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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以修身：加

强党性修养，坚定理

想信念，提升道德境

界，追求高尚情操，

自觉远离低级趣味，

自觉抵制歪风邪气。  

严以用权：坚

持用权为民，按规

则、按制度行使权

力，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 子里，任何时

候都不搞特权、不以

权谋私。 

严以律己：心存

敬畏、手握戒尺，慎

独慎微、勤于自省，

遵守党纪国法，做到

为政清廉。 

谋事要实：从实

际出发谋划事业和

工作，使点子、政策、

方案符合实际情况、

符合客观规律、符合

科学精神，不好高骛

远，不脱离实际。 

创业要实：

脚踏实地、真抓实

干，敢于担当责任，

勇于直面矛盾，善于

解决问题，努力创造

经得起实践、人民、

历史检验的实绩。 

做人要实：对党、

对组织、对人民、对

同志忠诚老实，做老

实人、说老实话、干

老实事，襟怀坦白，

公道正派。要发扬钉

子精神，保持力度、

保持韧劲，善始善

终、善做善成，不断

取得作风建设新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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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5 日，青

浦区建设

和管理委

员会在朱

家角镇淀

惠路北侧

35-04地

块商住项 

目召开了 2018年青浦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月”安

全、文明施工现场观摩会。区建管委副主任许卫民及

区建管所相关人员出席了此次活动。 

当天，共有 300 多名区在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观摩会。淀

惠路北侧 35-04 项目施工环境整洁、有序、优美；安

全宣传标语处处可见、宣传氛围浓厚；消防斧、灭火

器、消防水带、砂桶一应俱全、配置到位；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清晰、完备、上

墙；洞口防护、电梯井防

护、临边隔离设置规范；

脚手架、临时用电及大型

机械等各类安全防护标

准化到位，为来参加观摩

的人员都树立了一个好

的典范。特别是现场设置

的 VR安全体验馆以全新

的科学仿真技术让每位

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和参 

微信号：青浦建管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七周年，践行习总

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嘱托，

提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全力服务进博会的意

识，2018 年 6 月 27 日建管所党支部组织赴嘉兴南

湖革命纪念馆，瞻仰革命圣地，追溯红色记忆，感

受红船精神，重温入党誓词。 

纪念馆内，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驻足细观书籍、

照片、遗物等珍贵史料。大家眼前仿佛展开了一幅

党 90 多年战斗历程的生动历史画卷，展示了共产党

人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艰辛奋斗的革命战

争史，更展示了共产党人为取得民族复兴、国家富

强而不懈进取的建设奋斗史。南湖红船、虎门销烟

等复原场景，使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激情澎

湃、热血沸腾的一刻，涌起无限的爱国情怀。共产

党员宣言、五四爱国运动资料、战士们穿过的草鞋、

用过的食盒等革命文物，无声胜有声地诉说着那段

筚路蓝缕、烽火硝烟的峥嵘岁月，使大家的心灵得 

 

到了深刻洗礼和升华。 

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纷纷表示：一定要珍惜当

前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嘱

托，践行和传承“红船精神”，要将“红船精神”

和自己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深入贯彻其中，为

青浦“跨越式”发展添砖加瓦，为即将召开的“进

博会”保驾护航。               （张林峰/文） 

5 月 16 日下午，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组织召

开新一届党支部换届选举大会。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选举大会拉开帷幕。会上，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相关规定，就新一届支

部委员会委员名额、构成原则、候选人条件和选举

办法进行了详细说明。其次，通过举手表决方式一

致通过了选举办法和监票人、计票人名单。随即， 

大会进入选举程序，全体党员充分行使自己的选举

权，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以无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投票。经过计票、监票等程序，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委员，整个选举过程透

明公开，庄严有序。最后,会议在庄严的国际歌声

中结束。                         （周宏/文） 

观人员通

过亲身体

验重视对

于此类多

发性建筑

安全事故

的预防，

感 同 身

受、牢记 

于心、防范未然。该项目在安全通道棚两侧、脚手架

低层区、塔吊大臂及围挡外侧都设置了喷淋系统，使

整个施工现场的扬尘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大门口

图牌美观、齐整，临街整整一面墙体的垂直绿化，让

人仿佛置身于花园之中，使建筑工地真正美化了市容

环境，融入并成为了一道城市风景，为我区下阶段“进

博会”整治区域建设项目文明施工整治提高工作提供

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夏秀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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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朝 贞 元 年

间，著名诗人白居

易考中进士后，被

派往陕西周至当

县令。 

他刚上任，

城西的赵乡绅和

李财主就为争夺

一块地跑到县衙

打官司。赵乡绅差

人买了一条大鲤

鱼，在鱼肚中塞满

银子送到县衙。而

李财主则命长工

从田里挑了个大

西瓜，掏出瓜瓤，

也塞满银子送了

来。收到两份“重

礼”后，白居易吩

咐手下贴出告示，

明天公开审案。 

第 2 天，白

居易升堂后问道：

“ 你 们 哪 个 先

讲？”赵乡绅抢

着说：“大人，我

的理（鲤）长，我

先讲。”李财主也

不甘示弱说：“我

的理（瓜）大，该

我先讲。”白居易

沉下脸说：“什么

理长理大？成何

体统！”赵乡绅以

为县太爷忘了自

己送的礼，连忙

说：“大人息怒，

小人是个愚（鱼）

民啊！”白居易微

微一笑命人把贿

赂 之 物 取 来 示

众。” 

衙役取来鲤

鱼和西瓜，听审者

一片哗然。白居易

遂命人将贿赂者

按大唐律法各打

40 大板！”众百

姓无不拍手称快。 

 
  

2018 年 05 月 30 日，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

节的到来，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全体党员、团员

和“七色堇”志愿服务联盟的队员们组成了近 40 人

的“爱心团队”，带着 120 多份食品以及满满的爱心

来到了朱家角辅读学校，为在这里学习、生活的“特

殊孩子”送去节日的问候。 

到二楼教室将食品放妥后，“爱心团队”的成员

和孩子们一起来到操场，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了互动

游戏。虽然孩子们存在一定程度的智力障碍，但是丝

毫不影响他们与哥哥姐姐们交流、互动的热情。他们 

进落实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工作，通过改进审批流

程、加强服务等措施缩短审批时限，推动项目尽快落

地。上海熙曦房地产有限公司成为我区审批改革推行

后的首批受益企业。在此期间，我受理服务窗口付出

了诸多的努力，王自杰同志曾在凌晨 5 点半协调设计

单位的网报事宜；服务专窗的夏莹莹同志积极靠前服

务，时时关注各申报企业动态，主动衔接于市办与企

业间；施工许可发证窗口顾雪莲同志，为了尽快完成

发证，与市办同志密切配合，分分秒秒争取时间，最

后在下班时间完成了联审平台第一张施工许可证的

发放，由规定的 3 个工作日缩减至 1 天完成。 

今年春节后我区着手推行网上无纸化审批模式，

完成社会投资项目网上审批的无缝对接，审批时间得

到缩短，审批流程有所简化，从而确保给予社会投资

项目审批最大便利。与此同时，本市社会投资项目竣

工验收改革也在逐步推进，5 月 8 日，上海双雕五金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取得了我区竣工验收改革后发放

的首张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当天可谓是“双

喜临门”，这为我区以后的社会投资并联项目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5 月 11 日，奕森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领取了第二张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我受理中心将在践行行政审批改革的道路上不

断前行、久久为功，充分发扬“店小二”服务精神，

努力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审批服务，打造更和谐更良

好的营商环境。                       （姚君/文） 

2018 年 5 月 8 日，上海熙曦房地产有限公司成

功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我区第一张联审项目

施工许可证发证成功，联审平台相比以往审批模式极

大缩短了审批时间的同时也简化了审批程序的步骤。 

上海市建设工程联审共享平台”是上海市产业项

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一项典型亮点举措，一改以往

的串联式多部门审批为并联式多图联审，充分利用互

联网的优势，将材料提交、方案审核、政策咨询、监

督抽查、核发证照等多种职能整合到一处，与区、街

镇（园区）两级审批代办服务中心机制相结合，真正

将优化营商环境的宗旨落到了实处。 

今年 3 月全市开始施行《进一步深化本市社会投

资项目审批改革实施办法》及实施细则，社会投资工

业项目、小型项目、其他项目审批时间分别缩减至

15 个工作日、35 个工作日、48 个工作日内，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青浦区建管委和规土局分别牵头，推 

2018 年 4 月 23 日，2017 年度上海“明星工

地”评选结果在网上公示。南通四建承建的“元祖儿

童育乐中心项目”获上海市“明星工地”称号。 

上海市“明星工地”在安全生产的基础上以“文

明施工、施工不扰民”为重点。通过社区或新闻媒体

推荐申报，由上海市市民巡访团每月巡访，对施工现

场文明施工、工地周边居民对项目文明施工的满意度

进行综合测评，最后由上海市文明办对文明施工好、

 

南通四建承建的“元祖儿童育乐中心”项目，从

 

案。在施工过程中注重听取周边居民意见，采取有效

措施做到污水不外流、施工无扬尘、噪声不超标。 

该项目在新技术应用、质量控制、绿色施工、安

全文明施工、BIM 技术应用等方面成绩突出，效果显

著。在获得“上海市文明工地”、“全国绿色施工示范

工地”、“上海市绿色施工样板工程”、 “全国 BIM 大

赛单项二等奖”、“龙图杯全国BIM大赛优秀奖”、 “全

国 QC 成果二等奖”等荣誉的基础上，经赵巷镇方夏

村村民委员会推荐申报，再获上海市“明星工地”称

号，充分展示了南通四建在项目管理中注重“文明施

 

与自己喜欢的哥哥姐姐一一配对，迫不及待分享与同

学们一起学习、生活的小细节。在结队玩“双人背夹

气球”游戏的过程中，他们毫不怕生，会和后面的哥

哥姐姐约定好等下一定要为自己加油，并且在游戏的

过程中思路清晰、身手敏捷，与哥哥姐姐们配合十分

默契。可以说，他们在某些方面丝毫不逊于其他孩子。

背靠背的零距离接触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游戏结

束后，有些成员贴心的用纸巾为孩子们擦拭汗水，有

的还一起合影留念。成员们对孩子们的关怀和爱心给

他们带来了欢乐，孩子们自信、乐观的模样也感染了

“爱心团队”的成员。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个中午的相处时间很

快就过去了，“爱心团队”的成员和孩子们依依惜别，

并承诺很快会再来看他们。 

通过这一系列的互动，成员们深刻地体会到，虽

然这里的孩子智力不及常人，但是他们没有因此消

极，而是用积极乐观的态度，迎难而上，战胜学习和

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力所能及

地去帮助这群特殊的孩子，同时呼吁社会上更多的人

来关心爱护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叶航/文) 

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又如约而至，为了给广大

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复习和考试环境，青浦区建筑建

材业管理所全体监督员投入了绿色护考的工作中来。 

青浦建管所为此次护考工作召开专门布置会议,

制定护考方案,编写《2018 年关于为我区高考、中考 

 

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复习和考试环境的告知书》,成

立了绿色护考领导工作小组和后勤保障小组，并组建

了 6 支 25 名队员的绿色护考行动小队，针对考场周

六月初到六月中旬，6 支绿色护考行动小队开始

了撒网式检查，对高、中考各考点的在建工地及青浦

城区、各乡镇居民区周边工地进行巡查并告知，要求

各项目调整施工作业时间， 高、中考前一个星期开

始考场周边及居民区周边项目均停止夜间施工,避免

灯光直射学校及居民区、避免产生噪声影响，考试当

天，考点周边项目一律停工。希望通过我所全体监督

员的努力以及全区在建项目的全力配合，为广大考生

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复习和考试环境，祝愿考生们在

考试中有良好的发挥，取得优异的成绩。 

（夏秀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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