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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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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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 

一步加强 

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 

按照《中 

国共产党 

章程》等 

党内法规 

和上级党组织有关要求,8月25日青浦区建管所党

支部召开党支部换届选举大会。 

首先，吴惠峰同志宣读了《选举办法》，介绍

了新一届支部委员候选人的产生和个人基本情况，

然后按照大会的逐个议程顺利地进行了选举。 

大会推举程晓波、付雷同志为监票人，周志华

同志为计票人，经过差额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

式，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党支部班子成员，并将

选举结果报上级党组织。 

选举结束后，吴惠峰同志代表新一届中共青浦

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支部委员会讲话，并表态：将

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

情怀，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将全面贯彻（下转第三版） 

近日，建管所党支部在 816 会议室召开支

部党员大会，会议由支部书记吴惠峰主持。 

首先，吴书记传达了区级机关工作党委《关

于召开青浦区区级机关党员代表会议选举出席

青浦区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通知》，并酝酿、

推荐、协商参加区级机关党员代表会议的代表人

选及出席区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初

步人选。 

接着，吴书记向九月入党的同志发放政治生

日贺卡，他希望新党员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更加坚定的

信念、更加高昂的斗志，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在群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最后，党员们观看了电视专题片《生命重于

泰山》。该片全面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既有对国家政策的权威解

读，又有对案例的细致剖析，观后令人深受触动

和教育。作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我们要坚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重在落实”的方

针，从直面风险、树牢理念、强化责任、健全体 

系、狠抓

落 实 五

个 方 面

全 力 做

好 安 全

监 督 管

理工作。 

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进一步深化党建工作内涵，不断

加强工地党建联建，发挥基层党

组织在我区工程建设中的战斗堡

垒作用，青浦区建管所党支部、

中核科创园党支部于 10 月 22 日

围绕“党建引领匠心筑梦，全力

打造精品工程”为主题，共同开

展“学党史不忘初心 迎进博砥砺

前行——暨红色家书诵读进工地

主题党日活动”。 

自去年十月两家党支部结对

共建以来，共同开展了多次联动

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中区建管所

党支部书记、所长吴惠峰同志与

中核科创园公司党支部书记、执

行董事张樵同志共同续签了新一 

轮结对共建协议书。双方结合工

作实际，在进博项目重点辖区内

整合党建资源，开展党建共建、

业务共建、人才共建活动，全力

打造“技术创新型工地、绿色优

质型工地、文明诚信型工地”。 

活动现场，区建管委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小分队” 

开展“红色家书诵读” 

进工地活动，为奋斗 

在工程建设一线的建 

设者们讲述红色故事， 

重温红色记忆，使同 

志们对理想信念、初 

心使命、责任担当有 

了更深的思考和认识， 

进一步增强工程建设 

者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核科创园公司党支部书记向

各位党员同志讲述核工业史，让全

体党员了解我国核工业发展的历史

进程。区建管所高级工程师夏全兴

同志开展安全知识讲座，共同为举

世瞩目的新一届进博会助力。区建

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吴惠峰同志

还为“区建管所进博志愿服务突击

队”授旗。 

最后，全体党员共同观看党史

学习教育片《一部党章百年史》，学

习党章淬炼的百年峥嵘史，激励党

员同志立足岗位，奋发拼搏，发挥

新时代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努力为

更好地服务保障第四届进博会贡献

力量。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建筑工地施工安全生产氛

围，提升我区施工企业的安全意识和工人自我防护技

能，突出安全生产工作“以人为本”，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主旨，共同为举世瞩目的第四届进博会

助力，10 月 22 日，青浦区区建管所在西虹桥党群服

务中心，为来自中核科创园的一线工人们开展建筑工

地安全知识讲座。 

建管所工程监督科副科长、高级工程师夏全兴同

志主讲，针对建筑工地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用 PPT 的形式播放了我区近几年的建筑工程安全事故

的典型案例，看完触目惊心，令人警醒。通过开展安

全知识讲座，进一步强化建筑工地参建各方责任主体 

的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提升企业项目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强化安全行

为和现场监管，堵塞违规漏洞，严防发生安全事故，

努力为更好地服务新一届进博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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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提升消防产品及其施工质量，打击假冒伪

劣和不合格消防产品在市场流通，确保本地区消防安

全。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建设工程消防产品及其施工质量专项整治

工作的通知》要求，青浦区建管所认真制定监督检查专

项方案，拟定工作计划，部署相关工作要求并积极落实。

于5月1日至9月30日圆满完成了本次专项整治工作。 

本次专项整治区建管所在对区内所有开展建设工

程消防验收及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新建、改建、扩建建

筑工程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基础上，共出动检查人员

165 人次，检查项目 38 个（完成整改 32 个），排查各

类消防产品施工质量问题 147 项，开具整改指令单 16

份，执法约谈 1 次。通过检查发现，我区建设工程消防

安全状况基本处于受控状态，大部分项目的消防产品及

施工质量符合标准，但部分项目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安全

隐患，对此我所已进行相应的行政措施，并要求各单位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立即整改到位。 

下一步区建管委将与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救援支

队、公安分局经侦部门联合开展《关于开展青浦区消防

产品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行动的通知》的

活动，形成多方联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最大可能

消除消防隐患减少事故发生。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新型墙

体材料的生产管理和质量控

制，保证新型墙体材料质量，

促进新型墙体材料市场的有序

健康发展，区建筑建材业管理

所市场科组织相关人员对新迁

入的墙材企业进行事中事后的

监管。 

加大督查力度，提高产品

质量。区建管所作为青浦区墙

材革新管理部门积极履行对区

内新型墙材生产企业事中事后

管理职能，近期对新迁入我区

的 2 家新型墙材生产企业开展

实地检查。从设备管理、原材

料质量管理、实验室管理、合

同管理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 

 行了检查并对企业产品进行了抽

样。在监管的同时帮助企业按照

规范要求开展产品质量控制，促

进这些企业不断完善管理机制，

优化产品质量，满足各项技术规

范要求。 

广泛开展宣传和培训工作。

区建管所印发了宣传标语、横幅，

组织企业在单位办公场所及生产

现场张拉，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节

能主题宣传。 

区建管所将继续着力加强政

策引导、强化日常监管，及时将相

关文件精神进行宣贯，帮助企业

及时了解政策动态，促进新型墙

材企业规范、良性发展，推进我

区新型墙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2021 年 9 月 23 日，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和

青浦区交通委员会政策法规科、安全监督科组织开展

了青浦区建设和交通行业 2021 年度行政执法案卷抽

查工作。 

抽查过程中，针对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程序

以及相关行政执法案卷制作情况展开了讨论，区建管

委对于目前行政执法委托单位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

所在本年度行政执法过程中使用的法律文书（包括询

问通知书等相关执法文书的开具均经委相关部门确

认）出具给相关行政相对人的工作方式表示了肯定。

同时，也对今后制作询问笔录等相关文书过程中的用

词、用语的规范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检查过程中

发现的使用口头语等现象，及时更改。目前根据检查 

的相关意 

见，已开 

展学习， 

并将在今 

后的工作 

过程中加 

强综合执 

法培训， 

加强执法 

队伍建设，提供执法工作质量和水平。 

执法工作一直是我所的中心工作之一。在本次

抽查工作后，对于自身不足将开展学习自纠活动，

更好地完善执法工作。 

（上接第四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

党各项要求，认真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巩固

拓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将认真贯彻落实区

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以服务两大国家战略为重

点，以实施新时代“一城两翼”战略布局为契机，

以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为抓手，在区建管委的

正确引领下，带领广大党员一起担当作为、砥砺奋

进，在推动我区建设事业发展中努力创造新佳绩、

展现新气象。 

最后，伴随着《国际歌》的旋律，本次支部选

举顺利闭会。 

为了规范本区建设工程检测

活动，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

根据《关于开展 2021 年度青浦区

建设工程检测机构专项检查的通

知》（青建建[2021]19 号），青浦

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市场管理科

组织人员从 9 月 7 日至 13 日对辖

区范围内的6家检测机构开展了建

设工程检测机构专项检查。 

过程中，检查人员从检测单位 

的各项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

况、检测标准和规范的执行情况、

检测机构及从业人员资质资格情

况、检测行为规范的落实情况四个

方面对检测单位进行了检查。从检

查情况来看：区内大部分检测机构

的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基本符合

规定；企业质保体系及内部管理制

度较健全，检测活动基本受控；各

检测机构均能够按照国家和本市

相关检测标准和规范进行检测、判

断和结论；原始资料管理、检测方

法、检测过程、实验室设施环境基

本符合规范要求。但个别检测机构

还存在部分检测原始记录填写不

规范、部分仪器设备校准内容不完

整、部分实验过程记录不全、部分

监控设备摆放不规范、部分检测人 

员对某些项目操作不熟练等问题。 

本次检查还邀请了申科、言鼎、青

浦检测中心三家检测机构的技术

专家参与检查，互相查漏补缺、取

长补短，持续增进了区内检测机构

在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方面的交

流。接下去的工作中，我所将继续

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监管，规范检验

检测市场秩序，促进工程质量检测

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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