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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十三亿多

人的社会主义大国，

既要政治过硬，也要

本领高强。要增强学

习本领，在全党营造

善于学习、勇于实践

的浓厚氛围，建设马

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推动建设学习大

国。增强政治领导本

领，坚持战略思维、

创新思维、辩证思

维、法治思维、底线

思维。增强改革创新

本领，保持锐意进取

的精神风貌。增强科

学发展本领，善于贯

彻新发展理念，不断

开创发展新局面。增

强依法执政本领，加

快形成覆盖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各方

面的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增强群众工作

本领，创新群众工作

机制和方法，推动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

组织增强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增强

狠抓落实本领，坚持

说实话、谋实事、出

实招、求实效，把雷

厉风行和久久为功

结合起来，勇于攻坚

克难，以钉钉子精神

做实做细做好各项

工作。增强驾驭风险

本领，健全各方面风

险防控机制，善于处

理各种复杂矛盾，勇

于战胜前进道路上

的各种艰难险阻，牢

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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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安全、质量、文明施工管理工

作，以更有力更有效的措施推动我

区重大工程建设。 

二、坚守初心使命，服务两大

国家战略。 

围绕“护航进博会”开展岗位

行动，党员带头成立“区建管所进

博志愿服务突击队”，组建党员、

积极分子“社区夜巡小分队”，与

区建管委机关党支部开展“小小啄

木鸟 整装再出发”工地巡查活动，

全员上岗、全情投入着力提升建设

工程安全质量、文明施工水平，切

实做好空气质量和安全保障，为进

博会顺利召开保驾护航。与市住建

委建筑市场监管处、市行政服务中

心第二党支部开展“学好党史强信

念，凝聚力量办实事”联组学习暨

联合主题党日活动，合力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示范区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互认工作高质量落地。 

三、践行责任担当，助力人民

城市建设。 

 

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党支

部现有中共党员 28 名。 2021 年，

所党支部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紧紧围绕建管工作中心，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入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通过活动联办、组

织联建、阵地联用、服务联动，共

同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

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党建工作新

格局，全力助推新时代幸福青浦和

现代化枢纽门户建设。 

一、强化党建引领，创新党史

学习教育。 

结合行业特点创新开展党建联

建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领头

雁”作用，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先后在红房子项目、中核科创园工

地，与青浦新城公司党支部、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青浦分院项目

临时党支部、中核科创园党支部共

同开展“红色家书诵读进工地”主

题党日活动，践行“以联建促党建，

以党建聚合力”的理念，抓好建设 

以“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为宗旨，践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深化党建联建优

势互补。与青发城建党支部开展 

“党建引领促安全 结对共建聚

合力”系列活动，深入工地开展

建设安全讲座，切实增强代建单

位和工地管理人员安全意识，有

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与中核科创园党支部围绕“党建

引领匠心筑梦，全力打造精品工

程”为主题，共同开展“寻访红

色足迹 感受国之光荣”、“学党史

不忘初心 迎进博砥砺前行”等活

动，在进博项目重点辖区内整合

党建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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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工地党建联建

优势，严格落实严防严控措施，

开展工地防疫宣传，积极推进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对接重点地区

工地点位，为全国文明城区复检

积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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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

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激

发党建工作活

力，11 月 25

日下午，青浦

区建管所党支 

部与青发市政党支部以“结对共建学党史 凝心聚力

办实事”为主题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本次结对共建活动上，建管所党支部书记吴惠

峰和青发市政党支部书记王晓华分别介绍了各自党

支部的基本情况，并郑重签署了《结对共建协议书》。 

随后一同开展联组学习活动，党员代表们分别进行

党史学习教育心得体会交流和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的学习，并共同观看党史学习视频《党史中的纪律

4：永葆廉洁守初心》。 

最后，建 

管所党支部书 

记吴惠峰表示， 

希望以本次结 

对共建为契机， 

以共建促党建，以共建促发展，达到党建工作。的

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共同提高，确保共建活动取得实效。 

12 月 2 日， 

区交通委执法大 

队党支部、区港 

航中心党支部、 

区建管所党支部 

联合开展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区 

建管委基层党支 

部联合主题党日 

活动。本次主题 

党日活动邀请中 

共青浦区委党校 

鲁家峰教授作专题辅导报告。出席本次会议

的有各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区建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吴

惠峰主持会议。 

会上鲁家峰教授紧紧围绕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的主要内容，对六中全会精神作了全

面而深入的阐释。鲁教授以其精准而深入的

解读，生动而精彩的报告深深吸引了在场所

有党员。 

建管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吴惠峰在总结

讲话时指出，鲁教授的专题辅导报告深入浅 

出，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出通俗易懂、

全面而深刻的解读。全体党员、积极分子在会议

后要学深悟透，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今年，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招投标监管科

在 2019-2020 年度青浦区三八红旗手（集体）评

比活动中荣获“青浦区三八红旗集体”的称号。这

份荣誉既是肯定，亦是继续前行的动力。 

青浦区建管所招投标监管科现有职工 9 人，

其中女性 5 人，这些女性监管人员撑起了监管工

作的半边天。在区建管委、建管所的坚强领导和精

心指导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本

职，勇于担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更好地优

化营商环境、服务城市建设、推进招投标监管作

出了积极 

贡献，用 

行动书写 

“巾帼不 

让须眉”。 

http://www.shqpj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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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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8 日，上海市建筑建材

业市场管理总站副站长王君若携

建材应用科召集各区墙散管理部

门负责人到位于青浦区的长三角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开展第四季度

墙散工作例会。青浦区建管所所

长、党支部书记吴惠峰、副书记金

晶及市场管理科相关人员一同参

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上，吴惠峰所长首先对市

管理总站到青浦开展全市墙散工 

作例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各区

同仁介绍了青浦作为“上海之门”

在长三角生态一体化发展建设中

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随后，

各区代表逐一交流了近期本单位

墙散条线的工作动态和遇到的难

点。针对大家在工作中遇到的难

点，总站领导均提出解决方案和工

作思路。最后，王君若站长对各区

墙散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

肯定并对下阶段工作进行了部署，

提出要强化市区两级联动，加大质

量管理水平特别低下的小微建材

企业的市场清出力度，提高产品质

量，促进我市新型墙材及散装水泥

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会后，宝业集团上海建筑工业

化研究院院长恽燕春博士陪同与

会人员参观了位于长三角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的宝业同济建筑碳中和

研究中心和绿色低碳节能工业化样

板楼，了解国家双碳战略下，宝业

集团在建筑业绿色低碳技术上的创

新实践，努力实现在建材生产、现

场建造及后续运行维护全周期实现

节能减碳目标。 

下阶段，青浦建管所将继续做

好新型墙材与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广

应用，积极助力长三角生态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的建设。 

 

 

 

近期，区建管所积极推进金泽镇生态清洁小流域

河道整治工程（西南圩区）总承包招标。 

该工程西靠金泽水库，南临太浦河，圩内河道均

属于太浦河支流，水源二级保护区，包括整治金泽镇

西南圩区河道 18 条，湖泊 3 座，合计整治长度

21.07km。该工程的实施将极大提升区域河道防汛除

涝能力，兼具水土保持、水景观等多种功能，达到生

态清洁小流域功能要求，同时将进一步保证金泽水库

的水源安全问题。 

区建管所根据本工程时间紧、工期短的特点，协

助建设单位事前完善招标方案，倒排招标时间进度计

划，提前对招标文件主要条款进行审核等，使我们的

工作和服务能为工程的顺利开工创造有利条件，推进

重点工程加快实施。 

11 月 1

日下午，区委

副书记、代理

区长杨小菁，

副区长倪向

军来到区行

政服务中心，

开展“帮办” 

服务，拉开了青浦“一网通办”帮办服务活动的序幕。

正巧遇上前来办理公司新建厂房项目的综合竣工验收

相关业务的东隆法恩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明金和

前期部经理曹瑛。在帮办服务区，从一起办理平台申

报、补正提交材料，到获得结果、发放竣工验收合格

通知书，杨小菁全程陪同两位人员办理。帮办过程中，

杨小菁悉心询问企业的办事感受，倾听企业对“一网

通办”的意见和建议。10 多分钟，所有事项办结。 

11 月 16 日下午，区建管委主任程卫东赴青浦区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审查中心，了解中心实体化运行情

况。华为前期项目经理韦晓萍刚巧正在申报华为上海

青浦研发生产项目的施工许可。华为上海青浦研发生

产项目是市政府挂图作战项目，要求在 11 月下旬全部 

目前该工 

程正在总承包 

招标过程中， 

计划在 2022 

年 1 月中旬进 

行开标和评标。 

区建管所 

后续将继续积 

极协调建设单 

位和招标代理 

单位，加快推 

进长三角一体 

化生态示范区建设项目的招标进程，切实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生态示范区建设发展。 

为进一步贯彻我区混凝土搅拌站、混凝土构配件

厂以及混凝土预制品厂等混凝土制品生产企业环保治

理主体责任，落实环保治理时效，根据《本市混凝土

搅拌站厂绿色环保管理工作提升方案》（沪建质安联

〔2021〕37 号）文件精神，12 月 2 日，上海市住建

委（市安质监总站）联合市水务局、市生态环保局、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混凝土行业协会、市工程

质量协会对上海申昆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

2021 年度本市混凝土搅拌厂站绿色环保管理专项检

查，青浦区建管所也派员参加了本次工作。 

过程中，检查人员根据厂站绿色环保 

建设创建标准表通过资料核查和现场查看的 

方式，对上海申昆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的 

资格条件、制度建立、废弃物处理利用、 

扬尘噪声监测、雨污分流、围墙高度、出 

入口冲洗设备、搅拌楼及生产设备封闭、骨料堆场硬 

获得施工许可的市级重大项目。当日申请的是 18 张

施工许可证的最后 4 张组团地块的证书。程卫东同志

全程陪同施工许可申报的前期流程，后至审批审查中

心后台，观看了部门审批界面。负责发证的王自杰同

志详细介绍了审批流程及审查的具体要点，边解释边

审核，4 张施工许可证在 20 多分钟内全部办结完成。 

作为建交委的窗口单位，相关部门、广大群众等

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我们将继续努

力，对标对表、自我加压，扎实做好为企业群众服务

这条主线，当好金牌“店小二”，全力打造更公平、

更便捷的营商环境，凸显示范区“跨省通办”示范引

领效应，聚焦“高质量”“一体化”打造示范区政务

服务新 

高地， 

为上海 

“一网 

通办” 

工作的 

显示度 

贡献青 

浦力量。 

 

化处理、噪声扬尘控制、码头设施、绿化环境设置、

初期雨水治理、体系认证等考核项目进行严格检查，

未发现明显问题，总体情况良好。最后，检查小组对

上海申昆混凝土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本市混凝土搅拌

厂站绿色环保提升中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

对日后的绿色环保管理 

工作进行了现场指导。 

下一步，区建管所 

将继续加强对辖区内混 

凝土搅 

拌站的环保检查力度，抓好考评成果 

运用，会同各个管理部门落实事中事 

后监管，建立工作协同机制，全面推 

进扬尘防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长 

效化管理。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同行，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