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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处理决定公布
□经调查认定，该起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是一起因企业违规造成的责任事故
□司法机关已对 26 名事故主要责任人员采取了司法措施
□根据事故责任调查结果，28 名相关责任人员受到党纪、
政纪处分
国务院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公寓
大楼“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
组，经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原因、性
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的
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完成了《上海市
静安区胶州路公寓大楼“11·15”特别
重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日前，
《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上海市静安区胶
州路公寓大楼“11·15”特别重大火灾
事故调查处理意见的请示》，已经国务
院批准同意。
2010 年 11 月 15 日，上海市静安
区胶州路 728 号公寓大楼发生特别重
大火灾事故，造成 58 人死亡，71 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 1.58 亿元。依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
并报经国务院同意，
11 月 17 日成立了国务院上海市静安
区胶州路公寓大楼“11·15”特别重大
火灾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经过调
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原因、性质和责
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
议和防范措施。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查明，该起特
别重大火灾事故是一起因企业违规造
成的责任事故。事故的直接原因：在
胶州路 728 号公寓大楼节能综合改造
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违规在 10
层电梯前室北窗外进行电焊作业，电
焊溅落的金属熔融物引燃下方 9 层位
置脚手架防护平台上堆积的聚氨酯保
温材料碎块、碎屑引发火灾。事故的
间接原因：一是建设单位、投标企业、
招标代理机构相互串通、虚假招标和
转包、违法分包。二是工程项目施工
组织管理混乱。三是设计企业、监理
机构工作失职。四是市、区两级建设
主管部门对工程项目监督管理缺失。
五是静安区公安消防机构对工程项目
监督检查不到位。六是静安区政府对

工程项目组织实施工作领导不力。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意见，依照有
关规定，对 54 名事故责任人作出严肃
处理，其中 26 名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8 名责任人受
到党纪、政纪处分。
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的 26 名责
任人员是：
静安区建交委主任、党工委副书
记高伟忠；
静安区建交委副主任姚亚明；
静安区建交委综合管理科科长周
建民；
静安区建交委建筑建材业市场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张权；
静安区建设总公司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董放；
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瞿幼
棣；
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安
全总监周峥；
静安区建设总公司项目经理范玮
民；
静安区建设总公司项目安全员曹
磊；
上海佳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
理黄佩信；
上海佳艺公司副总经理马义镑；
上海佳艺公司项目经理沈大同；
上海佳艺公司项目安全员陶忱；
静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总监
理工程师张永新；
静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安全
监理员卫平儒；
迪姆公司法定代表人劳卫星；
无固定职业人员支上邦；
无固定职业人员沈建丰；
无固定职业人员沈建新；
教师公寓节能改造项目工地电焊

签订商业合同 先立廉政合约
（上接 1 版）其实，在浦东参与
重大项目招投标的公司对这份廉
政合同都不陌生，商业合同与廉
政合同“两个合同一起签”在浦东
重大项目的招投标中已运用了 10
多年。而近年来随着国际招投标
的日益增多，这份合同也开始运
用在外国公司上。
“两个合同一起签”模式还将
推广到迪士尼等重大项目的所有外
国企业，
为中外双方合作共赢提供
廉洁保障。

招投标，
先查身家清白
在浦东检察院预防处的办公
室，
最近前来办理
“廉政资质证明”
的
企业络绎不绝。原来，
从去年1月21
日起，
在浦东参加大项目建设招投
标的企业还得多过一道
“门槛”
——

查身家，
只有历史清白、
没有行贿犯
罪记录的，
才有资格参与申报。
所谓
“廉政资质证明”
，
是指从
浦东检察院与华东六省一市档案
联网上查询该企业或企业法人是
否有过行贿受贿的记录。哪怕只
是因为过去打擦边球上了“黑名
单”，也会在浦东大项目的招标中
被一票否决。这项试行了一年半
的廉政准入制度，
大大鼓励了企业
合法经营的积极性，
也给发标企业
牢牢把好了廉政门槛，
将一些高危
领域的隐患苗头防微杜渐。
首批拿到“廉政资质证明”的
企业，是参加浦东机场 T1 桥载设
备委托维护项目招标的几十家企
业，分别来自山东、江苏和上海等
地。自推行以来，越来越多的浦

上海改革开放与党的建设研讨会在浦东举行
（上接 1 版）中央党校原副校
长李君如、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张
磊、
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张阳
升、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高新
民等 4 位全国党建专家到会并讲

话；上海市委研究室副主任李琪、
市社联副主席胡伟、
市委党校党史
党建教研部主任刘宗洪、
上海财大
人文学院院长张雄等 4 位本市党
建专家交流发言；浦东新区区委、

“文化遗产日”浦东亮家底
（上接 2 版）据悉，目前浦东共
拥有 131 处全国、市区级挂牌文物
保护单位，
其中全国级 1 处，
市级 3

处，新区文物保护单位 58 处，新区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69处。近年来，
新区已经修缮了 26 处文保单位和

班组负责人马东启；
教师公寓节能改造项目工地现场
电焊工人吴国略；
教师公寓节能改造项目工地现场
工人王永亮；
承揽铝门窗施工业务的杨为民；
承揽外墙保温材料供应和施工的
张利；
上海烽权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建东；
上海市金山区添益建材经营部经
理冯伟。
目前，上述人员均被检察机关批
准逮捕。
28 名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责任
人中，包括企业人员 7 名，国家工作人
员 21 名，其中省(部)级干部 1 人，厅
(局)级干部 6 人，县(处)级干部 6 人，处
以下干部 8 人。分别是：
给予静安区建设总公司生产科科
长范正荣行政撤职处分；
给予静安区建设总公司安全设备
科科长汤士刚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给予静安置业设计有限公司设计
主管、党支部委员赵雨时行政撤职、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
给予静安置业设计有限公司总经
理、静安建筑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本部第二党支部书记龚晓
栋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给予静安置业设计有限公司董事
长、静安建筑装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张慎娣行政降级、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给予静安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党支部书记、
静安区建设工程服务中心主任陈邱良
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东大项目招标方要求投标企业出
具这一证明。一年里，曾有 4 家企
业没有通过这道廉政“门槛”，
“廉
防”作用显著。
据悉，
为了解决大项目参与企
业数量多、
地域广而带来不必要的
奔波，
浦东检察院还不断优化工作
流程，
主动告知，
并将上级规定的 3
个工作日压缩为15分钟立等可取，
有时还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来往
联系。近期，
浦东检察院还与新区
纪委、浦东市民中心等部门联系，
计划整合资源，
加强与工商注册等
其他征信机构联动协作，
既能让企
业和市民便捷地查询行贿犯罪档
案，
也让行贿犯罪档案成为行政审
批、
招投标、
资金拨付、
组织人事、
司
法处罚等工作的参考，
促进全社会
重视监测不良信息，
加强对不法行
为的监管和及时纠正。
浦东新区组织部、青浦区委组织
部、
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总
公司，
虹桥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
限公司、
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
委，浦东新区潍坊街道等 7 家单位
介绍了党建工作经验。本次活动
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
部和浦东新区区委举办。
不可移动文物。当天，
市文物局副
局长褚晓波、
新区副区长张恩迪为
高桥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揭牌。继
新场镇之后，
高桥镇成为了浦东第
二个荣膺这一荣誉的街镇。

给予静安置业集团公司上海巨星
给予上海市建交委主任、党委副
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副书记
书记黄融行政记大过处分；
张伯余行政记大过处分；
给予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办事处副
给予静安区江宁路派出所消防民
主任兼社区管理工作部部长朱德富行
警封良培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
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分；
给予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党工委副
给予静安区江宁路派出所副所长
书记兼平安工作部部长张金生行政撤
兼执法办案队队长孔寅翼行政记大过
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处分；
给予静安区江宁路街道党工委副
给予静安区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
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国平行政记大过
参谋倪彦雯行政记大过处分；
处分；
给予静安区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
给予静安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
处长、党委委员白玉奇行政记过处分； 长陈静薇行政记大过处分；
给予静安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给予静安区委常委、副区长徐孙
督站安监室主任唐亮行政撤职、党内
庆行政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上海市市委委员、静安区区
给予静安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委副书记、区长张仁良行政撤职、撤销
督站副站长、党支部书记柴光成行政
党内职务处分；
撤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给予上海市市委委员、静安区委
给予静安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书记龚德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督站原站长、现静安区建设和管理服
给予上海市副市长沈骏行政记大
务中心工程协调部经理张家明行政降
过处分。
级、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同时，责成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市
给予静安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
长韩正分别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公室主任、
静安区建筑市场管理所所长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依据
邵振丁行政降级、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安全生产法》、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给予静安区建交委建筑建材业管
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
理办公室主任、静安区建设工程安全
定，责成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质量监督站站长周正行政降级、党内
对事故相关单位按法律规定的上限给
严重警告处分；
予经济处罚。
给予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
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
督总站副站长张常庆行政降级、党内
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深入开展工程
严重警告处分；
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严格落
给予上海市建交委建设市场监管
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抓紧研究完善建
处处长、稽查办公室主任曾明行政记
筑节能保温材料防火等技术标准及施
大过处分；
工安全措施，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督
给予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党委
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及时消除
委员蒋曙杰行政降级、党内严重警告
安全隐患，切实防止重特大火灾等事
处分；
故的发生。

服务为本：
“各色”
居民融为一家
（上接 1 版）一贴贴“良方”，提升了居
民的满意度。街道领导从中体会到：陆家
嘴的社区管理，必须以服务为先导，因人
而异，因地制宜。
于是，他们在辖区内相继建立起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
文化指导中心等 8 个服务性机构，同时还
在楼宇中创造性地设立综合服务站，这种
被称之为“竖起来的居委会”，对楼宇从业
人员的各种需求实行“一站式接待、一条
龙办理、一揽子解决”，在工作和生活上提
供多种便利。

画、养生以及理财、典藏等数十个群众文
化团体和协会，其中一批已成为具有广泛
影响的品牌。
文化，使两大群体“你有事，我相帮；
你有难，我相助”。社区居民想了解养生
保健知识，东方医院的医务人员就定期前
来开办专题讲座；一些青年白领对居住证
申办申报途径不熟悉，居民党员就会主动
来到楼宇综合服务站进行指导。

和谐为魂创新不断

和谐为魂，创新不断。不仅仅是文化
建设的这一成就，
在平安建设、
文明建设和
文化为媒融合融通
综合治理建设上，陆家嘴社区（街道）都推
2011 年 1 月 25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音
陈出新，并连获殊荣。近几年来，该社区
乐大厅里，一曲高亢嘹亮合唱歌声响彻金 （街道）先后获得全国安全社区、全国和谐
色圣殿大厅，谁能想到演唱的是陆家嘴街
社区建设自主创新先进街道、全国学习型
道居民和白领
“混合”组成的合唱团成员。
街道示范单位和上海市市容环境综合管理
陆家嘴的人口结构有个明显的特点： 示范街道、
上海市学习型社区等荣誉。
一边厢是成片住宅区里的普通居民，约 12
谈起这一切，吴安桥说，陆家嘴地区
万人；一边厢是成群高楼带里的从业白
的特殊性，决定了社区管理必须不断创
领，逾 25 万之众。两大群体，在知识层次、 新、实现优化。创新、优化，不是在老套路
思想观念、需求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
上数量汇集的“物理堆积”，而是要有“化
社区千万家，融合是一家。如何使两
学凝聚”的新机制。正是基于这一思想，
大群体融为一体？街道领导将文化作为
最近街道又在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进一
连接心灵的纽带，以文化为抓手推进管
步协调社会关系，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
理，使不同群体如同一家。他们在全市街
度增加和谐因子。
道中率先创办“陆家嘴社区文化建设联合
记者获悉，今年，陆家嘴街道将以“美
会”，并在街道“文联”的统一旗帜下，倡导
丽、
平安、
和谐、
人文、
智慧”
为新目标，
大幅
各种群体组建各类文化团队、开展各项文
度提高就业服务工作水准；
试行更富活力的
化活动。
“嵌入”
式政社合作方式，
使社区的政社合作
如今，陆家嘴社区已有合唱、戏曲、书
项目数量有所增加，
服务质量再上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