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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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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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区建管所

党支部组织召开 2020

年度专题组织生活会，并

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本次组织生活会的主题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所

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区建管委副主任浦浩良同

志全程参会并作指导。 

    会议由所党支部书

记、所长吴惠峰同志主

持，他首先代表支委会向

大会报告 2020 年度支

部工作情况，深入剖析支 

 

 

委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并明确整改方向。随后带

头作自我批评，深刻剖析

自身在理论学习、担当作 

为、工作创

新、深入基

层 等 方 面

存 在 的 问

题与不足，

并 虚 心 接

受 大 家 的

批 评 。 随

后，每位党 

员对照合格党员标准、入

党誓词，结合一年来的学

习、工作、生活等情况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严

肃、民主、团结、和谐的

氛围中，全体党员统一了

思想、增进了理解、加强

了团结、激发了动力，引

起了共鸣，对自身存在的

突出问题有了更准确的

把握，达到了克服不足、

解决问题、增进团结、促

进工作的效果。 

    吴书记指出，我们要

把这次组织生活会作为

新的起点，紧紧围绕庆祝 

建党 100

周年，深入

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

推动党员

走在前、作

表率，以良 

好的精神状态，积极谋

划、全面推进新一年党建

工作，践行“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为两大国家战

略保驾护航，为顺利实现

“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

五远景目标贡献力量。 

最后，区建管委副主

任浦浩良同 

志点评了

此次组织

生活会，指

出查摆问

题只是起

点，解决问

题、巩固成

果才是最  

终目标要求。我们要以这

次组织生活会为契机，坚 

 

 

 

 

 

 

 

 

 

持问题和目标双重导向，以

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持续

深化认识、查摆问题、改进

作风，明确整改方向和重点

任务。要拿出时不我待的拼

劲，全力以赴、驰而不息的

精神，推动实现全面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迈入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 100 周年。 

 

 

1 月 28 日下午，建管所党

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了在建交大楼

818室开展的 2021年首次主题

党日活动，吴惠峰书记带领全体

党员展开了新一轮的学习交流活

动。 

会上金晶副书记首先传达了

《区建管委关于召开 2020 年度

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

主评议党员的通知》。随后，沈晓

冬同志、夏秀美同志以及姜海强 

同志分别就《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关于巩

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和《中国

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重要

精神与在座所有党员进行了交流

学习。吴惠峰书记也为 1 月过党

员政治生日的王建峰同志送上了

生日贺卡与祝福，愿所有党员时

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最后，全体党员共同观看了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

例》和《正风反腐就在身边》第

三集 《坚守铁规》，让全体党员

意识到，党员身份是一种光荣， 

更是一种鞭策，广大党员在正确行使

权利的同时，也要不断提升对党员身

份的认同感，进一步坚定入党初心，

加强党性修养，永葆党员的先进性和

纯洁性。每位党员都要做到不论何时

何地都能主动亮明党员身份，关键时

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豁得出、重大考

验顶得住，做组织靠得住、群众信得

过的人。 

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

开展加氢站消防审验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根据

初步规划，到 2025 年全市预计建设 55 座加氢站，

目前部分区已经启动了加氢站的建设工作，青浦也

迎来了首个加氢站项目—中石化的青卫油氢合建

站项目。由于加氢站属于易燃易爆气体充装站，需

要开展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工作，根据文件精神，

在前２个项目办理过程中，可以提请市设计文件审

查中心、市安质监总站参与并指导。 

经区设计文件审查中心的邀请，1月7日下午，

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 

审查管理事务中心消防科 

胡杰科长一行 6 人在寒冬 

最冷的一天来青浦指导消 

防设计审查工作。 

在区行政服务中心组 

织对中石化的青卫油氢合 

建站项目的消防设计进行 

现场咨询，帮助青浦区建管委消防设计部门对新型

技改油氢站项目消防设计进行审查业务指导，确保

青浦首个油氢站前期消防审查手续能顺利进行。 

2019 年 6 月，消防设计审查、消防竣工验收

和备案正式从消防救援支队移交至区建管委，在消

防救援支队一段时间的技术支援及市级部门的培训

帮助下，目前区建管委窗口消防审验工作已正常开

展。此次提请市设计文件审查中心对我区消防设计

审查业务指导，区建管委窗口设计文件审查中心消

防审验人员相应的业务水平也得到了提升，确保以 

后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上接第三版）批更快、服务更优、

作风更实”的工作目标，把方便带给

群众、将满意留给群众。牵头落实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审查中心一站式服

务要求，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服务

质量和服务水平，树立建管交通领域

良好的对外窗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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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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12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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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培训五个方面详细汇报了青浦

区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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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工作建议。 

我所将在下阶段的工作中，加

大新型墙材返退文件宣贯力度力

争完成预缴墙材基金全部清退工 

 

2020 年年底上海市建设工

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对全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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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综合评价。青浦区建设工

程招标投标管理中心被评为“上

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管工作

先进集体”；朱亮同志被评为

2020 年度招投标监管之星。 

 

 

 

近期，针对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

看”提出的问题，我所立即开展全面梳理，组织

混凝土生产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并开展专项巡查。 

目前，我区共有正常生产经营的混凝土搅拌

站 12 家，均已完成绿色环保改建工作并全部安

装和运行噪声扬尘在线监测系统。针对督察中提

出的扬尘监控点位位置不规范等问题，即知即改，

5 家企业已按照规定完成了扬尘监控设备的移机

和点位的重新设置。 

今后，我所将通过专项检查与定期抽巡查相

结合、特殊情况采取集中管理措施、空气重度污

染预警机制等多种举措持续加大监管力度督促各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强化主体责任意识，深化落

实环保措施，在日常管理中即知即改，对存在的

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及时整改；严格执法，

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即时立案查处；提高认识，对

信访投诉中涉及的扬尘扰民的问题进行查处，切

实做到搅拌站扬尘管理工作的长效管理。 

为加强本区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规范本

区交通建设从业单位和人员市场行为，营造诚实守信

的市场环境，根据市交通委《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

度本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等相关工

作要求，结合本区交通建设市场实际，区建管所于 1

月 6 日下午组织召开 2020 年度交 

通建设信用评价工作布置会。区建 

管所相关科室负责同志及本区交通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代表参加了此次 

会议。 

会上，根据《上海市交通委员 

会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度本市交 

岁末年初，青浦区建管所以青浦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为重点，结合我区“1+5+8”整治工作，以标准化考核为抓手，切实保

障本区建筑工地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有效防

范和减少一般事故发生，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我所围绕三年行动工

作，针对冬春季节特点，开展了冬春火灾防控专项检查、春节前后安全生

产专项检查，累计出动 260 人次，检查工地 52 个，开具行政措施单 28

份，排查重大危险源、危化品使用安全、消防动火安全措施等方面存在的

隐患 157 条，要求各施工企业严密落实各项安全工作措施、加强冰冻雨

雪天气及春节期间工地值班值守。 

在常态化防疫不放松的形势之 

下，我所还开展了冬春疫情防控工 

作，出动 90 人次，对 30 工地进 

行了防疫专项检查，同时按照市住 

建委《关于 2021 年春节期间本市 

在建工程减少务工人员流动的通知》 

要求，积极鼓励在建工程减少务工人员流动，强化人员关怀、做好留沪人

员保障工作。我所还通过印发《关于印发青浦区建设工程领域安全宣传“五

进”活动的通知》，开展 2020 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年度考核 95 家企业

等工作，树牢建设领域企业负责人安全发展理念和责任意识,提升广大从

业人员安全素质和防范意识,培育企业安全文化。 

 

 

通建设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从职责分工、评价范

围和评价对象、评定标准及工作流程等方面对与会人

员进行了宣贯，并对 2020 年度信用评价具体工作进

行了布置。 

下阶段，区建管所将根据市交通委的工作要求， 

组织本区交通建设项目按照要求

完成 2020 年度交通建设信用评

价工作，并归集、汇总、上报信用

评价记录清单，为规范全区交通建

设从业单位和人员市场行为，营造

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提供强有力

的数据支撑。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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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

监管和服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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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有序的发展。 

近日，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窗口先后收到了

淀山湖新城公司的感谢信以及上药杏林企业送

的两幅锦旗。感谢区建管委窗口提供的一站式审

批、验收及细致贴心和高效的审批服务。 

受理窗口全面贯彻落实“放管服”和《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要求，牵头青浦区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审查中心，全面落实“一窗办”，将全委所

有工程建设审批事项集中在和一个窗口、一个科

室。通过对事项再梳理、流程再简化、服务再优

化，推行“一站式施工许可”、“一站式综合竣工

验收”和承诺限时办理及通过工程建设联审平台

全程“一网通办”等举措，变“群众跑”为“数

据跑”，不断提高行政审批窗口服务质量，增强

便民服务意识。 

上药杏林企业近日竣工验收备案完成，该项

目从前期申报、及企业走访大调研的上门服务，

然后综合竣工验收的牵头服务、配建停车位验

收、消防验收和最后的竣工备案，建管委窗口所

有涉及审验的窗口人员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为

项目开工、竣工提供了高效优质的服务，确保了

近日验收通过，能早日投产。 

锦旗和表扬信的表扬既带来了荣誉，同时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后的行政审批工作中，

区建管委窗口将进一步围绕“审（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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