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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去除衣服

上的霉斑？ 

1、把衣服放入洗米

水中浸泡一夜后，再

按常规搓洗，霉斑就

可除去；2、先用软

刷刷净，再用酒精

擦，霉斑即可除去；

3、将衣服放在加有

少量醋和牛奶的水

中搓洗一遍，便能除

去霉味；4、用浓热

肥皂水反复刷洗，霉

斑可去；5、用绿豆

芽揉搓，然后清水漂

洗，也可去掉霉斑。 

 毛巾发粘有怪

味怎么办？ 

1、毛巾使用久了，

会散发一种怪味而

且发粘。通常人们习

惯用肥皂洗涤，反而

越洗越粘。此时，可

用浓盐水搓洗（一条

毛巾可放一小勺细

盐），然后用温水烫

一下再搓洗，最后用

清水洗净。这样，毛

巾就没有怪味，也不

发粘。还有，擦脸毛

巾用久想恢复到柔

软的样子，最好的办

法是用水加洗衣粉

用锅煮三十分钟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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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建筑管理所主要工作回顾 

一、规范整治工作，完善监管措施；二、颁发协查聘书，落实文明施工； 

三、严格执行要求，保障住有所居；四、举办知识讲座，宣传最新动态； 

五、聚焦危险排查，消除无证作业；六、重视现场观摩，推进综合水平； 

七、组织法人约谈，强化责任意识；八、积极参与评选，形成进取氛围； 

九、施行教学三步，打开服务思路；十、加强分包备案，辅助规范管理。 

2012 年的重点工作设想 

一、以整治成果为引领，不断加强现场、市场监督力度。发挥我所

现场市场统一管理的优势：一方面加强对建筑市场的整治和监管；另一

方面扶优扶强，全力促进我区建筑建材行业的加速发展。 

二、以开展“严纪律、树形象、优服务、重实效”活动为契机，提

高服务效力。（一）质量安全离不开履职“效力”。2012 年安质监站将

在强化质量与安全过程控制，推进精细化管理，加大通病治理力度，有

效落实惩防体系建设和拒腐防变上下功夫；（二）窗口行业离不开“以

人为本”。2012 年受理中心将在增强服务意识、创新服务形态和突显服

务实效上下功夫。 

青浦区建筑管理

所将在确保中心工作

的前提下，贴近上级决

策需要，以重视社会

热点难点、结合领导

关注点和弥补自身工

作薄弱点作为动力，注

重培育先进典型，提

高政策执行力和对外

服务能级。（张文/文） 

         

                                       

张文 

2 月 22 日，区建设工程

安全质量监督站联合上海

太阳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在沈巷中心村工地举办了

一场大型的建筑工地消防

应急救援演练，区建交委、

安质监站、朱家角镇规建

科、安监中心、卫生局、朱

家角消防支队、煤气所等领

导及施工单位共计 100 余

人观摩了演练。 

演练现场首先由朱家角

消防支队卢队长对现场人

员进行了消防灭火基本知

识讲解，他向工地义务消防

队员们演示了如何使用灭

火 火器材。随着现场救援指挥部总指挥一声令下，演练正式开始。“火灾”发生后，施工单位项目部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展开扑救行动。工地义务消防队迅速进入起火楼层对初期火情进行自（下转第五版） 

1 月 31 日，所党支部组织了《人民的好儿女》事迹的集中学习，由于教育片很多，我们还采取了网上自

学的方式补充。在学习过程中，所内 16 位在职党员和 8 位入党积极份子都认真观看，事后也全部写了 500 字

以上的观后感，以下截取了部分，供大家交流： 

姜海强——通过学习《人民的好儿女》的事迹，让我们感受到共产党员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工作中，

我要把这些共产党人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标杆，结合本职岗位，以监督为民谋福事，以监督为国谋发展。                                                            

沈晓冬——《人民的好儿女》是人民对优秀共产党员最好的评价。愿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在他们先进事迹的感

召下，以最有效、最感人的实际行动，展现共产党员的风范，为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献上一份厚礼。 

陆  强——近期连续收看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电视系列片《人民的好儿女》，不禁为他们所感动。作为一名执

法人员，在日常工作学习中，我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力，敢于执法、善于执法。 

顾雪莲——看完纪录片时，我心中汹涌澎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以专题片中的先进人物为楷模，心系群众，

更好地履职尽责，做一名优秀的窗口受理服务人员。 

赵  斌——春节期间，我们建管所也组织了下乡帮困，每个党员都积极参加并慷慨解囊献出爱心，我将一如继

往的参加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以我的行动，将 48 位《人民的好儿女》的精神发扬光

大，展现我们共产党员的风采。 

夏全兴——如果把青浦相关建筑工地当做“群众”，那我们工程监督 

人员则可比作“片警”。我们每个党员应以孙建设为榜样，在日常工

程监督管理中，倡导积极向上的工作作风，更好地联系和服务群

众，为建设绿色青浦、和谐青浦、平安青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周志华——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一句句朴实

的语言，刻画了 48 位优秀共产党员可敬、

可亲、可信、可学的形象。作为建管所的一

名中层干部，我会立足本职岗位，以踏实努

力的工作态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徐昳丽——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要学

习的还有很多。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将

成为我积极向党看齐、激励自己不断进步的

动力。我谨记“组织上入党是一生一次，思

想上入党是一生一世”，在工作中，从小事

做起，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许卫民——我承诺：锐意进取、踏实工作、廉洁自律、敢

于担当。 

浦浩良——增强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自觉服

从和服务于全所工作大局，坚持统筹兼顾、狠

抓工作落实，推动我所健康稳步发展。 

张  文——做到四个“心”：1、廉洁自律的“平常心”； 2、

维护形象的“全局心”； 3、周到服务的“细

致心”； 4、求真务实的“进取心”。 

王亚明——我承诺：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廉洁自律，服

务为民。 

谭筱韵——以最好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到我这里来要求帮

助催讨农民工工资的外来务工人员，尽自己的

能力协调好每一起农民工工资纠纷。 

钱祝君——受理、咨询一样热情；生人、熟人一样和气；

干部、群众一样尊重；忙时、闲时一样耐心；

来早、来晚一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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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吃宵夜会

得胃癌，因为胃

得不到休息； 

 一个星期只

能吃四颗蛋，吃太

多，对身体不好； 

 鸡屁股含有

致癌物，不要吃较

好； 

 饭后吃水果

是错误的观念，应

是饭前吃水果； 

 喝豆浆时不

要加鸡蛋及糖，也

不要喝太多； 

 空腹时不要

吃蕃茄，最好饭后

吃； 

 早上醒来，

先喝一杯水，预防

结石； 

 睡前三小时

不要吃东西，会

胖； 

 少喝奶茶，

因为高热量、高

油，没有营养价值

可言，长期饮用，

易患高血压、糖尿

病等疾病； 

 刚出炉的面

包不宜马上食用； 

 远 离 充 电

座，人体应远离 30

公分以上，切忌放

在床边； 

 一天不要喝

两杯以上咖啡，喝

太多易导致失眠、

胃痛； 

 最佳睡眠时

间是晚上 10 点—

清晨 6点。 

 

 

 

自2011年

起，本市市政

公路工程的监

督工作逐步由

市安质监总站

监督转为由工

程所在地的区

（县）站自行 

监督，为提升市政方面的监督水平，于 1 月 31 日我

站邀请专家就市政公路工程的监督要点进行宣贯学

习。周峰专家深入浅出的对市政公路工程的特点及监

督要点做了介绍，并通过事故案例对常见施工通病进

行了讲解，为一线监督人员提供了很多的经验。通过

学习，让我们更深层次的了解及掌握了对市政公路工

程的监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部分的监督检查方式，同

时提升了我站监督人员的监管能力，为青浦区的市政

公路工程安全质量提升保驾护航。       （王敏/文） 

 

                         

 

2011 年，青浦区安质监站以确保工程安全质

量稳步提升为目标，加强工程安全质量创优监管力

度与服务意识，实行样板引路，扎实推进了青浦区

建筑行业的安全、质量管理水平。 

区安质监站着力抓好广泛宣传和树立样板工

地，以点带面，获得喜人成绩。截止去年底，我区

共创建市文明工地 8 个、市优质结构工程 12 个、

“金钢奖”工程 1 个、“白玉兰”工程 3 个、区节 

1 月 12 日，在区建交委副主任蔡红旗、

法规科科长陈建备的带领下，就加强建设工程

安全管理来我站进行工作指导。在听取我站对

近期建设工程安全管理重点工作部署之后，蔡

副主任表示区建设工程规模不断扩大，建设速

度明显加快，必须更加重视和做好质量安全管

理工作，特别是保障房项目，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要履行好各自责任主体的职责，

加强管理，狠抓质量，确保安全；安质监站要

根据季节特性，合理安排专项检查，并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具体问题要做好跟踪，确保整改工

作落实到位；各项目单位要安排春节期间的施

工组织，严格领导带班制度。在今后建设工程

安全管理中，要吸取近期发生的各项火灾事故 

教训，加强

工地防火

安全防范，

适时开展

防火应急

演练。 

（夏秀美） 

2012 年春节前夕，为让双祥村的 8 个贫困家庭度过一个喜庆、祥

和的新春佳节，建筑管理所党支部于 1 月 20 日组织了 16 名在职党员开

展了春节前慰问帮扶活动。 

在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全体在职党员分两人一组，上门看望贫困

户。在每一户贫困家庭中，建管所的党员们都与贫困家庭成员亲切交谈，

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身体和生活状况，鼓励他们正视困难，增强信心，

安居乐业。党员们还把自发筹集的慰问金及水果、粮油等慰问品一一送

到了贫困人员手中，捐助总额共计为 7600 元。 

建筑管理所党支部与金泽双祥村结对有 6 年半之久。该村位于上海

西郊，紧邻江苏昆山，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底子薄弱，基建资金、党员

活动经费每年都缺较大的口子，属于较贫困的村。自先进性教育活动双

方结对以来，我所支部集体及党员个人捐助累计已达十八万元。 （张文） 

      

约型工地 17 个、区文明工地 31 个、区优质结构工程

51 个、市节约型观摩工地 1 个、区文明施工观摩工地 4

个、区优质结构观摩工地 1 个。此外，我区在 2011 年

已公布的5次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指数测评中先后获得了

郊区组 2 次第一、3 次第二的好成绩。 

2012 年，我站将进一步通过举办市、区两级安全

质量现场观摩与推进会、摄影展、学习研讨会以及季度

监督信息反馈会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

在全区营造热烈的创优氛围；深化文明施工责任制度，

将其与日常监管督查相结合，使文明工地成为“市容市

貌”的亮点；以专人指导创建工作的形式，派监督人员

走入工地，与项目参建各方面对面地宣传、交流与指导，

增强各单位创优的积极性，提高各工地的创优水平。 

在今后工作中，我站将继续努力当好建设各方的服

务员，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各类创优评比制度，尤其在保

障性住宅与公共建筑领域扩大创优面，通过以点带面，

更有效地促进我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工作稳步提升，使

我区不断涌现更多的安全、优质工程。  （夏秀美/文） 

1、党支部书记浦浩良、党员夏

全兴的扶助对象是：15 岁初中学生

孙顺一。其母亲于 2003 年患红斑狼

疮病故，父亲在外打工，单亲家庭

并属贫困学生。 

2、党支部副书记许卫民、党员

赵斌的扶助对象是：22 岁大学生沈

晴。沈父母于 2003年离异，现靠父

亲一方打工供读，沈在上海建桥大

学就读，家庭经济困难。 

3、支部委员张文和党员徐锦

华的扶助对象是：57 岁的癌症患

者叶全林。2011市级医院鉴定他

为癌症，目前正在化疗，其妻于

前年癌症病故，女儿前些年车祸

死亡，现和 13 岁的孙子相依为

命，没有经济来源，靠其妹妹接

济着过日子，家庭十分困难。 

4、党员姜海强、夏秀美的扶助

对象是：34 岁的重症病人吴建芳。

2011 年被市级医院鉴定为皮炎血

病，现瘫痪在床，病情严重。 

6、党员王新、王建峰的扶

助对象是：72岁的姚荣华。2011

年被市级医院鉴定为癌症，现病

情严重。 

7、党员符清浦、李丽的扶助对

象是：69岁的徐杏珠。2011被市级

医院鉴定为癌症，现正在化疗，病

情严重。 

5、党员沈晓冬、付雷的扶助对

象是：52岁沈根平。2011年被市级

医院鉴定为癌症，现正在化疗，病

情严重。 

8、党员陆强、李永清的扶助对 

象是：68 岁的陈雪宝。2011年 11 月

意外事故造成骨折断裂，经医院手

术，现瘫痪在床，经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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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救并搜救被困人

员。部分救援人

员组织施工人员

用湿毛巾等物品

捂住口鼻从各楼

层尽快疏散，并 

将一被困工人救出。另一部分救援人员使用黄沙和泡

沫消防灭火器材对火情进行初步自救。约10分钟后，

由于火势越烧越大，并有人员受伤，现场指挥人员

立即拨打 119 和 120 请求救援。在报警约 5 分钟后，

消防车和救护车先后到达现场开展救援，消防官兵

熟练地完成接水、射水、灭火等动作，120 救护人

员在现场对该人员进行简单救治后送往医院。 

通过本次演练不仅促使广大施工人员进一步提

高了消防安全意识，增强了现场基本抢救常识，同时

提高了建设系统内有关单位及相关人员的快速反应

能力和实战能力，为今后的成功抢险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夏秀美/文）                                     

为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响应全民健身号召，我所工会于春节

前后组织全体职工开展了多项体育竞赛。比赛项目有：羽毛球男

女单打、乒乓球男女单打、男子斯诺克、跳绳、飞镖、扑克 80 分

等。广大职工发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踊跃报名，积极参

与。比赛结果如下： 

 

 

 

 

 

 

 

 

通过这次比赛，让全体职工在体育活动中强身健体，提高了身体素质，增强了我所科室的凝聚力、向

心力，通过体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团队意识，为在新的一年中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       （章蓓蓓/文） 

近期，由上海中建八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三个大型居住社区项

目相继完成施工许可，在项目手续办理过程中，为了表示对我中心工作的肯定，2 月 20 日特送锦旗一面。我中

心将以此作为鞭策，再接再厉，持之以恒，把服务大型社区项目上的做法和经验，继续发扬于日常工作中，始

终以服务办事单位为诉求，不断践行“以人为本、精益求精”的服务理念。                  （徐昳丽/文） 

 

 

为推进上海市民生工程——“大型居住社区”的建

设，我中心秉承服务第一的原则，制定落实了相应的具

体措施，着力提高工作效率，为大型居住社区项目提供

积极有效的服务。 

自 2010 年下半年以来，我中心共受理了 12 个大

型居住社区项目的报建，建筑面积 236.7740 万平方

米、总投资 179.9027 亿元。其中办理发放了 11 个项

目 23 个标段的施工许可，共计建筑面积 127.94 万平

方米、总造价 36.51 亿元。为更高效地推进项目的受理，

我中心特设立大型居住社区项目关怀台帐，指定联系负

责人，为参建单位在办理过程中提供靠前服务、跟踪 

服务。在项目受理的

各个阶段主动联系， 

提前告知办事须知，

并对疑难问题做出解

释、提出建议，消除

了参建单位的后顾之

忧，提供了更为便捷、

人性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