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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十三亿多

人的社会主义大国，

既要政治过硬，也要

本领高强。要增强学

习本领，在全党营造

善于学习、勇于实践

的浓厚氛围，建设马

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推动建设学习大

国。增强政治领导本

领，坚持战略思维、

创新思维、辩证思

维、法治思维、底线

思维。增强改革创新

本领，保持锐意进取

的精神风貌。增强科

学发展本领，善于贯

彻新发展理念，不断

开创发展新局面。增

强依法执政本领，加

快形成覆盖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各方

面的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增强群众工作

本领，创新群众工作

机制和方法，推动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

组织增强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增强

狠抓落实本领，坚持

说实话、谋实事、出

实招、求实效，把雷

厉风行和久久为功

结合起来，勇于攻坚

克难，以钉钉子精神

做实做细做好各项

工作。增强驾驭风险

本领，健全各方面风

险防控机制，善于处

理各种复杂矛盾，勇

于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各种艰难险阻，牢

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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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支架、电梯井脚手架、大型机

械设备、吊索钢丝绳编结长度、临

边洞口防护、临时用电、冬季消防、

临时用房搭设、文明施工等安全情

况。 

通过此次安全专项检查，我区

建设工程安全状况基本处于受控

状态，但部分工地仍然存在着一定

的安全隐患，对此我所已开具相应 

为切实做好岁末年初青浦区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青浦区建筑

建材业管理所组织专项检查小组，

于 1 月 15 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为期 2 周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专项

检查工作，检查内容为春节前安全

生产专项检查，建设工程消防安全

专项检查，同时还邀请市建科院专

家开展了一次大型起重机械安全检

查。 

检查期间，我所共出动 60 余人

次，抽查了 16 个项目,共开具整改

指令单 9 份，局部暂缓施工指令单

6 份。同时在春节前对开具了暂缓

施工指令单的工地进行了复查，对

复查中发现整改不到位，未及时消

除隐患的 3 家工地进行移交执法。

此次岁末年初检查重点主要有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脚手架、 

的行政措施单，要求

各施工单位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举一反

三，立即整改到位。

对于个别安全隐患突

出，且问题整改不力

工地，我所将进行移

交执法，对其进行行

政处罚。下阶段，我

所还将开展春节后复 

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继续加强安

全监督力度，排查安全隐患，要

求施工参建各方做好节后复工安

全生产交底培训、安全隐患自查

工作，保障复工期间安全生产，

不留安全死角，保障我区节后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为全国两会的

召开营造安全平稳的环境。 

             （吴鑫/文） 

 

 

 

 
2015 年 8 月 12 日下午，市场管理科于 608

会议室召开业务学习会，会议 

由王敏科长主持，科室全体人 

员参加了学习。 

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组 

织科室全体人员学习《关于印 

发〈上海市新型墙体材料专项 

基金清算相关工作若干要求〉 

的通知》（沪建市管〔2015〕87 号），根据文件

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我们分别就施工现场 

微信号：青浦建管 

为了进一步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2 月 9 日

下午，我所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并组织全

体党员一起观看了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联合

推出的“学习贯彻十九大，砥砺奋进话跨越”微

党课展播。 

此次微党课观看了由区委党校副校长莘小龙

作的《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要在“五个深刻

领会”上下功夫》和区委党校教研室主任沈迅的 

近日，中共青浦区委、区政府授予青浦区建筑建材业

管理所“绿色青浦建设功臣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近年来，青浦区建管所立足自身工作实际，聚焦全区

大发展、大建设、大改革、大转型的总体任务，紧紧围绕 

 “服务”和“规范”两大主题，自我加压、扎

实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全力保障了全

区建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绿色青浦建设保

驾护航。 

此次表彰是对建管所工作的高度肯定，区

建管所将以此荣誉为鞭策，继续珍惜荣誉，众

志成城、攻坚克难，共同推动青浦区建设领域

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佳绩。（顾慧/文） 

《学习新党章践行新党章》。全体党员认真聆听，

并在观后进行热烈的交流讨论，形成良好的学习

十九大的氛围。 

通过本次观看微党课，党员们纷纷表示自己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并且要以

本次微党课展播学习为契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绿色

青浦作贡献。                  （周志华/文） 

2018 年 1 月 5 日，建管所组织全体党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观看影片《邹碧华》，学

习时代英模人物的先进事迹。 

邹碧华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

长，他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在工作中不

幸逝世后，先后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

追授为“时代楷模”“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对邹碧华同志先进

事迹作出重要批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邹

碧华同志为榜样，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的征程中，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治

精神，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业绩。电影主要讲述了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生平事迹，再现了一位

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的生

动形象。 

党员们都被影片中邹碧华的个人魅力和高

尚人格所感染，有的甚至在影片放映到邹碧华

心脏病突发的场景时潸然泪下。影片不仅给我

们深入浅出的讲述了邹碧华一生所奋斗的事

业，更是将他的理念、精神从小事中向人们传

递。                        （周子恬/文） 

http://www.shqpj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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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年间，吏

部尚书魏知古要

去洛阳一带考察

官员政绩。宰相姚

崇有两个儿子在

那儿当官，魏知古

是姚崇一手提拔

起来的，他到洛阳

之后，姚崇之子请

求他在皇上面前

为自己美言。玄宗

皇帝接到魏知古

的奏折，见他极力

赞扬姚崇的儿子，

便宣姚崇进殿，对

姚崇说 : 你的两

个儿子很有才干，

朕 有 意 提 升 他

俩。” 姚崇说:“我

这两个儿子才识

平平，不足以提

拔。” 唐玄宗见姚

崇能秉公处事，十

分高兴:“魏知古

徇私妨碍公事，辜

负了你对他的教

导，看来只有罢了

他 的 官 以 正 朝

纲。”  姚崇复奏

道:“我教子不严，

罪该受罚。如果陛

下因此事贬谪魏

知古，那人们就会

说他是当了我的

替罪羊了。”唐玄

宗听后十分赞许，

遂令魏知古改任

工部尚书。姚崇历

任武则天、唐睿

宗、唐玄宗三朝宰

相，尤其是在玄宗

时期，对“开元之

治”贡献尤多，影

响极为深远。 

 

为做好本轮寒潮及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工作，加强

冬季施工质量和安全，遏制因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导

致的安全事故，区建管所向全区所有在建工地发出预

警短信，重点关注“防寒、防冻、防滑、防风、防火、

防触电、防中毒”，要求全区所有在建项目针对本次

寒潮天气，开展应急值守工作。各工地主要负责人要

带队开展自查自纠，特别是针对大型施工机械、高支

模、脚手架、深基坑、钢结构顶棚、围挡、民工宿舍

活动房的安全进行检查和设施加固，消除安全隐患；

在遇到大风、雨、霜、雾、雪等天气时，要采取防滑、

防冻、防雪和防塌措施，及时清除作业面上的水、冰、

雪、霜，禁止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对宿舍

区域临时用电实施限载，严禁宿舍区明火取暖和乱拉、

乱接电器，严防烟气中毒、火灾和触电事故。同时，

各工地要严格按照《建筑工程冬季施工规程》

（JGJ/T104-2011）及施工组织设计中关于冬季施

工的相关要求进行实施。各工地要启动雨雪、冰冻天

气应急预案，做好应急队伍、设备物质的组织落实工

作，保持应急联络的畅通性。 

与此同时，区建管所将结合冬季防火专项检查和

春节前安全专项检查加大对我区在建项目在雨雪冰冻

寒潮天气的监督管理，对自查自纠不认真，主要负责

人不在岗履责，应急响应工作不得力的项目，坚决追

究相关企业和责任人的主体责任，确保建筑工地人员

和财产安全。                       （夏秀美/文） 

 

为全面加强本市建设工程材料

施工的监督管理，提升本市建设工

程材料质量水平，根据《上海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在本

市建筑工程开展重要建材供应信息

报送制度的通知》（沪建建材

[2017]1130 号）文件的要求，在

本市实施重要建材供应信息报送制

度。 

重要建材供应信息报送是指：

施工单位在材料进场复验前，通过

建材信息系统上报工程现场使用的 

建材品种、规格和数量等信息，监

理单位、建材供应商对信息予以确

认。建材备案、检测、监管等各类

信息也通过建材信息系统同步共

享。在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前，施工

单位通过建材信息系统形成建材

使用电子台账。 

信息报送平台地址为市住建 

委网上政务大厅http://bsdt.shjjw.gov.cn，

报送路径分别为：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从网上政务大厅-节能建材栏

目-4 建材使用登记（现场用户）； 

建材供应商：网上政务大厅-节能建

材栏-6 建材使用登记（供应商）。 

（夏益玺/文） 

 
 

 

日前，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党支部组织全体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团员青年等共 46 人，参与了

由青浦区建管委党委组织发起的“百名党员乘公交，

解疑释惑找问题”全区公交线路大调研活动。 

建管所党支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开展了

此次活动，由党支部书记带队，按照每两人一组，“谁

乘坐，谁掌握”的原则，对赵巷、徐泾 23 条公交线

路开展了首末站全线试乘调研活动。参与调研的工作

人员佩戴党徽和“七色堇”志愿服务联盟标志，深入

公交一线认真调研。在公交站点、公交车上向司售人

员及乘客详细询问了解所在线路的站点设置、线路走

向、间隔时间、车容车貌、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充分了解市民对公交出行的真实需求，共同探讨

合理性的改进措施。每条线路负责人员在倾听、收集

该线路意见建议的同时，适时开展公交线网调整情况

宣传，帮助乘客了解调整后的线网布局，为乘客提供

出行攻略等。完成乘坐后，工作人员认真收集汇总了

相关意见和建议，累计发现各类问题 49 条，提出建

议 33 条。 

2018 年 1 月 31 日,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青浦区建管所党支部和团支部代表带着 60 份慰

问品，来到位于胜利路的公安消防支队城北分队，

慰问寒冬里仍然战斗在一线的消防战士，为官兵

送去了节日的祝福。 

消防支队官兵们热情地带领党团员们参观消

防车辆及配套的消防器械设备，包括消防圆盘锯，

供氧设备，消防龙头等。所青年们体验了一把“一 

此次活动是

区建管委深入推

进“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学习实践活动，使

建管所广大党员、

积极分子、团员青

年进一步增强群

众观念和宗旨意

识，以实际行动为

实现青浦人民幸

福美好生活服务。 

通过深入公交一线，全面了解群众对公交发展最盼、

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为及时解决线网调整中存

在的问题，提供了基础资料，从而进一步增强公交线

网调整的合理性，优化轨交 17 号线配套公交线网，

全面提升我区公交行业服务质量，努力为青浦市民提

供一个便捷、畅通和舒适的出行环境。   （顾慧/文） 

根据市

总站《关于

开展 2017

年度建筑施

工安全生产

标准化考评

工 作 的 通

知》（沪建安

质监 [2018]1

号）文件要

求，结合我

区 实 际 情

况，青浦区

建管所组织

开展了2017 

年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工作，共完成了

122 家本区注册企业的考核。通过开展此次安全生产

标准化考核工作，不仅反映了我区注册施工企业的安

全生产管理状态和企业综合管理水平，更暴露了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的不足和软肋，为行政监管工作提供了

明确的方向。同时也促使我区注册施工企业进一步完

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制度的建

设和实施，为企业的生存和我区建筑业市场的平稳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吴鑫/文） 

 

 

分钟响铃内，所有出勤人员上车，车辆后轮离开

车库”的实战体验，感受到了消防士兵日常工作

的不易。 

建管所支部领导向战士们不怕牺牲、保护国

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表达了敬意，

并对他们为辖区消防安全、百姓安居乐业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同时提出继续保持与消防支队紧

密交流的愿望，希望能在合作中互助、共勉。 

（周子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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