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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展馆以新媒

体平台为依托，运用全

景观展技术，采取多媒

体互动叠加图文、音视 

 

 

 

 

 

 

 

 

 

 

 

频等形式，360 度全景

展示展览现场，生动再

现展览全貌，并组织全

体党员在序厅集中观 

                                                   

 

 

1 、巧用牙膏 :

若有小面积皮肤损

伤或烧伤、烫伤，抹

上少许牙膏，可立即

止血止痛，也可防止

感染，疗效颇佳。 

2 、巧除纱窗油

腻:可将洗衣粉、吸

烟剩下的烟头一起

放在水里，待溶解

后，拿来擦玻璃窗、

纱窗，效果均不错。 

3 、将虾仁放入

碗内，加一点精盐、

食用碱粉，用手抓搓

一会儿后用清水浸

泡，然后再用清水洗

净，这样能使炒出的

虾仁透明如水晶，爽

嫩可口。 

4 、和饺子面的

窍门:在 1 斤面粉里

掺入 6 个蛋清，使

面里蛋白质增加，包

的饺子下锅后蛋白

质会很快凝固收缩，

饺子起锅后收水快，

不易粘连。 

5 、将残茶叶浸

入水中数天后，浇在

植物根部，可促进植

物生长；把残茶叶晒

干，放到厕所或沟渠

里燃熏，可消除恶

臭，具有驱除蚊蝇的

功能。 

6 、如何使用砂

锅 2:用砂锅熬汤、

炖肉时，要先往砂锅

里放水，再把砂锅置

于火上，先用文火，

再用旺火。 

 

 

 

 

第  一百拾叁  期   二O二O年一月六日 

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          青浦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青浦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中心  青浦区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 
青浦区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查管理中心   

  

 

看视频。在视频中我们了

解到中国从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所发体发生的

的沧桑巨变，生动形象地

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国人民艰苦奋斗、发愤图

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跨跃。 

  通过集中参观网上展

馆，全体党员纷纷表示，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以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使

命担当，投入到今后的各

项工作中。 

（周志华/文）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

界对区建管所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强化社会监督

和群众监督，不断推动我

所工作，更好地为民服

务。 近日，青浦区建筑

建材业管理所召开了

“2019年度行风监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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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部署安排，12 月 11 日下

午，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党支

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

题组织生活会，并开展民主评议党

员及党员评议党组织工作，区建管

委副主任浦浩良全程参加此次组

织生活会。 

    会议由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吴

惠峰主持，他首先代表支委会向党

员大会报告主题教育和一年来支

部工作情况，接着紧扣“不忘初心、 

肯定了党支部前阶段的工作成效，

认为本次组织生活会检视问题比

较全面，氛围较好，质量较高，同

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持续抓好学

习，增强思想自觉，二是坚持问题

导向，抓好整改落实，三是注重成

果转化，推动工作落实。 

通过专题组织生活会，让每名

党员同志认清了自身存在的缺陷和

不足，提升了政治觉悟和党性修养，

增强了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也有利于各项工作的改进和提高。 

牢记使命”主题，带头检视自身存

在的问题，深入剖析在党员意识、

担当作为等方面的差距和不足，提

出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并虚心接受

大家的批评。随后每位党员结合一

年来的表现情况，从思想、工作、

学习等方面逐个开展自评、党员互

评和民主测评。本次组织生活会气

氛热烈，过程扎实而有效，全体党

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原则，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诚实

地查摆自身存在的问题，剖析主观

上、思想上的根源，诚恳接受其他

同志的批评和帮助，提出整改措施

和今后努力方向，最终达到统一思

想，加强团结，相互监督，共同提

高之目的。 

建管委副主任浦浩良对本次

组织生活会情况进行点评，他充分 

（上接第一版）同时，行风监督员们也对

各自关心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部分代

表提出由于工地公益广告更换频繁，建议

建设单位一起参与，有利于工作推进；部

分代表建议加大巡查力度，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吴书记的详细

解答，部分业务科室科室长还对代表们提

出的问题进行现场互动，会议气氛热烈。

代表们纷纷表示这样的座谈会形式很好，

一方面能表达企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能

够有效了解行业职能部门的工作要求，互

助互促。16位行风监督员还填写了《行

风监督员满意度测评表》，对我所落实三

个责任制、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等工

作进行了测评，测评结果为满意。 

最后，吴书记表示建管所将继续紧

紧围绕服务两大国家战略，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立足自身工作

实际，坚持以服务促进发展，依法行政促

规范的工作思路，努力提升我区建筑建材

行业管理水平，更好地为建设“上海之

门”建功立业。           (顾  慧/文) 

 

 

 

作会议”，出席此会议的

行风监督员由在本区工

作的建设行业相关单位

代表组成，区建管所支部

书记、所长吴惠峰同志参

加并主持会议。 

会上，吴书记首先

汇报了建管所 2019 年 

1-11 月党建方面、业务

方面开展的工作。汇报结

束后，行风监督 

员们对我所的

工作给予了高

度肯定，在业务

工作繁重的情

况下，高效高质

的落实了各项

工作，为企业提 

供了优质、高效、便捷的

服务。    (下转第四版) 

11 月 11 日下午，建管所

党支部召开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第六集中学

习，会议由支部书记吴恵峰主

持。 

此次会议有五项议程：入

党积极分子民主测评和 2020

年度党员发展对象、入党积极

分子推荐；支部大会讨论叶航

通知预备党员转正事宜并进行

票决；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建管所党支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第六次集中学习 

会议公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上海考察时重要讲话精

神；党员交流分享“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心得；最后观

看了青浦全媒体党课《初心的

味道》第三集。 

全体党员通过“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学习，不

断加强道德修养、提高党性水

平，自觉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把为人民服务作

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不断提高工作

本领，增强理论学

习的自觉性，多吸

“理论之氧”，常补

“精神之钙”，持之

以恒，刻苦磨炼，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

去开展各项工作。 

 

根据市主题教育办

《关于组织党员干部参观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及

网上展馆的通知》（沪教办

发〔2019〕23 号）要求，

11 月 25 日，建管所党支

部组织全体党员集中参观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网

上展馆，进一步深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学习成效。 

 

http://www.shqpj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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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烹调蔬菜时如

果必须要焯，焯好

菜的水最好尽量

利用。如做水饺的

菜，焯好的水可适

量放在肉馅里，这

样即保存营养，又

使水饺馅味美有

汤。 

2 、炒鸡蛋的窍

门:将鸡蛋打入碗

中，加入少许温水

搅拌均匀，倒入油

锅里炒，炒时往锅

里滴少许酒，这样

炒出的鸡蛋蓬松、

鲜嫩、可口。 

3 、如何使用砂锅

1:新买来的砂锅

第一次使用时，最

好用来熬粥，或者

用它煮一煮浓淘

米水，以堵塞砂锅

的微细孔隙，防止

渗水。 

4 、巧用“十三

香”:炖肉时用陈

皮，香味浓郁；吃

牛羊肉加白芷，可

除膻增鲜；自制香

肠用肉桂，味道鲜

美；熏肉熏鸡用丁

香，回味无穷。 

5 、和饺子面的窍

门:面要和的略硬

一点，和好后放在

盆里盖严密封，饧

10-15 分钟，等面

中麦胶蛋白吸水

膨胀，充分形成面

筋后再包饺子。 

 

 

 

 

 

 

 

 

突出重点，服务保障两大国家战略 

当前，青浦面临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和打造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机

遇期，建管所党支部立足大局，攻坚

克难，求真务实，练就一支善于实践、

敢于担当、充满激情的党员干部队

伍。围绕“护航进博会”开展岗位行

动，全所动员、全员上岗、全情投入，

党员带头开展重点区域建设工地实

地督导，展会期在建设管理第一线开

展精细化管理巡查等。 

开展“拼搏实干，担当作为”

大讨论活动，与中核科创园项目和

中核品寓项目工地党支部一起学习 

《秦岭违建整治始末》，并针对扬尘

治理这一建设行业监管的难点、痛

点开展讨论，共同探讨建立长效机

制，确保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科学化。 

以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汇

聚服务进博力量，共为城市面貌添  

光”为主题的啄木鸟巡查志愿活动，

与工地党员一起查找工地在文明施

工、扬尘控制、垃圾分类、工地周

边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督促

积极整改。以主人翁的精神，共同

擦亮“城市的名片”，为第二届进博

会的顺利举办发挥应有的作用。 

创新载体，构建和谐工地环境 

为在垃圾分类中发挥好党建引

领作用，建管所与五浦汇 D 地块动

迁房项目部共同开展“垃圾分类，

你我同行”进工地志愿宣传活动。

带动项目上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们更

好地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在

五浦汇D地块动迁房工地开展“共

享国庆喜面，同庆祖国华诞，齐祝

国泰民安”——和民工兄弟同吃 

“国庆面”活动，激发城市建设者

们的爱国之情，强化爱国之志，共

享祖国荣光。 

 

 

 

 

 

 

 

淀山湖新城公司工程支部是我

支部的结对支部，双方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引领，

联合开展了“守初心、担使命、保

质量、促民生”十月主题党日活动，

通过学习、交流、参观，进一步发

挥各自优势，不断深化主题教育学

习成效。 

立足本职，充分发挥组织优势 

工地党建联建通过整合各方资

源，以围绕中心工作为核心，关爱和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持续开展农民

工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培训，课程涉及

安全防护、建筑消防安全、用电安全、

高处作业等内容，今年共培训项目

100个，培训一线农民工7100余名，

有效预防和减少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事故发生，在全区范围内营造良好的

施工安全生产氛围。 

开展“迎进博、消隐患、保平

安”消防演练暨应急培训活动，邀

请徐泾镇红十字会救助站医生进行

急救知识培训，徐泾消防中队进行

消防讲座及常用消防器材使用方法

培训。 

为提高农民工对工伤保险政策

知晓度，党支部协同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区安监局、区卫计委、区总工

会等多个部门，在首创淀山湖大道北

侧 53-04 地块普通商品房项目部施

工现场，开展了工伤保险普法宣传，

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向施工单位发放宣传横幅 220 幅，

公告 220 份，将扫黑除恶工作与工

程招投标、工程监督工作相结合，

严厉打击各类建设领域违法违规行

为，遏制工程领域乱象。 

工地党建联建是新形势下加强

党的基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党建联建为契机，凝聚了党员群

众，加大了对重大项目推进的监管力

度，为重点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

保障，也为青浦服务两大国家战略建

设“上海之门”凝心聚力。（顾慧/文） 

 

 

 

11 月 27 日上午，由市市

场管理总站马燕站长带队，一行

8 人对青浦区开展了 2019 年度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管工作综合

评价。区建管委副主任浦浩良、

建管所所长吴惠峰、副书记金晶

等领导一起参加。 

    浦主任和吴所长向市考评组

分别介绍了青浦建筑市场现状以

及区建管委、建管所目前承担的

一些主要工作。随后，招投标监

管科向考评组详细汇报了今年青

浦区招投标监管工作总结，介绍

青浦坚持以服务为主线，围绕二

大国家战略，深化跨前服务，提

升创新服务意识；针对性开展建

设工程领域招标投标专项整治深

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加强

招投标参与各方的监管力度，积 

 

 

 

极宣贯市住建委 385 号文精神，

努力推进招投标方面的改革和举

措。 

市考评组对随机抽取的 4 份

招投标档案资料进行了查看，抽

到的项目类型有施工 2 个、设计

1 个、工程总承包 1 个，总体抽

查情况良好，资料完整规范，严

格遵守现行国家及本市相关的招

投标法律法规、规定，监管流程

合规。 

市考评组还在现场随机查看

了当天进行的开标和评标活动，

现场开、评标秩序井然。开、评

标场所各项硬件设施完备。 

    会上，双方就当前招投标领

域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尤其是就当前突出的 385 号

文 12 条措施的执行情况，碰到 

 

的保函、社保证明等要求，以及招

标代理资质取消以后对招投标监

管带来的新问题，一致认为需要强

化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制度，注重

强化招投标市场串标围标行为整

治，从源头上净化招投标市场。 

    最后，马燕站长对本次考评做了

总结，充分肯定青浦招投标监管工作

一年来取得的成就，指出青浦在招投

标制度方面做的很齐全，监管工作有

特色，监管流程细化，监管落到实处，

并提出明年的工作重心是要继续优

化营商环境，强化落实招投标事中事

后的监管举措，进一步落实 385 号

文件精神，推行新的施工评标办法，

推行施工电子评标，进一步加大扫黑

除恶力度，打击围串标行为，希望青

浦继续保持良好作风，积极出谋划

策，探索长三角建设工程评标专家库

资源共享机制，进一步提升招投标监

管服务上一新台阶。 （包晓诚/文） 

 

 

根据区委、区政府

和区创全办对创全工作

的统一部署，青浦区建

管所创建文明城区工作

进入了守阵地迎检冲刺

阶段。在迎检期间内，

每日对我区创全建筑工

地点位进行反复抽查、 

 

检查、整改、回头看，

做到固守阵地不失守。 

为了巩固长效常态

取得的创建成果，青浦

区建管所于 11 月 7 日

至 11 日期间，对我区

39 个建筑工地点位采

取了全覆盖巡查。本轮 

巡查采取领导

带队督查的方

式，严格落实考

核、讲评、通报、

责任追究等各

项工作措施，持

续传导压力。同

时，为了明确目 

 

标任务、紧盯目标不放

松、做到精准发力，青

浦区建管所采用了创全

建筑工地点位挂图作战

的工作措施，明确点位

标准，建立正面清单、

负面清单，把点位标准

上墙、点位问题上墙、

点位达标率上墙，确保

点位指标按期落实。 

接下来，区建管所

还将继续坚持创全工作

高标准、严要求，紧紧

围绕 2019 年创全工作

全面达标的目标，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建设工程 

 

 

 

 

 

 

 

 

 

文明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情

况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督促建筑工地点位保持良

好的施工现场环境，做好公

益广告布置，积极营造创全

宣传氛围，以实际行动助力

青浦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党

支部立足行业特征、岗位特色，

注重党建引领，夯实工作机制，

创新工作载体，逐步形成齐抓共

管、条块结合、以点带面的立体

化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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