩效工资　７２ｂ
疾病预防控制实验室管理系统　２２７ａ
计划生育　２５５ｃ
计划生育补助　２５６ｂ
计划生育药具　２５６ｂ
计量认证　１５７ｃ
纪检　４６ａ
纪念三八妇女节表彰大会　９１（图）
纪念五四运动表彰大会　８９（图）
纪委五届四次全会　４６（图）
技能（厨艺）竞赛　７５ｃ
技术合同认定　１８７ｃ
济光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８ｃ
祭悼英烈仪式　４３ｃ
加工贸易方式　１１３ａ
家电以旧换新　１２０ａ
家具市场　１２５（表）
家庭装饰材料市场　１２６（表）
价格管理　１５３ｂ
假币案　２４６ｃ
监察　６８ａ
检察　２３７ｃ　２３８ｃ
检察院　２３８（图）
检疫　１０２（图）
减灾应急指挥中心监控系统　２２７ｂ
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７ａ
《建立工作协作机制的协议》　７５ａ
建设工程行政审批网上跟踪系统　２２７ｃ
建设管理　１６６ａ
建设健康城区三年行动计划　２１９ａ
　２１９ｃ

建设项目招投标　１６７ｃ
建设项目资金财务管理　１４６ｃ
建行宝钢宝山支行　１４９ａ
建筑材料市场　１２７（表）
建筑方案　１６４（表）
建筑钢构制造　９７ｃ
建筑结构板　９８ｂ
建筑业　３０ｃ　１０５　１０７ａ
江之苑茶楼　７５ｃ
降本增效　９７ｂ
降水　２７ｂ
降水监测　１７２（表）
交通　１７９
交通环境　１６７ｂ
交通体系　２９ａ
交通行政执法　１８０ａ
交通运输　３１ａ
交通运输管理　１７９ａ
交行宝山支行　１５０ａ
教师　２０３（表）
教师干部教师队伍建设　２００ａ

教学模式　５３ｃ
教育　３２ｃ　１９９
教育惠民　２００ａ
教育经费　１４５ｂ
教育委员会　８１ｂ
街道　２６３
街镇财政分配　１４６ａ
街镇党委书记座谈会　４０ｂ
街镇人大工作　６０ａ
街镇人大工作例会　６０ｃ
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１９５ｂ
街镇司法服务窗口　２３９（表）
节假日消防保卫　２４８ａ
节能减排　１５８ａ
节能降耗　１０５ｂ
结对共建活动　５４ｃ
结婚　２５８ａ
截污治污　１６８ｃ
“巾帼建功”竞赛　９１ａ
金螺号幼儿园　２７３ｃ
金融　１４５
金融存贷款　３１（表）
金融危机影响研究　５２ｃ
金融业　３１ｂ
进出口产品结构　１１３ｂ
进出口贸易　１１１
经济　２６３ａ　２６５ｃ　２６８ａ　２７０ｃ　２７３ｃ
　２７７ａ　２８０ａ　２８２ａ　２８４ｂ　２８８ａ　
２８９ｃ　２９１ａ
经济发展区双优竞赛总结表彰会　１１６ａ
经济工作专题会　４０ａ
经济工作座谈会　４０ｂ
经济适用房　１３９ｂ　２８６ｃ
经济适用房选址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６１ａ
经济相对困难村　６６ｃ
经济行政管理　１５３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５５ｃ
精神文明　２６５ａ　２７２ｃ　２９２ｂ
精神文明创建　５５ｂ
景观灯光　１７４ｂ
警务　２４４ｂ
竞技体育　２２２ａ
境外投资　１１４ｃ
纠风　６８ａ
九三学社　８５ｃ
旧区改造　１４４ｂ　２８９ｃ
救护　２６１ｂ
救灾　２４８ｂ
救助　２５８ａ
救助保障　２８８ｃ
就业　６２（表）　７１ａ　２５３ａ　２５３（图）　
２６４ｃ　２６６ｂ　２７１ｃ　２７５ａ　２７７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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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０ａ　２８３ａ　２８４ｃ　２９０ａ　２９２ａ
就业服务　２５４ｂ
就业指导服务站　２０６ｂ
居（村）委会换届选举　４０ｂ　２５７ｂ
居民代表大会　２６７ｃ　２６７（图）
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　２１９ｃ
居民耐用消费品　２５３（表）
居民生活　２５３ａ
居民收入　３３ｂ
居委会　２７５（表）　２８３（表）　２８５（表）
　２８７（表）　２９０（表）　２９１（表）

居委会电子台账　７３ａ
菊泉文体中心　２７６ｃ
《橘子树下的婚礼》　２２５ｂ
捐赠车辆仪式　７６ｂ
捐助　２６１（图）
决策咨询服务信息网络　５３ａ
军事　２４１
军事战备设施　２４２ｂ
军转干部　７２ｂ

Ｋ

《开拓》杂志　５４ｂ
“看沧桑巨变，铸辉煌篇章”图片展　１９８ｂ
康大华　７８（图）
抗震救灾募捐　２７３ａ
科技　１８７　１８７ａ
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１４５ｃ
科技发展基金　１８７ｂ
科技、科普资金资助项目　１８８（表）
科洛尼金属上海有限公司　１０６ａ
科普扶持资金　１８７ｂ
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平台　１８８ｃ
科学发展观　４２ａ　４８ａ　５３ｃ　５５ａ　５６ａ
　５９ｃ　７４ｃ

科学发展观试点　２６７ａ
科学发展观主题宣传活动　４９ｃ
科学技术　３２ｃ
科学技术委员会　８１ａ
科研成果　９３ｃ
客户服务工作绩效评价体系　９７ｃ
客运市场秩序　１８０ｃ
课题调研　７８ａ　７８ｂ　７８ｃ
孔利明　９４ｂ
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６０ｂ
口岸管理　９９　１０１ｂ
会计诚信体系　１４７ａ
会计从业资格　１４７ａ
会计服务中心　２８１ａ

Ｌ

拉法基石膏　１０６ａ

来沪从业人员　２５５ｃ　２９０ｃ
蓝麦兜邮政服务处　１８４ｃ
劳动保障监察　２５５ｂ
劳动关系　２５５ａ
劳动争议仲裁　２５５ｂ
老龄　２５９ａ
老龄事业　２９０ｂ
老龄组织　２５９ａ
老年活动室　２５７ａ　２５９ａ
老年人　２５９ａ　２６３（表）　２６５（表）
　２６８（表）　２７０（表）　２７４（表）
　２７７（表）　２８０（表）　２８２（表）
　２８４（表）
老镇改造　６３（表）　２７３ａ
离婚　２５８ａ
离退休干部　２５７ｃ
离休干部区情通报会　４０（图）
理论宣讲　５３ｃ
历史文化　２９ｂ
廉洁自律　４６ｃ
廉租户　１３９ｂ
粮食　１２１ｃ
粮食购销企业　１２２ｂ
粮食管理　１２１ｃ
粮食流通　１２２ａ
粮油供应　１２２ａ
两岸企业家地产与连锁业合作论坛　７５ａ
零售　３１ａ
领导调研　４１ｂ　４１ｃ
刘子歌　２２２（图）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　２５６ｃ
炉渣再生利用技术　９６ｂ
鲁班奖　９５ｃ
吕民元　１　１（图）　１１６（图）　１３４（图）
　１６０（图）　２２３（图）　２２８ｃ　２２９（图）
　２４１（图）　２４５（图）
旅行社　１２８（表）
旅行社经营指标　１２９（表）
旅游　１１９　１２７ａ
旅游饭店　１２７ａ
旅游航线　１８３（图）
旅游集散中心宝山站　１２９ｂ　１２９（图）
旅游经济　１２８（表）
旅游宣传　１３０ａ
旅游业　３１ａ
律师　３１５（表）
绿地　１７５ｃ　１７７（表）
绿化　１７５ｃ
绿化建设　１３８ｂ　１７２ｃ
绿化养护管理　１７５ｃ
绿色创建小区　１７３（表）
绿色机关　１７４（表）
“绿色机关”创建活动　７５ｃ

罗店老镇向阳新村　１６４ａ
罗店龙船文化节　２７３ａ
罗店新镇　２７２ｃ
罗店新镇综合交通枢纽规划　１６２ｂ
罗店张墅村　６６（图）
罗店镇　２７０ａ
罗店镇罗南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１６１ａ
罗店镇天平村村庄规划　１６２ａ
罗店镇天平村花卉大棚　１３５（图）
罗店中心镇新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１６１ｂ
罗泾工程　９５ｂ
罗泾工程环保项目　９５ｂ
罗泾厚板厂　９６ａ
罗泾矿石码头有限公司　１０１ａ
罗泾码头　９７ａ
罗泾十字桃花　２９（图）
罗泾巡回审判站　２３６（图）
罗泾镇　２６７ｃ
罗溪公园　１７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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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兰湖幼儿园　２７３ｂ
美兰湖中国城镇发展论坛　１１６ａ
美兰金苑（养老院）　２７３ｂ
“庙行杯”秧歌比赛　２８１ｃ
庙行场北居住区规划　１６１ｃ
庙行景观河道段浦河　１６８（图）
庙行镇　２７９ｃ
庙行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２６（图）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　２５９ｂ
民兵双２５高炮训练　２４１（图）
民兵预备役军事训练　２４１ａ
民防　２４８ｂ
民防办化救器材　２５１（表）
民防工程　２４８ｂ　２５０ｂ
民防通信　２５０ａ
民防宣传　２５０ｃ
民防演习　２４９ｃ　２４９（图）
民防应急救援　２４９ｃ
民革区委　８３ａ
民间精品音乐会　２８１ｂ
民间组织信息　２５９ｂ
民建区委　８４ａ
民进宝山区委　８４ｃ
民盟区委　８３ａ
“民情日记”工作法　２４５ｃ
民生保障　２６８ｃ
民生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０ａ
民事审判　２３６ａ
民营科技实业发展公司　１１７ｂ
民营企业代表座谈会　４０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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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１８８ａ
民营医疗机构　２１２ｃ　２１３（表）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专项整治　２４７ｂ
民政　２５７ａ
民主党派　８３　８３ａ　２９６
民族　２５９ｃ
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委员会　８１ｃ
民族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　２６０ａ
民族宗教团体　２５９ｃ
名录　２９３
明代古墓　２１（图）

Ｎ

纳税　１４８ａ
内资企业出口　１１４ｃ
能源　２９ｃ
“逆势而上、携手发展”主题沙龙　７４ａ
年度考核　７２ｂ
年终工作视察　７９ｂ
“凝聚力工程”建设　５５ｂ
农产品品牌　１３６ｂ
农村公交“村村通”　６６ｂ
农村公路　１７０ｃ
农村广播　２２８ｂ　２６９ｂ
农村合作医疗　２１２ｂ
农村环境保护　１７３ｃ
农村经济　１３３
农村经营管理监管系统　２２７ａ
农村文化“三位一体”服务点工程　１９５ｂ
农村信息技术维护　２２６ａ
农村有线广播　１９４ｃ　２２９（图）
农副产品产量　１３６（表）
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１２３（表）
农工民主党　８４ｃ
农家书屋　６６ｃ
“农家书屋”工程　１９５ａ
农民保障水平　６６ｂ
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　１９９ｂ
农民篮球赛　２６９ｂ
农民体育　２８１ｃ
农行宝山支行　１４９ｂ　１４９（图）
农业　３０ｃ　１３３
农业产业化　１３６ａ
农业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４９ｃ
农业基础设施　１３４ｂ
农业集体规模　１３４ａ
农业科技培训　１３４ｂ
农业信息化　１３４ｂ
农业行政执法　１３３ｃ
农业总产值　１３３ａ　３１１（表）

Ｏ

欧领特重型冷轧　１０６ｂ

Ｐ

排头兵评选　４８ｃ
潘兰英　２９３ａ
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二期项目　６７ａ
培训中心　１３２ａ
配套商品房　２８１ｃ
“平安宝山”　２４４ａ
平安建设　２４４ａ　２６４ｂ　２６６ｃ　２６９ａ　
２７２ｂ　２７５ａ　２７８ａ　２８０ｃ　２８３ｃ　
２８５ａ　２８８ｃ　２９２ａ
平安建设推进会　３９ｃ
平均工资　３１５（表）
浦发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０ｂ
浦钢搬迁罗泾工程　９５ｃ
浦钢公司　９７ｂ
普希金铜像　２７６ｃ

Ｑ

“七社”　２７６ｃ
其他工业品市场　１２７（表）
其他团体　９１ｂ
气候　２７ｂ
气温　２７ｂ
企业诚信体系档案系统　２２５ｃ
企业出口　１１３（表）
企业信息化　９４ａ
汽车维修　１７９ａ
汽车销售额　１２１ａ
《泣血吴淞口》　１９８ｃ
千橡互动集团华东运营总部　２７９ａ
钱信忠　２９６ａ
抢劫杀人案　２４６ｂ
“侨法宣传月”活动　７４ａ
侨联　９１ｃ
侨商会宝山分会　７４ｂ
侨台界联欢会　７４ｂ
侨务　７４ａ
桥梁　１７０ａ
秦文君　２００ｃ
“青春世博号”地铁列车命名仪式　２０７ａ
青春世博行动　８８ｃ
青联　９２ｃ
青年基地　２８１ａ
青年见习系列招聘会　２５４（图）
青年就业创业　８９ａ
青少年事务管理　８９ａ

清真食品供应网点　２５９（表）
情牵两岸座谈会　７５ｂ
区财政分配　１４６ａ
区划　２８ｂ
区级储备粮　１２２ａ
区委　３７
区委工作报告　１　１（图）
区委文件　３０３
区委五届八次全会　３９ｂ　３９（图）　３９ｂ
区委务虚会　４１ａ
区校合作协议　２０６（图）
区域合作　１３０ｂ
区域降尘量　１７２（图）
区域特点　２８ｃ
区域网格环境　１７３ｃ
区域噪声点位　１７２（图）
区域总体规划　１５９ｃ
区运动会拔河比赛　４８（图）
区政府文件　３０３
权力监督　４６ｃ
权力制约　４６ｃ
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１７３ｃ
全国科普日宝山区活动　１８７（图）
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总决赛　２００ｂ
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　２００ｃ
全国青少年建筑模型竞赛　２０１ｂ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２８１ｂ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９１ａ
全国“三八红旗手”　２９３ａ
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管理发展论坛　２１３ｂ
全国特色产品大联展　１３１（图）
全国围棋赛　２００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２９３ａ
全国优秀民办初中　２０１ａ
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候

选）复核工作会议　２１１（图）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２１９ｃ
群团工作　５５ｃ
群众体育　２２１ｂ　２９２ｃ
群众体育组织活动　２２２ａ
群众团体　８３　２９６
“群租”整治　１４１ｃ

Ｒ

燃气　１８５　１８５ｂ
人才服务　７２ｃ
人才开发政策体系调研　７２ｂ
人才引进　７１ａ
人大　５７
人大议案处理　５８ｃ
人大常委会任免干部　６０（表）
人大代表活动　６０ｂ

０４３

索　引



人大代表工作　６０ａ
人大代表培训　６０ｂ
人大代表座谈会　６０ｂ
人大调研　５９ｃ
人大工作　６０ａ
人大六届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　５８ｂ
人大六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５８ａ
人大六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５８ａ
人大六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　５８ａ
人大六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５７ｃ
人大六届常委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

　５７ｃ　５８（图）
人大六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５７ｂ
人大六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５７ｂ
人大六届常委会与“一府两院”领导联

席会议　５８ａ
人大六届第六次会议　９　１０（图）
人大六届五次会议　５７ａ　５７（图）
人大视察　５９ａ
人大书面意见　６０ａ
人大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　５８ｂ
人大议案　５９ａ
人道救助　２６１ｂ
人防指挥部　２４９ａ　２４９ｂ
人防专业队伍　２４９ｂ
人口　２８ｂ　３３ａ　２５５ｃ
人口疏散隐蔽实施计划　２４９ｂ
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　８１ａ
人民防空行动方案　２４９ａ
人民生活　３３ａ
人民武装　２４１ａ
人民政府　６１
人事人才　７１ａ
人物　２９３
日照　２７ｂ
融资平台　１４６ｂ
弱势群体生活保障　１４５ａ

Ｓ

“３·１５”宣传咨询活动　１５３（图）
“３５８、６５０”指标体系　５２ｂ　６６ａ
“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　９０ａ
“三支一扶”工作　７２ｃ
商品房维修基金　１３９ａ
商品销售总额　１１９ａ
商业　１１９　１１９ａ
上港（集团）宝山分公司　９９ｃ
上港（集团）罗泾分公司　１００ｂ
上港（集团）张华浜分公司　９９ｂ
上海百位优秀女性　９１ｂ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中英文网站

　１９５ｃ
上海宝山科技园　２７８ａ

上海大学　２０４ａ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２０６ｃ ２７９ａ ２７９（图）
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实训基地　２０６ｃ
上海动漫衍生产业园　２７８ａ
上海国际钢雕艺术节　１２９ｃ
上海国际工业设计中心　７８（图）
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２１（图）
上海国际信息化博览会　２２５ｃ
上海国际研发总部基地真大园规划

　１６２ｂ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９９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２１７ａ
上海解放６０周年系列活动　１９７ｂ
上海旅游讲坛　１２９ａ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０ｃ
上海—“三岛”（崇明、长兴、横沙）客轮

班期　１８１（表）
上海石洞口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８５ｃ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２９（图）
上海市和谐社区示范镇　２８６ｂ
上海市教育系统“青春放歌”歌会　２０６ｃ
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　１８３ａ
上海市劳动模范　２９３ｂ
“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优秀社区”　２８９ａ
上海市模范集体２９４ａ
上海市文明村　２９６ａ
上海市文明单位　２９４ａ
上海市文明小区　２９５ａ
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２９３ｂ
上海市小学生手球比赛　２０１ａ
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　１９９（图）
上海市烟草专卖局宝山分局　１２２ｃ
上海市邮政公司宝山区邮政局　１８３ｃ
上海吴淞口长途汽车运行时刻　１８２（表）
上海吴淞口开发有限公司　１８２ａ
上海吴淞煤气制气有限公司　１８５ｂ
上海五冶　１０７ｃ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３ａ
上海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０ｃ
少儿基金　２６１ｃ
少数民族　２５９ｃ
少先队工作　８９ｂ
社保卡　２２３ｃ
社会安全　２４１
社会保障　３３ａ　１０７ａ　２５４ｂ　２５４ｃ　
２５５ａ　２６４ｃ　２６６ｂ　２７１ｃ　２７５ａ　
２７７ｃ　２８０ａ　２８３ａ　２８４ｃ　２９０ａ
　２９２ａ
社会保障及社会救助　６２（表）
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　２２３ｃ
社会保障体系　６２ａ
社会发展　３０ａ
社会工作党委　５６ａ

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３０９（表）　３１２（表）
社会救助　２５７ｂ
社会生活　２５３
社会事务委员会　８１ａ
社会事业　２６４ｃ　２６６ｃ　２６９ａ　２７２ａ　
２７４ｃ　２７８ａ　２８０ｃ　２８３ａ　２８５ａ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１１９ａ　３１３（表）
社会治安　２４３ｃ　３１５（表）
社会主义学院　５１ｃ　５１（表）
社区党建　２９１ａ
社区公共运动场　２２１ａ
社区管理　７２ｃ
社区红十字　２６１ｃ
社区建设　７２ｃ　２８８ａ　２９１ａ
社区矫正　２３９ｃ
社区戒毒　２４３ｃ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７３ｂ　２５８ａ
　２７３ｂ
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　２１２ｃ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２６７ｂ　２６９ｃ　２８１ｂ
　２８６ａ

社团年检　２５９ｂ
涉老政府实事项目　２５９ａ
涉台突发事件　７４ｃ
申惠芳　２９３ａ
《身边的感动》　２３０ｂ
深圳发展银行宝山支行　１５１ｃ
神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ｂ
审计　１５５ｂ
审判　２３５ａ
审判监督　２３７ｂ
生产性服务业　１０５ｂ
生产总值　３１０（表）
生均经费　２０３（表）
省际客运整治　１８０ｂ
诗歌朗诵比赛　４７（图）
“十二五”规划　１５３ｂ
“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　５２ｂ
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会　４０ｃ
实到外资　１１２（表）
实事工程　８７ｂ
实事项目　１１９ｃ
实事项目财政支出　１４５ｃ
食品安全示范街镇创建活动　２１８ｂ
食品流通许可窗口　１５４ｃ
食品生产安全“百千万”行动　１５８ｂ
食品生产许可证　１５６ｃ
食品添加剂整治　２１８ｃ
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　２１９ａ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志愿者队伍　２１８ｃ
食品药品监督抽检　２１８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２１８ａ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　２１８ｂ
食品药品行政许可　２１８ａ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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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整治　２１８ｂ
史料抢救　１９７ｃ
示范基地　１２１ｂ
世博安保备勤　２４１ｂ
《世博安保责任书》　２４３ｂ
世博安保指挥部　２４３ａ
“世博钢”　９４ａ
世博会果蔬专项供应商　１３１ａ
“世博进社区”文化系列活动　１９４ｂ
世博园区环境服务　１７４ｃ
世博纸模型　２０１ａ
世界钢铁网上轧钢大赛　９４ｂ
市场　１２３ｃ　１５４ａ
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１８７ｃ
市区联动协议　６２（图）
市容环境卫生　１７４ａ
市容环卫管理　１７４ａ
市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１２１ｂ
市委巡视　４５ａ
市政道路　１６９ｂ　１６９（表）
市政道路行政许可　１７０ａ
市政工程　１６７ａ　１６９ｂ
市政配套　１０６ａ
市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　２００ｂ
市自主创新品牌　９３ｂ
事业单位招聘　７２ｂ
逝世人物　２９６ａ
首届大学生创新论坛　２０６ａ
首届上海水上旅游发展论坛　１３０ａ
数字电视平移　２３０ａ
“双抗”管线钢　９６ａ
双拥　２５８ａ
《水法》宣传　１６９ｂ
水环境整治　１６９ｂ
水陆客运　１８１ａ
水文测报　１６９ａ
水务管理　１６８ａ
水务规划　１６９ａ
水务行政许可　１６９ａ
水闸自动监控系统　２２７ｂ
水质　１８６（表）
水质监测　１３６ｃ
水资源　２９ｃ
税收　１４７ｃ　１４８ａ　３１０（表）
税收信息化　１４８ａ
税收政策　１４７ｃ
税务　１４７ａ
税务干部队伍　１４８ｂ
税务稽查　１４８ｂ
税源　１４７ｂ
司法　２３５
司法行政　２３８ｃ
司法政策　２３８ｂ
斯福民　９　９（图）　１０３（图）　１３４（图）

　１８２（图）　２２７（图）　２２９（图）
“四季绿城”　２８６（图）
淞南镇　２８２ａ
淞浦路滨河景观带　６８ａ　１７７ａ
诉讼　２３９ａ

Ｔ

ＴＭＣＰ船板　９６ｂ
台情报告会　７４ｃ
台商宝山经贸洽谈会　７５ａ
台湾事务　７４ｂ
台湾中天电视台　７５ａ
泰和水厂　１８６ｂ
特步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上海赛区

　２２２ｃ
“特色侨之家”　２８６ｃ
特殊教育　２００ａ
特载　１
特种设备　１５８ａ
提案　８０ａ　８０ｂ
提案委员会　８０ｂ
体检疗休养　７２ｃ
体育　３２ｂ　２２１　３１４（表）
体育基础设施　２２２ｃ
体育设施　２２２ｃ
天线桅杆　９８ａ
铁路护路　２４４ａ
通信保障　２２５ｂ
通讯设施　２３１（图）
通讯员　２３１ａ
同济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宝山区校

外实习基地　２２４ｃ
《同洲元素》　２００ｃ
统计　１５６ａ
“统计数据中心”项目　２２６ｃ
统计资料　３０９
统战　５０ｂ
统战知识电视大赛　５１（图）
图书馆新馆　１９５ｂ
图书馆信息化项目“借还通”系统　２２７ａ
图形信息规范　１５８ｂ
土地承包关系试点　１３４ｃ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１３４ｃ
土地储备　１３７ａ
土地督察　１６３ａ
土地复垦　１６３ａ
土地供应　１３７ａ
土地管理　１５９ａ　１６２ｃ
土地监督　１６３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１５９ｃ
团工作先进集体　２９４ａ
团组出访　７３ｃ
退休人员管理　７２ｃ

Ｗ

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２５５ａ
外贸出口额　１１４（表）
外贸出口商品　３１（表）
外贸进出口　３１ｃ　１１３ａ
外企经济指标　１１４ｃ
外商投资方式　１１３（表）　１１５（表）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１１４ｃ
外商投资行业　１１１（表）
外商投资主要来源地　１１３（表）
外事　７３ｂ
外事接待　７３ｃ
外资　１１１ａ　１１１（表）
外资企业经营　１１５（表）
外资企业生产经营　１１４ｃ
外资企业行业利润　１１５（表）
外资企业行业税收　１１５（表）
外资企业行业销售收入　１１５（表）
外资企业增资　１１１ｂ
外资项目　１１１ｂ　１１２（表）
网络管理员培训班　２２６ａ
“网上房地产”　１４１ａ
网上信访系统　２２６ａ　２２８ａ
危棚简屋火灾隐患排查　２４７ｃ
危险品运输　１８０ｂ
危险性病虫草　１３５ｂ
为老服务　２９２ｃ
“为民地图社区四级共建体系”　２８９ｂ
违法建筑强制拆除　６９ｃ
违法用地　１６３ｂ
违禁药物　１３６ｃ
维稳工作　４０ｂ
卫生　３２ｂ　２１１
卫生实事项目　２１２ｂ
卫生室标准化　６６ｃ
慰问来沪人员　２５５（图）
文化　３２ｂ　１８７
文化馆　１９４ａ
文化合作协议　２０６ａ
文化事业　３１３（表）
文化体育事业财政支出　１４５ｂ
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　８１ｃ
文化下乡工程　１９４ｂ
文化艺术　１９４ａ
文明创建　２８４ａ
“我与世博同行”主题系列活动　７９ａ
沃尔玛超市　２８６ａ
污染治理项目　１４６ａ
无证光鸭加工整治　２１８ｃ
无证汽修整治　１８０ｃ
吴淞（宝山）海关　１０１ｂ
吴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１０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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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１０２ｃ　１０２（图）
吴淞豆制品厂地块　６７ｂ
吴淞工业园区　１７３ｃ
吴淞国际物流园区　１１６ａ
吴淞海事处　１０３ａ
吴淞街道　２８９ｂ
吴淞客运中心客轮班期　１８１（表）
吴淞客运中心客运楼项目　６７ｂ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　６７ａ　１０３（图）
吴淞口邮轮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８２（图）
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 １７６ｃ １７７（图）
吴淞水厂　１８６ａ
吴淞中学建校８５周年　２０１ａ
吴振祥　２９３ａ
五届九次全会　１　２（图）
五金公司　１３２ａ
“五·四”表彰大会　８８ｃ
五星级酒店　１３２ｂ
“五一”劳动模范先进座谈会　２９３（图）
“五园”　２７６ｃ
物流　２８ｃ
物业管理　１４１ａ　１４３ｂ
物业快速执法　１４１ｃ

Ｘ

Ｘ８０抗大应变焊管　９５ａ
吸收外资　１１２（表）
下乡补贴政策　１４６ｂ
下置式双向行驶框架车　９５ａ
“夏令热线”解答　２２７（图）
先进个人　２９３ａ
先进集体　２９４ａ
现代服务业发展个案研究　５３ａ
乡土文化　２９ｂ
“相约星期三”警民交流　２４６ａ
香港煜丰投资集团　２７７（图）
项目储备　１０５ｃ
项目推进工作　４４ｂ
消防　２４７ａ　３１４（表）
消防安全　２４７ｂ　２４８ａ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２４７ａ
《消防法》宣传培训　２４８ｂ
消防演练　２４７（图）
小额贷款公司　１５２ａ
校舍火灾隐患专项排查　２４８ａ
协同办公系统　２２４ａ
协同办公系统应急演练　２２４ｂ
新农村　６６ａ　９１ａ　２６７ａ　２７０ｂ
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１４５ｃ
新世纪公司　１３２ａ
新闻宣传　２３１ｂ
新征用地人员　２５４ｃ
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大会　４３ｂ　７９（图）

　８０（图）　８８（图）
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教育活动　５０ａ
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升旗仪式　４３ｂ
　４３（图）
信访　４６ｃ　７０ａ　７０ｂ　２３７ｃ
信访工作会议　４０ａ　７１ａ
信访接待　２３８ｂ
信息　２２３
信息安全保障工作会议　２２４ａ
信息服务业　１２１ａ
信息化　３２ｂ　２２３ａ
信息化工作推进会议　２２４ａ
信息化建设　２２４ｃ
信息化建设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２２５ａ
信息化培训　２２４ｂ
信息化项目绩效评估　２２４ｃ
刑事案件　２４４ｃ
行业达标创建　１２９ａ
行政村门户网站　６７ａ　２２４ｃ
行政复议　６９ｂ
《行政复议法》　６９ｂ
行政复议法座谈会　６９（图）
行政复议工作专题调研　６９ｃ
行政管理　２４４ｃ
行政规范性文件　６９ａ
行政审判　２３６ｃ
行政事业性收费　１５３ｃ
行政效能网　４７ａ
行政应诉　６９ｂ
行政执法事项　６９ａ
行知学院　２０９ｃ　２１０（表）
行知中学建校７０周年　２０１（图）
“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活动”　２５７ａ
宣传　４９ｂ
宣传报道　２２８ｂ
宣传教育　４６ｃ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５０ａ
学联　９２ｃ
学生　３２（表）
学生素质教育　１９９ｃ
学习实践活动座谈会　４３（图）
学习型机关创建活动　５５ｃ
学校　２０１（表）　２０２（表）　２６３（表）　
２６５（表）　２６８（表）　２７０（表）
　２７４（表）　２７７（表）　２８０（表）
　２８２（表）　２８５（表）
循环经济　１７３ｂ
训练基地　２２２ｃ

Ｙ

“１＋３”特别行动　６２ａ　２５３ａ
烟草销售网络　１２２ｃ
烟草专卖　１２２ｃ

“阳光基地”　２５８ｂ
“阳光就业行动”大学生职介专场 ８７（图）
阳光职业康复援助基地　２８１ａ
杨晓渡　２６０（图）
杨行镇　２６３ａ
杨行支局投递部门　１８４ｃ
养老保险　２５４ｃ
养殖业　１３６ｂ
姚志荣　２４５（图）
遥控车辆模型竞技场馆　２０１ｃ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２１８ｂ
药品监督　２１８ｂ
冶金延伸业　９３　　９７ｃ
业委会　１４１ｂ
叶明忠　１８２（图）
“夜鹰”监管系列行动　２１８ｃ
“一村一居一大学生工程”调研　７３ｂ
“一带、两轴、三分区”　１５９ａ
“一带四线四圈”　２８６ａ
一德大药房　１３１（图）
一德连锁公司　１３１ｃ
医疗保健　２１１ａ
医疗保险　２５５ａ
医疗对口支援　２１２ｃ
医疗科技发展基金项目　２１６（表）
医疗卫生事业财政支出　１４５ｂ
医疗重大工程　２１２ａ
医学科研　２１２ａ
医院　２１３（表）
依法监督　５９ａ
依法行政工作调研　６８ｂ
义务献血　２１９（图）
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２４７ａ
疫情检测　１３６ｃ
翼农果蔬合作社　１３１ａ
银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１５２ｃ
银行　１４８ｃ
银行存贷款　１５１（表）
尹阿妹　９１ｂ
应急指挥监控系统　２５０ｂ
应征入伍　２０８（图）
“英港杯”江浙沪皖体育舞蹈公开赛

　２２２ｃ
婴幼儿科学育儿　２５６ｂ
迎世博６００天环境整治　５９ｂ　１６７ｂ
迎世博６００天行动　５０ｂ　１０７ａ　１３９ｃ
　１４４ｂ　１７４ａ　２８９ｃ
迎世博爱国卫生志愿者　２１９ｂ
迎世博百日竞赛　２８９ａ
迎世博窗口服务　１１９ｂ
迎世博服务活动　１５４ｂ
迎世博活动　４３ｃ　９０ｂ
迎世博行政执法检查　６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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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世博知识竞赛　７４ｂ
拥政爱民　２４２ｃ
永乐生活电器　１１９（图）
优抚　２５７ｃ
优医组团　２１２ａ
“优质医疗，服务宝山———华山百名专

家、博士下社区”启动仪式　２１２（图）
邮轮经济　５３ａ　３２５ａ
邮民联系箱　１８４ｂ
邮政　１７９　１８３ｃ　３１３（表）
邮政储蓄银行宝山区支行　１５１ａ
邮政体制改革　１８３ｃ
邮政业　３１ａ
友好城市　７３ｃ
友好合作协议　７６ｃ
友好区、县、市　１１７（表）
友谊路街道　２８７ａ
有害生物疫情　１３５ｃ
有线电视工程　２２９ａ
有线电视网络　２３０ａ
有线电视中心　２２９ａ
有线“小喇叭”　２２９ｃ
渔业　１３６ｃ
预售许可证　１４１（表）
预算决算　５８ｂ
预算支出　１４６ｂ
元锦希望小学　７６ｃ
园区招商　１１６ａ
援建工作　７６ｂ
远程教学系统　２２６ｃ
月浦锣鼓　２６７ｂ
月浦水厂　１８６ｂ
月浦镇　２６５ｂ

Ｚ

在沪务工农民工座谈会　６０ａ
在线协作办公模式　２２４ｂ
造血干细胞　２６１ｃ
增加值　３１０（表）
渣处理装置　９４ｂ
渣土专营　１７４ｃ
战备演练　２４１ｂ
张庙街道　２９１ａ
张行撤村　２８４ａ
招商服务　１１１　１１５ａ
招商引资　１２１ａ
招商引资新平台　１１６ｃ
震旦职业学院　２０９ｂ
镇　２６３
“镇财区管”试点　１４６ａ

镇村集体资产　１５５ａ
镇村建设　２６８ｃ
“争先创优”活动　８８ａ
征兵　２４２ａ
征地事务　１６３ａ
整治无证加工点　１５７（图）
证券　１５２ａ
证券营业网点　１５２（表）
政策研究　５２ａ
政府采购　１４６ａ
政府常务会议重要议题　６３（表）
政府工作报告　９　９（图）
政府公开信息文件　１９６ａ
政府门户网站　２２７ｃ
政府门户网站便民服务系统　２２６ａ
政府实事项目　６２ｂ　９０ｃ　１６８ａ
政府信息　２７３ａ
政府信息系统　２２５ｂ
政务互动　２２８ａ
政协　７７
政协工作会　４１ａ
政协六届常委会会议　７７ｃ
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大会发言题目　８２（表）
政协六届四次全体会议　７７ｂ　７７（图）
政协论坛　７８ｃ　７９（图）
政协提案　７９ｃ
政协优秀提案　８２（表）
政协重要活动　７８ａ
政协主席会议　８２（表）
政协主要会议　７７ｂ
直管公房　１４３ｂ
职工人数　３１５（表）
职业技术教育　２０７ａ
志愿者　２８６（图）
制度文化建设年活动　５４ａ
“质量和安全年”　１５７ａ
质量技术监督　１５６ｃ
“质量兴区”　１５７ｂ
治安管理　２４４ｃ
治安综合治理　２４３ａ　２９０ｃ
智力产业公园　１７７ｂ
中保财险宝山支公司　１５１ｃ
中国城镇发展论坛　４４ｃ　１１６（图）
中国电信宝山数据中心　２２５ｃ
中国电子政务优秀应用成果　２２８ａ
“中国法官十杰袁月全信箱”　２３７ｃ
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８周年活动　４８ｂ
中国人保宝山支公司　１５１ａ
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教学实验学校

　２０１ｂ
中小企业贷款担保　１４６ｃ

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　２２６ａ
中小学班主任研究生课程班　２００ｂ
中行宝山支行　１４８ｃ
中冶天工上海十三冶　１０７ｃ
中冶医院　１０８（图）
种植业　１３５ａ
重大产业项目　５９ｂ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　２１８ｃ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办法

　５２ｃ
重点服务业项目　１２０（表）
重点生态项目　１４６ａ
重点新闻　２３０ｂ　２３０ｃ
重要会议　３９ｃ　５８ａ
重要活动　４１ｂ　５９ｃ
周哲玮　２０６ｃ
主要会议　３９ｂ　５７ａ
主要疾病死亡率　２１６（表）
主要死因顺位百分比　２１５（表）
主要污染物排放　１７１（表）
住房保障　１３９ｂ
住房改革　１３９ａ
住房综合改造　１４０ｃ
住宅建设管理　１３８ａ
住宅全装修　１３８ｂ
住宅“无渗漏”　１３８ｂ
住宅小区配套　１３８ａ
驻军　２４２ｃ
专利申请　１８８ａ
专委会工作　８０ｂ
专项治理　７０ｃ
资金支付效率　１４６ｂ
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５６ｃ
自来水　１８５　１８５ｃ
自然环境　２７ａ
自主集成连退机组　９５ｂ
宗教　２５９ｃ
宗教场所　２６１ａ
宗教调研　２６１ａ
宗教活动场所　２６０（表）
宗教活动治理　２６１ａ
宗教政策　２６０ｂ
总工会　８７ａ
总社第四届三次社员代表大会　１３０ｃ
综合帮扶　２５７ｃ
综合管理　１３３ａ
综合经济管理　１５３ａ
“走进学校”系列讲演活动　７４ａ　９２（图）
组织　４７ａ
“组织部长下基层”活动　４９ｂ
作风建设　５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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