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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夹生饭重煮法:

如果米饭夹生，可用

筷子在饭内扎些直

通锅底的孔，洒入少

许黄酒重焖，若只表

面夹生，只要将表层

翻到中间再焖即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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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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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炒时往锅里滴少

许的酒，这样炒出的

鸡蛋蓬松、鲜嫩、可

口美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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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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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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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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 日，青浦区召开工程建

设领域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大会。

区委常委、副区长姜爱锋出席会议。

区建管委主任陆章一、区人社局局

长俞藕英、区建管委副主任浦浩良，

区政法委、区发改委、区经委、区

国资委、区信访办、区财政局、区

水务局、区绿容局、区市场监管局、

区城管执法局、区网格化中心、总

工会分管领导及各区属企业分管领 

 

 

 

 

 

 

 

导、各街镇政法书记和建设分管镇

长参加会议。各在监在建工程建设

单位与总包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由区建管委主任陆章一主持。 

会议首先由区人社局局长俞藕英传

达市区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

组会议精神。随后由区建管委副主

任浦浩良从我区建设工程领域农民

工工资支付现状、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宣

贯等方面作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

作报告。华新建筑公司、青发集团

公司、徐泾镇作了交流发言。会议

明确了成立 11 个专项整治综合检

查组，会后将对根治农民工欠薪拖

欠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最后由区委常委、副区长姜爱

锋讲话。姜副区长表示，保障农民

工劳动报酬权益，关系到广大农民

工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

和社会和谐稳定。根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只有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对

制度执行、执法的到位，才能彻底

解决问题。姜副区长要求，一要强 

化组织领导，协同合作。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要求，成立区级层面的根

治欠薪领导小组，部署落实本区域

的各项工作任务，做到与市里面上 

 

 

 

 

 

 

 

下协同步伐统一。二要加强排摸，

夯实街镇属地责任。对所有建设工

程，特别是政府投资工程做到逐一

排查，确保全覆盖，并将这项工作

纳入到对街镇的考核之中。三要严

格查处，责任到位。对于发现的欠

薪问题，特别是恶意欠薪的，采取

零容忍的态度，严格落实黑名单制

度，并做好行刑衔接工作，充分发

挥法律震慑作用。    （沈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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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青年职工马俣珺

响应团区委号召，报名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青

年志愿突击队。 

1 月 28 日、29 日和 2 月 2 日，他与同组

小伙伴在 S32 申嘉湖高速检查站上岗，对来沪

车辆及人员开展检疫工作，做好车辆来源问询、

人员信息登记等服务工作。为了避免一次性防

护服的浪费，更为了保障车辆的通行效率，马 

俣珺和小伙伴们没有休

息，而且坚持少喝水，不

去厕所。 

由于回沪车次数量

巨大，马俣珺问到最后嗓

音近似沙哑，但为了全面

落实联防联控措施，他们

在路口持续奋战直至凌

晨，体现了敢于担当，勇

于奉献的精神。（马俣珺） 

 

（上接第三版）等会还要去练塘嘞。”“您把蔬菜放架子

上嘛，告诉我那位阿姨的名字，她来了我指给她看，我

记得住。”“好的小弟弟，等会一个陆阿姨来了你给她，

谢谢你。”这一份“陆阿姨的菜”成了特殊的一栏。嘱

咐快递小哥把楼号户 

号写清楚、把快递有

信息的一面翻到可

见的位置、分辨大致

快递的内容予以分

类、为路人指路，这

些看似平凡微小的 

举措，确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温暖、信任的桥梁。英雄从

小事做起，奉献即是幸福，平凡也可以伟大。 

“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哪一个民族不是在风雨

中成长，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家庭责任与志愿服务“两

不误”的热心站长傅余贤、90 后 “螺丝钉”志愿者华

雨辰、78 岁退休护士志愿者刘肇清，他们都只是平凡

的人，却能爆发伟大的力量。我们要向优秀的榜样学习，

以精益求精的干劲、功成不必在我的作风和勇挑大梁的

担当，做新时代的一颗“螺丝钉”，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周子恬/文) 

 

为筑牢战“疫”堡垒，构建防

控屏障，建管所党员们响应号召，

春节期间主动到各自居委会报到，

并积极投身于青浦区“双守双

共”防控工作。 

青平居委会党员在金地格林

郡小区出入口对居民发放倡议书；

桃源埔居委会党员在富力桃园小

区站岗并检疫有无发热人员；宜达

居委会党员在宜达小区巡查并通

过喇叭宣传冠状病毒防 

 

 

 

 

 

 

 

治注意事项；绿舟居委会党员在新

青浦世纪苑小区挨家挨户打电话

询问出租户的人员信息；珠溪居委

会党员在雅苑小区落实“三不进”

措施（外小区车辆不进、外小区人

员不进、外卖小哥不进）；华骥苑

居委会党员在华骥苑二区落实“三

问三登记”（一问哪里来？二问去

过湖北温州么？三问是否发

热？）；佳乐苑居委会党员在佳乐

苑小区张贴“出租户告示”；仓桥 

居委会党员在新青浦佳园的公共

区域协助喷洒消毒水等等。 

在这非常时期，建管所的党员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面对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斗，个个奋勇争先、

无私奉献，他们主动配合社区做好

力所能及的志愿工作，包片、包户、

包人，汇聚起强大的战“疫”合

力，誓要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这

场硬仗。 

（张文/文） 

 

 

    当前冠状病毒“气势

汹汹”，而建筑工地普遍

存在务工人员集中、用工

地域性广、人员流动性大

等特点。面对务工人员即

将返青、工地即将复工等

考验，区建管所在建管委

党委统一领导下，立足本 

 

职，吹响建筑工作防疫工

作的“集结号”，让功夫

做在前头，将工作落到细

处，并配合街镇做好建筑

工地的防疫管理工作。 

一、全面排查，理清

工地基数。根据《关于做

好青浦区疫情防控期间 

 

建筑工地返青人员排查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及

时做好各在青在建工程

的告知与排查统计。地毯

式排摸青浦区现有在建

建筑工地实况，据统计在

建工地 224个（未复工），

总人数 659 人（其中新 

 

 

 

 

 

 

 

进人员 36 人）。来自或

去过重点地区人员 11 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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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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一会儿用清水

浸泡，然后再用清

水洗净，这样使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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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我是一名

普通的建设行业青年工作者，每天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看看“肺炎疫

情实时动态“更新了没？今天又有

多少批支援湖北的医疗队伍？又

辟谣了哪些假消息？所学所用在

国家最需要的时候竟派不上用场，

懊恼、羞愧和不甘平凡的情绪充斥

脑海。 

偶然在一次“学习强国”中，

“人民英雄”麦贤得论英雄应当永

做“小小螺丝钉”的话语，让我醍 

醐灌顶。一枚螺丝钉的力量是微小

的，一枚螺丝钉的作用是有限的，

当螺丝钉以合理的次序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它的力量则是

无穷的。“我愿意做一枚平凡的螺

丝钉，哪里有需要，我就把自己钉

到哪里去！ 社区抗疫志愿者，我

报名！” 

 

 

 

 

 

 

 

 

做高强度“螺丝钉”，抗压抗

拉不屈服。2 月 15 日下午五点半，

雨夹雪，小区西门志愿者。当晚气

温骤降，凛冽的寒风伴随着雨水往

袖子、脖颈里钻。由于西门卫垃圾

房在小区外侧，夜晚进出小区丢垃

圾的业主数不胜数，产生了人员频

繁照面接触的感染风险和非小区

人员浑水摸鱼进出的安全隐患。我

便将自己“分裂”成三，三分之一 

用来给进小区的人员测温，三分之

一为进出车辆登记，另三分之一管

理丢垃圾的业主有序进出。有时候

测温仪由于温度过低频繁罢工，我

不得不安抚业主情绪，组织排队次

序。偶尔有“急性子”强行“闯入”，

我还得用不大健壮的身躯守住大

门。两小时的志愿者工作结束，我

的双手早已冻的动弹不得。小小的

志愿服务竟有如此高强度，让我深

感防疫一线工作者的艰辛和伟大。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 

 

 

 

 

 

 

 

 

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想到在一

线奋战已久的医护工作者，他们的

责任与担当铸就了如钢铁般强大

的意志，不向病毒和困难屈服。我

作为一枚小小的“高强螺丝”也应

如此。 

做高精度“螺丝钉”，精确紧

固不马虎。2 月 16 日上午九点，

晴有风，与党员姐姐一同做小区东

门志愿者。今天是实行“三证”出

入制度的第一天（临时出入证，身

份证，门禁卡）。“老师傅，出门买

菜口袋里摸一摸三证带好了伐”；

“阿姨，请出示一下三证，谢谢配

合”；“帅哥，请问您几号楼几室？

耽误一会，我们测个温度”；“不是

本小区的住户不能进入，对不起请

理解！”。严格按照“一人一记录一

测温”制度的我们俩，犹如两位“站 

 

 

 

 

 

 

 

 

如松”的门神。偶尔也会有疏忽的

时候，但我们“行如风”似得追上

登记测温。“生命重于泰山，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社区

防疫是社会最基础的防疫单元，作

为志愿者我们应像一枚关键部位

的“高精螺丝”，把防控一线的缺

口给拧住了。 

做万能型“螺丝钉”，无论何

处我皆在。2 月 21 日上午八点半，

晴闷热，小区北门志愿者。除了常

规的志愿工作外，每个小区的快递

堆积确实让人头疼。在有限的堆放

设施下，为了便于业主迅速取到自

己的快递，我用简易的方法进行了 

区分。“叮咚买菜”栏、“外卖饮食”

栏、“各类物流盒装”栏、“长期不

取”栏。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有一

位焦急的阿姨手里拎着蔬菜，在路 

 

 

 

 

 

 

 

 

边等了很久。我上前询问：“阿姨

您给人送菜吗？是小区里的业主

吗？”阿姨急的跺跺脚说：“老姐

妹说了五分钟走过来 (下转第四版） 

 

 

 

1 月 8 日，上海建筑建材业市

场管理总站王君若副站长带队来

我所进行墙体材料革新、散装水泥

工作综合评价工作，区建管所所长

吴惠峰、所长助理张文及市场管理

科相关同志一同参加了会议。 

 

 

首先我所从基金清退、墙散企

业概况、动态监管、专项工作、宣

传培训、修编调研六个方面详细汇

报了青浦区 2019 年度墙体材料

革新、散装水泥主要工作及明年的

工作计划，并按考评要求提供了相

应的材料。 

在听取汇报和进行讨论交流

后，王君若副站长对我所的墙体材

料革新、散装水泥工作给予了充分

肯定。指出在新形势下，要进一步

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商品砂浆生

产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继续做好 

 

 

 

 

 

 

 

 

新型墙体材料和商品砂浆的推广

宣传等工作。 

我所将在下阶段的工作中，继

续加强对新型墙体材料生产企业

和商品砂浆生产企业的动态督查，

继续做好新型墙体材料统计工作，

深化宣传推广使用优质新型墙体

材料，持续推进我区墙材革新和散

装水泥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 

（上接第一版）（其中管

理人员和务工人员 10

人）；所有人员均已在属

地政府进行报备，工地

人员均经体温检测合格

进入工地。根据要求，

通知各类建筑工地不早

于 2 月 9 日 24 时复工

或新开工，相关务工人

员在复工前不提前返回

工地。 

二、直接对话，落 

 

 

 

 

 

 

 

 

实主体责任。第一时间

建立建筑工地疫情防控

工作机制，建立微信群，

建立多维度联系沟通组 

 

织架构。依托街镇属地

管理，进一步强化行业

监管，明确职责，体现

齐抓共管，做到管理资

源共享互补，严格防疫

工作要求。区建筑建材

业管理所确定 11 名联

络员与街镇的疫情防控

联络员对接；各项目主 

监与在建项目联系人保

持联系，上传下达相关

工作。同时，要求各在 

建工地成立疫情

防控小组，明确

职责，建立防控

体系。 

三、靠前指

导，筑牢思想防

线。对青浦区的

在建工地错峰疏 

导，指导有关单位安排

疫情高发地区人员、非

紧迫工作岗位人员做到

延期返程，减少交叉感 

染率。实建筑工作属地

化管理，要求各在建工

地每日上午9时前将《疫

情防控日报表》和 

《防疫（工地人员

清单）日报表》报

送至属地政府，并

向区建管所报备，

由区建管所与各街

镇联络员核对信息

后形成当日报表。 

与各街镇做好对接，加

强各在建工地上报信息

核查，发现新进人员未

采取隔离措施的及时与

项目、街镇沟通，进一

步核实并隔离。 

四、从严管理，落实

联防联控。落实报告制

度，要求各在建工程及时

上报相关信息，包括值班

人员名单、正月十五以后

各工地计划开工的时间、

首批进场人数、人员来自 

省份等，并根据市、区要求

及时调整表单，确保及时掌

握行政区域内在建工程防 

 

 

 

 

 

 

 

 

疫工作情况。督促总包单位

100%对进场人员进行排

摸、登记造册并与属地社区、

防疫部门对接机制落实到

位，加强对未离沪务工人员

及来沪亲属的排摸，并按照

要求进行登记报备。落实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施工现场

必须 100%配备体温检测

仪、口罩、消毒用品等医用

防护用品，实施体温监测，

按照《工地消毒技术要点》

落实环境消毒制度。(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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