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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成

立之后，党旗由各级

党组织模仿联共布

尔什维克党旗的式

样自己制作。具体规

格式样不尽相同。

1942年4月28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对中

国共产党的党旗样

式作出决议：决定中

共党旗样式宽阔为

三与二之比，左角上

有斧头镰刀，无五角

星，委托中央办公厅

制一批标准党旗，分

发各主要机关。"这

样，中国共产党第一

批制式党旗即在延

安诞生。当时制作的 

标准党旗为横 120 

厘米，竖 80 厘米之

红旗，左上角的中间

全旗四分之一处为

黄色镰刀、锤子，其

直径为 30 厘米。旗

裤为白色，宽 65 厘

米。旗裤不包括在 

整个旗的尺度之内。 

红旗象征革命，镰

刀、锤子为工农的劳

动工具，象征中国共

产党代表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黄色象

征明。 

党旗有５种通

用规格：长288厘米，

宽192厘米；长240

厘米，宽 160 厘米；

长192厘米，宽128

厘米；长 144 厘米，

宽96厘米；长96厘

米，宽64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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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市安质监总站第

二次疫情防控工作专题视频会议

精神，全面推进我区闭环清零行 

5 月 21 日下午，肖辉副区长

带领区府办、区建管委、建管所相

关负责同志赴金泽镇、青浦工业园

区调研市建设工程重大项目疫情

防控措施、复工复产以及防汛防台

准备情况。一行人先到金泽镇城运

中心查看了华为工地视频监控，发

现现场存在个别工人不带口罩随

意走动现象，要求现场即刻整改，

今后加强管理。金泽镇汇报了沪苏

湖铁路、华为等工地相关疫情防控

工作、后期复工复产的隔离点设

置、人员管理、材料进场以及防汛

防台方案等情况。区建管委对金泽

镇的相关计划做了回应，并互相交 

住。2、项目临时隔离点必须按我区“复

工复产指引”要求严格落实，确保应

急处置到位。3、针对华为工地工人数

量接近一万人，防汛期间无法完全转

移的情况，金泽镇要和区建管委提早

沟通，做好预案，确保安全。 

随后，大家又来到青浦工业园区

公共服务租赁性配套用房项目现场，

重点查看了临时隔离点。肖辉副区长

表示，目前隔离点情况不符合我区“复

工复产指引”中一人一室一卫的要求，

告知现场即刻按照“复工复产指引”

要求整改到位，确保现场疫情防控设

施完善，达到复工复产条件，顺利完

成项目的复工复产。   （沈晓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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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按照区建管委的统一部署，区

建管所在封控管理期迅速集结了三

支监督队伍，对我区在建工地开展

线上疫情防控跟踪和监察。 

第一支队伍由三名监督组主监

组成，负责检查我区 217 个在建工

地的《建筑工地疫情防控人员情况

日报表》，督促相关工地更新和完善

表格内容。第二支队伍由相关现场 

检查人员组成，负责对有封控人员

的工地进行视频监督，检查项目防 

疫防控工作，发现防疫措施不到位

的及时截屏上报监督组长，除此之 

外，还要做好问题工地的复查工作，

检查相关问题的整改情况，并填写

《每日在线疫情检查（下转第四版） 

流探讨。肖辉副区长表示：1、复

工复产后，工地人员必须集中居

住，封闭管理，不得与社区居民混 

 

 

 

 

 

 

 

 

 

 

 

 

 

 

 

 

 

 

 

 

 

 

 

 

（上接第一版）记录》。第三支队伍由监督组长组成，负责组内涉疫项目的重点监督，每日通过视频连线，

严格检查项目防疫防控措施，并根据线上检查反馈的疫情防控问题开具整改指令单。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式依旧严峻且复杂，区建管所将继续坚持书记带头、党员先行、能调尽调原则，

全员出动，做到严抓建筑工地疫情防控不放松，为涉疫建筑工地清零而不懈努力，争取早日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                                                                        （叶航/文） 

 

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竭尽全力时，我

心里想着，只要社区有需要，我就

义无反顾。       （沈晓冬/文） 

 

我是一名来自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的

入党积极分子马越超。3 月初，疫情在上海多点

爆发，蔓延势头不减，我收到了单位召集防疫

志愿者的通知，“区级战疫支援队需要人手，就

在这几天请随时做好准备，你可以参加吗？”

抗击疫情义不容辞，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有困难冲在前面、为群众遮风挡雨，是我必须 

主动肩负起的责

任。 

3 月 11 日晚

上八点半，我收到

上级组织部门的

通知，晚上九点到

达区政府门口集

结，前往徐泾支援 

抗疫。抵达当晚，我们立刻开始组织居民进行核酸检

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 5 点。虽然条件艰苦，但

是我们都没有一丝抱怨，我们与小区居委会紧密配

合，经过四天的战斗，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小区也顺

利得到解封。 

3 月下旬随着病毒传播形势愈加严峻。4 月 1 日

起浦西所有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全部居民居家隔

离，足不出户。青浦的封控也正式开始，我主动报名

成为了一名小区防疫志愿者，负责在小区核酸检测时

制定好下楼顺序、维护居民排队秩序及每天的楼栋封

控管理等工作，时刻督促居民足不出户，配合居委会

运送物资，帮居民取运、消杀快递，还有为每户居民

发放抗原试剂，与居委会对接做好每次核酸检测数据

及抗原数据统计，帮助居民解决生活必需品等……连

续作战，手掌因为长时间戴手套泛白，虽然辛苦，但

是能帮助居民们解决困难，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报名成为小区安排下，在 3 月 28、

29 日两天的核酸检测中帮助叫号，

维持秩序。3 月 31 日晚，小区领

到了盈浦街道统一发放的援助物

资，我们志愿者又冒雨连夜挨家挨

户发放，确保每户业主都能及时领

到援助物资，感受到政府的关怀。

4 月 1 日至 4 月 5 日，按照全市统

一安排，浦西开始封控进行核酸筛

查，我又主动参与了 4 月 1 日、4

日、6 日核酸检测及 4 月 3 日抗原

发放志愿者活动。看到居委会的同

志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一线，为如

何做好核酸检测安排，如何配送物

资，如何清除生活垃圾这些在当下 

来势汹汹的疫情打破了人们宁

静的生活，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三月初，我向居委会党组织报到，

主动请缨成为一名志愿者。 

不久之后，根据居委会的安排，

我参加了 3 月 19 日协助盈浦街道

全员核酸检测、3 月 26 日景港名

人苑小区抗原试剂发放志愿活动，

为抗疫尽上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3 月 27 日，我所居住的小区内有

居民被确诊，当即进行了封控，实

行确诊楼道“ 7+7”其余楼道

“2+12”的管控措施。我第一时间 

http://www.shqpj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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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汉时，

一位叫刘宠的人

任会稽太守，他改

革弊政，废除苛捐

杂税，为官时十分

清廉。后来他被朝

廷调任为大匠之

职，临走，当地百

姓主动凑钱送给

即 将 离 开 的 刘

宠 ，刘宠不受。

后来实在盛情难

却就从中拿了一

枚铜钱象征性地

收下。他因此而被

称为“一钱太守”。         

2、晋代人吴

隐之任广州太守，

在广州城外，见一

池泉水名“贪泉” 。

当地传说饮了贪

泉之水，便会贪婪

成性。他照饮不

误，饮后还写了一

首诗：“古人云此

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

不易心。”他在任期

间果然廉洁自律，

坚持自己的操守。 

3、春秋时，

宋国司城子罕清

正廉洁，受人爱

戴。有人得到一块

宝玉，请人鉴定 

后拿去献给子罕，

子罕拒不接受，

说：“您以宝石为

宝，而我以不贪为

宝。如果我接受了

您的玉，那我们俩

就都失去了自己

的宝物。倒不如我

们各有其宝呢？ 

 

作者穿脱流程。他们深入工地涉阳生

活区，仔细检查现场的防疫措施，工

地的管理流程，参与现场工人的核酸

检测工作，检查现场工地的消杀情

况，了解工人的居住环境……通过两

天的拔点攻坚，基本掌握了工地现场

的情况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每天晚上，他们将汇集的检查记

录实时与单位领导小组沟通，修改方

案，通 

过小组 

会议将 

问题汇 

总，讨 

论接下 

去的工 

作要点，虽然辛苦，虽然工作的危险

系数很高，但是同志们拔点攻坚，抗

击疫情的斗志不变，他们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目标，希望通过他们的工

作，尽他们十人的绵薄之力。   

                   （马越超/文） 

 

4 月 29 日，建管所 10 名同

志程晓波，包晓诚，陆晟，付雷，

李玮，周宏，沈顾，诸慧伟，陈斌，

马越超响应区委组织部号召，加入

区拔点攻坚支援队，分别进驻徐泾

镇及西虹桥地区 9 个涉疫项目。 

当他们汇合聚在一起依稀讨

论着，“前天晚上你是几点通知

的？”“23 点 32 分”，”我是 23

点 40 分通知的”……，最终每个

人的回答都汇成了一句话“可以，

随时准备出发”。前天晚上被通知

的他们或者在梦乡，或者在看电 

视，或者已经在现场工

地…但第二天收到出

发通知的时候，都 已

经收拾好行李，迅速集

合到了集合点，出发。 

当天下午到达徐

泾现场指挥部，他们首

先与当地徐泾镇及西

虹桥主要负责人碰面， 

开了一个简短的交流会，熟悉了现

场工作的流程，了解了他们各自的

工作内 容，工地部署以及和各个

点位负责人的交接，确定了以程晓

波同志为组长，包晓诚同志为副组

长的拔点攻坚小队，迅速组成了各

自的小分队，奔赴“疫情战场”……   

虽然他们都做过志愿者，也曾

经穿戴过大白防护服，但这次的他

们却穿戴起来更谨慎，更仔细，袖

口的手套带了三层，并且用胶带都

牢牢封住，穿戴的口罩每次都会检

查密封性，再次求教现场的医务工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建筑工地是

人员极为聚集的场所，一旦发生疫情，极易发生

蔓延。自从我区 4 月 1 日开始实行封闭管理，

所长吴惠峰同志就带领班子和13位职工吃住在

单位，其他同志居家办公，开始了建管所的战疫

之路。研究对策，强化措施，狠抓落实，不知疲

倦地战斗在建筑工地抗疫一线。 

疫情防控，人员是关键。摸清底数，动态掌

握施工现场人员清单，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经排查，我区共有 

217 个建筑工地春 

节后复工，涉及人 

数达到 48793 人。 

为有效掌控工 

地防疫措施落实情 

况，区建管所成立 

了 22 个视频监督 

 

抽查组，每日对全区 217 个工地进行全覆盖检查，

内容涉及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抗原及核酸检测

频次、工地消杀、防疫物资储备、人员管控等。对

华为项目等特大型工程，与属地金泽镇共同成立专

项工作小组，每日开展联合检查及时处置相关情

况。至今，累计开具了 72 份疫情防控专项整改单，

5 份疫情防控专项停工指令单，对 12 个工地的 26

名责任单位的项目负责人或法人委托人进行了疫

情防控责任约谈。 

针对徐泾地区疫情频发的态势，区建

管所再次抽调 10 名年轻骨干驻点办公，与

属地联合开展现场检查，督促工地严格按

照要求落实防疫措施，确保工地疫情防控

工作精准到位、无一遗漏、无一死角。这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疫。病毒肆虐，少了

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多了勠力同心，共

克时艰。因为被需要，所以我们勇往直前！            

2022 年 4 月 5 日，晴。早晨五

点，天空微微泛白，戴好护腰和护膝，

迅速又不熟练的换上防护服，心情有

点小激动，这是担任抗疫志愿者以来

从小红马甲升级到小蓝又升级为大

白的第一天。同时，我又有点心情沉

重，防护的升级也代表着防疫形势的

日趋严峻。早上六点，点位志愿者做

好了准备工作，小区的第二轮全员核

酸检测开始了。 

在晨曦初露中我们迎来第一缕

晨光，也迎来了手举一单元指示牌的

同事大白。这段时间，我们不仅仅是

同事，更是成为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疫情发生以来，在单位党支部的号召

下，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社区报到，

并肩经历了最初的跑楼摸排告知、大

点位核酸检测，以及小区核酸检测等

志愿工作。 

三月的天，孩儿的脸。几次的核

酸检测，有酷热如夏的日子，也有冻

骨如冬的暴雨。还记得清河湾中学点

位的第一次全员检测，那天大雨如

注，气温异常低冷。我们一个在前方

引导居民去适合的点位做检测，一个

在后方沿着排队的人群来回告知，维

持秩序。由于很多居民都是第一次核

酸，也不清楚要提前准备好二维码，

为了使前方检测的队伍流畅不堵塞，

需要后方志愿者不断提醒居民，特别

是要主动发现和帮助一些老人和外

籍人士登记好二维码。在第二轮的全 

 

员检测中，因为 

经常要和居民近 

距离交流，志愿 

者们为了减少其 

他人的压力，也 

为了减少感染， 

更多人都选择了 

不换班不吃中午 

饭，从头至尾穿 

着小蓝站到检测结束为止。我还记

得那天大雨倾倒在雨棚上的声音，

伴随着队伍中志愿者的高声提示，

我们配合越发默契，前方一旦发现

了任何问题及时跟后方沟通，大家

很快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使整个

核酸检测工作快速高效。核酸检测

工作在大雨寒风中异常顺利的结束

了。当我和同事碰头的时候，才发

现彼此已经从头到脚都被雨水打湿

了。回想两个人换掉湿透的鞋袜穿

上唯一能找出来的凉鞋，硬挺着站

不直的腰，拖着冻到发麻的光脚丫

子乐呵呵回家的滑稽样子，我知道，

虽然我们的身体很冷，但我们的内

心却很温暖。 

这期间我的同事们都辗转在不

同的抗疫岗位上。有在建筑工地做

防疫统筹联络的，有离家一周在单

位应急值守的，有在各小区楼道志

愿服务的，也有参加抗疫突击队临

危受命的。我们在同一时间，不同

的空间，成为了奋战在同一战线的

战友！ 

回到 4 月 5 日，时间似是很慢

但又很快，阳光渐烈，喉间越发粘

腻干涩，大多数居民朋友非常配合，

小区队伍紧张而有序地行进着。突

然前行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举着号

码牌的小小志愿者，我上前引导他 

 

到指定位置，并且夸赞他的勇敢，不

想他甜甜来一句：志愿者阿姨你辛苦

啦。我笑着回答他说：“我们今天是

战友，你也辛苦啦！” 

中午十一点，作为最后检测的志

愿者，帮我检测的是一位来自舟山援

沪的医护工作者，在我把手中的标签

帮着贴上试管之后，大白姑娘对我说

了声谢谢，我抬眼望向对面那双温柔

的眼睛，和她相视一笑：“谢谢你们

才对！你们真的辛苦了！”和真正奋

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和夜以继

日长时间工作的社区工作者相比，我

们最多只能算是机动保障队员。大白

穿在他们身上是可爱的，更多的则是

高强度的压力和那一份责任与担当。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总有一群

人，逆行而来，勇敢而无畏；总有一

群人，向前一步，挡风亦遮雨；还有

一群人，坚守本职，敬业又无闻。在

这场谁也逃不脱的“守沪”战疫中，

医护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志愿者、

坚守岗位的工作者、积极配合的邻里

们，都成为了亲密无间，共同奋战的

战友啊！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因有人

负重前行。多一份我的主动和担当，

多一份你的理解和支持，“抗击疫情，

没你不行”，包括每一位积极主动配

合的你、我、 他！ （夏秀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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