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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基本方略】 

 

全党要深刻领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精神

实质和丰富内涵，在

各项工作中全面准

确贯彻落实。 

一、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 

二、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三、坚持全面深

化改革。 

四、坚持新发展

理念。 

五、坚持人民当

家作主。 

六、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 

七、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 

八、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九、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十、坚持总体国

家安全观。 

十一、坚持党对

人民军队的绝对领

导。 

十二、坚持“一

国两制”和推进祖国

统一。 

十三、坚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十四、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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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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生命财产安全。 

最后，陆章一同志从强化企业主体责任、部门

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出发提出了两点要求：一

是要求各建设工程参建单位通过参加此次观摩活

动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建设工

地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着

重于排查治理高大深工程安全隐患、强化落实防汛

防台应急措施、扬尘污染控制、一线员工上岗培训

等问题，常抓不懈，让企业真正树立安全生产、文

明施工的主人翁意识；二是行业监管部门要严格按

照部门职责进行严查严管，按照区建管委实施四年

的“签约、培训、检查、奖惩”的安全生产“四步

工作法”加大施工安全监督执法检查力度，更新和

完善监督管理方法，指导和引导施工企业规范有序

施工，进一步遏制建筑工地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为“建国 70 周年大庆”以及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保驾护航，为青浦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建设添砖加瓦。                 （夏秀美/文） 

 

2019 年 06 月 16 日上午，青浦区建筑建

材业管理所的团员青年和一组职工家庭前往

青浦区博物馆崧泽广场参与团市委指导、团区

委主办的“国旗下成长，我为国旗喝彩”建管

委专场青少年升旗仪式。 

共青团上海市青浦区建管委委员会结合6

月 16 日“父亲节”这一节日开展多项主题活

动，如“垃圾分类大套圈”——爸爸和我共同

成长；“爱的拔河”——爸爸和我一起出力；“智

力迷城”——爸爸和我头脑风暴。 

本次活动旨在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引导青少年增强国家观念、增进民族 

 

6 月 27 日，区建管委在五浦

汇 D 地块动迁房项目现场开展了 

“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 

2019 年青浦区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月观摩会暨青浦区建设工程专

项整治“百日行动”动员会。区

建管委主任陆章一、副主任许卫

民，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徐永华，

区建管所所长吴惠峰、副所长姜

海强出席了会议。区建管委相关

部门负责人、各在建工程施工单

位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监理

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安全监理等

共计 200余人参加此次观摩活动。 

五浦汇 D 地块项目施工环境

整洁、有序、优美；安全宣传标

语处处可见、宣传氛围浓厚；施

工现场分别展示了现浇混凝土墙

及墙钢筋绑扎样板、二结构样板、

pc 结构施工样板、悬挑脚手架样

板、定型化防护样板及各类防碰

撞、VR 模拟等安全体验区域；施

工现场设置的机动洒水车、防护

棚喷淋、围墙喷淋、安全通道喷

淋、塔吊喷淋及风送式环保除尘

雾炮机有效控制了施工现场扬尘

的产生，该项目从装配式结构施

工、安全施工、质量施工、文明 

施工、绿色施工及安全教育各方

面为来参加观摩的各方树立了良

好典范。区建管所志愿者们也在

工地现场向与会人员分发垃圾分

类手册、并通过垃圾分类宣传海

报、向大家讲解垃圾分类知识，

让垃圾分类更好地在各个工地中

开展起来。 

本次会议由区建管委副主任

许卫民主持，区建管所所长吴惠

峰同志对“安全生产月”及“百

日行动”专项整治进行了工作部 

署，两位优秀项目施工单位代表

进行了交流发言，分享施工安全

管理中好的经验和做法。会上，

进行了施工现场消防应急演练和

防汛防台应急演练。火灾是施工

现场的多发事故、上海也已经进

入了多雨多台风的汛期，通过本

次消防和防汛防台应急演练的开

展，提高了施工现场人员在紧急

情况下高效有序地处置火灾风灾

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灾情损

失，维护人民群众（下接第四版） 

 

自信心和自豪感。并在父亲节当天引导儿童充分表

达对父亲的爱，形成关爱家庭、敬爱父亲、孝顺父

亲、珍视亲情的良好社会风尚。    （周子恬/文） 

 

 

2019 年 05 月 30 日中午，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

理所的党员及团员青年组成了近 40 人的“爱心团队”，

前往朱家角辅读学校，和一群“特别的孩子们”欢度

六一儿童节。 

建管所已连续 6 年走进辅读学校，“爱心团队”对

辅读学校孩子们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平时爱好都

有了一定的了解。一进入操场，孩子们就主动过来打

招呼，邀请我们一起做游戏。他们与自己喜欢的哥哥

姐姐一一配对，迫不及待地与哥哥姐姐们分享在学校 

 

中学习、生活的小细节。孩子们与哥哥姐姐们十指

紧扣，玩起了“两人三足”的小游戏，看着他们努

力劲儿，我想这不就是我们身边的“正能量”吗！ 

虽然一个中午的相处时间很短暂，但孩子们的

积极，乐观，坚强，开朗的生活态度依旧让我们心

生感触。作为一名团员青年，希望凝聚更多人的力

量来关心关注残障儿童，帮助他们拥有和其他小朋

友一样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http://www.shqpj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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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守刘宠因

为官清廉，政绩卓

著，被调往京城任

职。临行之前，但

见几位白发老人，

蹒跚而至，说是要

为太守送行。刘宠

连忙谢过，老人们

说：“以前为官者

贪钱恋物，常常闹

得鸡犬不宁，百姓

寝食不安。自从您

任太守，官吏克己

奉公，百姓安居乐

业。今日太守要

走，大家实感难舍

难离，特来专程相

送，以表心意。”

说着，每人托出一

百文钱，要交给刘

宠留着途中使用。 

刘宠听罢十分

感动地说：“父老们

如此过奖，我实在

愧不堪言。大家的

心意我领受了，这

钱我不能收，还是

请带回去吧。”老

人们执意赠送。刘

宠无奈，只得从每

人手里拿了一文钱

收下，老人们这才

称谢作别。刘宠见

老人们渐渐远去，

遂将收下的几文

钱轻轻投进河中。

此事很快传开，人

们纷纷称赞刘宠，

有人为他起了个

美名，叫“一钱太

守”。据说，如今浙江

绍兴市北面的钱清

镇，就是当年刘宠

投钱入河的地方。 

 

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于6月7日到9

日和 6 月 19、20 日举行，为了给广大考生

创造一个安静的复习和考试环境，各建筑工

地的相关单位积极配合此次绿色护考工作。 

从考前一周到考试结束即 5 月 31 日到

6 月 8 日各高中学校与居民住宅区，6 月 7

日到 20 日各初中学校与居民住宅区周边的

各类工地均停止夜间施工（除紧急抢险、抢

修作业外）。 

 

 

 

 

为做好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保

障服务工作，深入贯彻近期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围绕全国第 18 个安全生产月“防

风险、消隐患、遏事故”的主题，

响应上海市、青浦区“安全隐患百

日专项整治活动”及“安全生产月

期间开展应急救援演练”的要求。

2019 年 6 月 14 日，西虹桥商务

开发有限公司联合青浦区建筑建

材业管理所主办，中建三局一公司

承办，在蟠中东路南侧 33-03 地

块中建三局项目部开展了“迎进

博、消隐患、保平安”消防演练观

摩会暨应急培训活动。 

西虹桥公司总经理池春燕、副

总经理郭连江、青浦区建筑建材业

管理所总工程师符清浦、上海青浦

区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黄进平、 

 

中建三局华东公司执行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贺小聪等领导及相关部

门负责人、青浦区在建工程项目负

责人共计 360 余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 

    活动于上午 9 点正式开始，首

先由西虹桥公司、中建三局一公司

分别致辞，建管所总工符清浦为大

家进行青浦区建设工程专项整治

“百日行动方案”宣贯，要求各建

设工地深刻吸取“5·16昭化路厂

房坍塌事故”教训，加强建设工程 

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城市安全

稳定。 

随后大家观看了工地现场消

防应急演练记录片，活动现场还请

到了徐泾镇红十字会救助站张医

生为大家进行急救知识培训，徐泾

派镇出所冯警官给大家讲解建设

工程消防安全管理要求，徐泾消防

中队总指导员张庆华进行消防讲

座及常用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培训。 

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只

有通过亲身参与，才能更加加深对

火灾防范、应急疏散以及安全自救

的认识。通过此次演练和培训，各

工程参建单位切实提高安全意识，

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预防为

主、防消结合，切实提高我区各在

建工地消防管理和应急救援水平。 

5 月 31 日，招投标监管科召开科室人员业务学习

专题会，围绕“清单编制及控制价编制”、“扫黑除恶

工作”等专题进行集中学习。 

围绕“清单编制及控制价编制”这一主题，邀请

臻诚代理公司部分人员一起互学，由臻诚代理公司孙

泽平高级工程师主讲。通过本次造价知识的学习，结

合科室监管工作，使每一位监管人员对清单编制和最

高投标限价的编制更加清楚和了解，不同程度提升了

监管人员对造价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明确了监管人员

在今后监管工作中对工程造价方面的监管要求。全体

科室人员分别在会上交流发言，对相关造价知识中的

疑惑之处进行讨论，大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畅谈了

学习体会和思考认识。围绕“扫黑除恶工作”这一主

题，科室就近期扫黑除恶重点工作内容进行总结。招

投标市场扫黑除恶情况调查目前从是否存在围标串标

行为、是否存在买标卖标行为、是否存在强迫交易行

为、是否存在非法垄断行为这四项线索入手，一经发

现有关线索，立即上报上级部门，进行后续调查并配

合上级有关部门进行打击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针对 

 

 

前期发现的 1 起串标行为和 2 起开标违规线索，按

照规定上报上级部门。 

此外，科室全体成员在工作上统一了思想，

要在日常监管工作中更加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强化

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加大打击围标串标的力度，加大排摸招投标市场扫

黑除恶有关线索，进一步维护本区建设工程招投标

市场秩序，促进招投标市场健康发展。 

 

近日，我站工程监督科与综合管理科联合进

行了建设工程外保温专项检查。 

检查内容主要是针对处于外保温施工阶段的

房建项目外保温实体质量及内业资料进行监督抽

检。今日检查了观湖御景、赵巷协和双语学校、

蟠中路南侧地块等项目。根据节能图纸中对各种

节能材料的参数要求对材料复试情况进行检查，

同时进行了现场保温工程实体质量检查。针对部

分工地的资料问题及实体质量问题签发了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整改指令单，责令限期整改。通

过这次专项检查，有助于区内在建项目外保温工

程更加规范化，提高工程整体质量。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

区建设工程文明施工和

扬尘防控污染防控水平， 

2019 年 6 月 12 日和 6

月 13 日两天，青浦区建

筑建材业管理所吴惠峰

所长和姜海强副所长带

领综合管理科、监督管理

科成立了两个检查组，深

入到工地现场，对“进博 

会”保障区域、青浦城区

和部分集镇区内27个建

设工地文明施工及扬尘

污染防治情况进行了实地

督导检查。 

此次督导检查是在

前期企业自查和专项检

查的基础上的一次“回

头看”督查，领导带队直

接奔赴工地现场对工地 

围挡喷淋、围网密

闭、车辆冲洗设备、

道路硬化和保洁、

裸土覆盖、扬尘监

测设备安装情况等

各类文明施工措施

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对于文明施工管理到

位的工地，检查组要

求工地再接再厉，继

续保持良好的施工现

场环境。对于部分文

明施工管理不到位、

施工现场扬尘控制不 

力的工地，检查组对工地

开具了文明施工整改指

令单，要求工地负责人必

须高度重视工地现场的

文明施工管理，立即对现

场扬尘污染问题进行整

改，认真做好围挡喷淋降

尘、道路洒水清扫、车辆

出入冲洗、裸土覆盖等各

类抑尘措施，切实将工地 

 

现场扬尘降低在可控水平。 

下一阶段，青浦区建

管所将继续强化在建工

地文明施工和扬尘防控

治理，对整改落实不到位

的工地移交行政执法，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

肃处理，保障我区建筑工

地文明施工和扬尘污染

防治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从 6 月 7 日至 9 日，6 月 19 至 20 日考试期

间，为防止影响考生正常考试，各试区周边的建

筑工地一律停止施工。 

 

https://www.juzimi.com/ju/17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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