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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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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介绍，听取了新建厂房项目建

设方关于竣工验收业务办理情况

介绍及有关感受和建议。黄忠辉站

长就相关改革工作，与项目参建各

方进行了真诚和热情地交流，对验 

4 月 2 日下午，

市安质监总站黄忠辉

站长带队来青进行社

会投资项目竣工验收

改革工作调研，总站

张健民总工程师及相

关科室负责同志参加

调研，区建管所吴惠

峰所长及相关业务负

责同志参加了调研活

动。 

市安质监总站一行来到位于青

浦工业园区的奕森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现场，听取了

区建管所吴惠峰所长关于我区社会

投资项目竣工验收改革新政执行情 

微信号：青浦建管 

4 月 19 日下午，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党

支部换届动员及推荐大会在 816 会议室如期举行，

共有 25 名党员参加会议，邀请群众代表 10 名，会

议由党支部书记吴惠峰主持。 

会前，党支部积极筹备，做好宣传发动和相关

准备工作。召开支委会议，制定实施方案，建立工 

2017 年年底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对全市

各区县招投标管理单位和委托管理单位的基础建设、队伍

建设、专家管理、业务监督、标准建设、信访投诉和行政

执法等 7 各方面进行了考评。经评定，青浦区建设工程招

标投标管理中心被评为“2017 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

投标监管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同时，市管理总站对各单位招投标监管人员也进行了

综合评价和考核。青浦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中心王 

晓明同志被评为“2017 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

招投标监管之星”称号。        （李玮/文） 

作机构，明确工作步骤、责任分工和具体日程安

排，确定新一届党支部领导班子职数、任职条件、

结构要求等，公示后报区建管委党委审核。 

会上，党支部书记吴惠峰宣读了建管所党支

部换届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 

单，向全体党员和群众代表作了本届支部三年工

作报告；班子成员分别作个人述职报告；全体党

员和群众代表对党支部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开展

讨论评议，并进行了书面评议。工作人员按照程

序，分别下发党员推荐表和群众推荐表，党员和

群众代表认真填写推荐表，依次投入投票箱。整

个过程严格按照“公推直选”的程序公开、规范

进行。会后，支部将推荐结果报送区建管委党委

并在全所进行公告。下一步将根据工作部署，依

法依规开展选举工作。          

（顾慧/文） 

在清明来临之际，为追寻英雄足迹，继

承先烈遗志，弘扬民族精神，增强责任感和

使命感，4 月 3 日上午，区建筑建材业管理

所支部和区新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支

部联合开展了“缅怀革命烈士 重温入党誓

词”的主题党日活动， 30 余名党员赴西乡

烈士陵园参加了清明祭扫活动，共同缅怀革

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在庄严肃穆的“革命烈

士纪念碑”前，党员同志们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和鲜花，并

默哀鞠躬致敬，共同追思他们英勇顽强、不

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烈士碑

前在两位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全体党员重温

了入党誓词，神圣庄严的誓词激荡着铮铮铁

骨，对革命先烈的崇敬激励着每个人。 

接着，全体党员又驱车前往陈云纪念

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党员驻足聆听，

通过讲解员认真仔细地讲解和展厅图文并

茂地展示，了解了陈云同志简朴和不懈奋斗

的一生。陈云同志一生执着追求理想、忠于 

党和人民，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善

于总结经验、崇尚真抓实干，一贯谦虚谨慎、

始终淡泊名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

开展和成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创

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承先烈遗志，抒爱国热情。通过参观“陈

云纪念馆”和“革命烈士纪念馆”，回顾了那段

战火纷飞的岁月，我们深知，今天和平安宁的

生活来之不易，是长眠于此的革命先烈用生命

换来的，他们鲜活的事迹感染着大家，他们大

义凛然的气概，让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党员感慨

不已，通过这次的祭扫活动，既缅怀了革命先

烈、寄托了哀思，又给全体党员上了一堂深刻

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党员同志们感触良多，并

纷纷立志向先烈们学习，在今后的生活中，会

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居安思危；在

工作上，传承革命先烈精神，胸怀理想，恪尽

职守、甘于奉献，为青浦的跨越式发展做出最

大的贡献。                     （滕飞/文） 

收工作改革文件的

执行进行了指导，回

应了建设方的有关

建议，同时也要求做

好联审平台相关单

位沟通、协调工作。

黄忠辉站长表示市、

区二级建管监督系

统要以“店小二精

神”做好为企业服务

工作，落实优化营商 

环境措施，也要进一步健全诚信

体系奖惩机制建设，进一步提升

和完善建筑行业“放、管、服”

工作。 

             （夏全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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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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 

行政审批改革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环节，行政审批

改革最终实现的目标，是要讲

便利讲实效，全体窗口工作人

员要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努

力提升对新流程的熟悉和掌

握，提高为民服务的本领，为

改变我区营商环境，切实方便

企业和群众办事做出一份贡

献。            （李丽/文） 

为了加强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的质量管

理，规范企业生产和质量管理行为，提高企业质量

管理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

所于 2018 年 4 月上旬对区内正常生产经营的 5 家

预制构件生产企业开展了专项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大部分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基本建立，文件控制基本有效；试验室人员能满足

企业需要，工艺和设备能按时检定；原材料管理和

质量检测基本按时按批次；成品质量得到有效控制。

大多数生产企业都建立了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完善

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劳

防用品发放及生产场所安全防护基本符合要求，安

全生产总体处于受控状态。 

同时通过检查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企业质量

管理方面，部分企业未建立设备操作规程、维修保

养计划、日常检查保养制度、设备档案，无设备使 

用记录；部分企业使用的钢筋、水泥、外加剂等原

材料备案证过期，质保书滞后，材料原始检测记录

及检测报告缺少审核签字，检测报告未盖章；部分

企业预应力施工无记录；个别企业未见混凝土预制

构件产品检测资料；部分企业混凝土配合比控制不

规范，存在主要原材料更换未及时调整配合比或砂

石含水率未检测就擅自调整配合比等现象。在企业

安全管理方面，部分企业未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

或者安全培训教育的对象没有全员覆盖，或者缺少

规范的书面记录资料；部分企业生产用电不规范，

存在电线老化和私拉情况，消防器材配置不足或灭

火器失效，氧气瓶、乙炔瓶放置安全距离不符合要

求；部分企业未按要求编制作业交底，未组织安全

应急预案演练，未配备应急救援器材。另外，个别

企业厂区内扬尘较多，需采取措施加强扬尘控制。 

通过此次检查，进一步要求各预制构件生产企

业要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健全各项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质量保证体系，加强对原材

料和生产各个环节的管理，确保产品符合工程质量

要求；同时要健全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和安全生产制

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在管理上，也会进一步加

强和施工现场联动，督促各建设、施工单位重视对

装配式预制构件的进场管理，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

求，加强构件起吊和安装前混凝土强度控制，防止

质量不合格混凝土预制构件流入建设工程项目。 

（周宏/文） 

  

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推动青浦跨越式发展”大调研的决策部署，使

大调研工作深入一线，扎根基层，充分倾听民意，调

研更有实效，3 月 22 日，区建管委第一调研小组先

后来到盈浦街道庆新居委会和复兴居委会开展实地

调研。 

调研活动采取“座谈会+入户调查”形式。在与

居委会工作人员、业委会成员、社区党员、楼组长、

居民代表约十余人座谈活动中，大家展开热烈讨论， 

今年的 3 月 5 日是第 55 个学雷锋纪念日，

为响应建管委“七色堇”志愿服务联盟及委团委

的号召，建管所志愿服务队在 3 月 1 日开展了为

民工幼儿园小朋友集中募捐书籍、玩具的活动。

志愿者们通过简讯、微信等形式广泛发动同事及

其他爱心人士参与此次活动。3 月 1 日中午，在

建交大楼底楼服务大厅，前来捐赠书籍、玩具的 

庆新社区居民围绕部分公交线路优化调整、停车库改

变用途、破墙开店等带来安全隐患、部分小区道路不

利于通行、加大公交线路宣传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复兴社区居民提出部分公交线路高峰时段增加车次、

小区边公交站点设置不尽合理、小区停车难，建议与

周边资源实现共享、宝庆街古建筑现状存在安全隐患，

也影响市容环境、老小区周边绿地改建等建议，大家

从社区实际出发，对社区发展、小区管理、环境建设、

公共服务等方面积极献计献策。 

座谈会后，调研小组分别来到三户居民家中进行

走访，在亲切的交流中，鼓励居民畅所欲言，通过面

对面“访”、心交心“讲”、实打实“问”、手拉手“帮”，

了解、掌握群众的实际困难，充分收集民情社意。 

随后，调研小组根据居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

一进行了现场踏看，并拍照采样，及时分析整理，分

门别类进行归纳汇总。下一步，区建管委将综合各方

意见,将调研结果整理上报，共同研究制订下一步工

作方案，并将持续关注这些问题与建议的逐步落实。 

   （顾慧/文） 

为进一步深化社会投资

项目审批改革，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实现“一窗受理”，区建设管

理委对涉及建设工程审批环

节的全部事项，一并入驻区行

政服务中心二楼区建设管理

委窗口，我所办理“项目报

建”、“施工许可”、“竣工

备案”三个事项的受理窗口

于近期入驻并正常开展工作， 

 

同事络绎不绝。经统计，本次活动共收到捐赠物

136 件。募捐来的书籍、玩具经过建管委志愿者

统一的汇总、筛选、打包，包装成了一份份精美

的礼品。 

3 月 5 日上午，建管所的志愿者和“七色堇”

志愿服务联盟的其他成员一起，带着礼品，到塘

郁幼儿园，为孩子们送去了节日的关怀。他们欣

赏孩子们精心准备的节目，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他们讲述雷锋的故事，教育孩子们助人为乐的道

理；他们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了给雷锋的贺卡，

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活动结束后，幼儿园老

师在向志愿者们表示感谢的同时也表达了多多开

展此类活动的愿望。 

本次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向这些家境不富裕

的孩子奉献爱心，更是为了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

埋下乐于助人的种子，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闪耀

光芒。                          （叶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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