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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冷与饮食中缺

少无机盐有关,应多

摄取含根茎的蔬菜。 

冬季保健应适当吃 

“冷”常饮凉白开水

有预防感冒之效。平

时要多饮水，以维持

水代谢平衡，防止皮

肤干裂，邪火上侵。 

香菇味道鲜美且具

有防流感功效，常吃

还能阻止血管硬化。 

冬季常吃萝卜,可

达到止咳化痰，清热

解毒之功效。 

热水泡脚：每晚用

较热的水(温度以热

到几乎不能忍受为

止)泡脚 15分钟，注

意泡脚时水量要没

过脚面，泡后双脚要

发红，可预防感冒。 

冷水浴面：每天洗

脸时要用冷水，用手

掬一捧水洗鼻孔，即

用鼻孔轻轻吸入少

许水(注意勿吸入过

深以免呛着)再擤

出，反复多次。 

预防冻疮应多参

加各种运动，经常搓

手、跺脚。 

秋冬气候干燥，人

体极易缺水，常喝白

开水，不但能保证人

体的需要，还可起到

利尿排毒、消除体内

废物的功效。 

小雪节气宜吃降

血脂食品，如苦瓜、

玉米、荞麦等。 

 

 

 

 

第  七十  期   二O一三年元月五日 

青浦区建筑管理所             青浦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青浦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青浦区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 

血，奉献爱心”的义务献血活动，

得到了全所职工的积极响应并有

两名同志体检合格，于 13 日进行

了义务献血。  

本次活动通过前期的积极宣

传，使职工对献血程序、标准、注

意事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树立了

“献血不影响健康”的观念。 

全所职工踊跃报名，经过严

格的筛选最终夏益玺、程晓波两

名同志光荣参加本次义务献血活

动。在此，我们倡导全所职工向他

们学习，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

下，去爱生活、爱社会、爱这个地

球。            （王   新/文） 

                          

 

 

 



 

11 月底，建筑管理所响应我区开展

“蓝天下的至爱”联合募捐活动的号召，

组织单位职工进行捐款，大家慷慨解囊，

纷纷响应。活动筹得善款共计 4500 元，

践行了“捐款有价，爱心无价”的真理，

弘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时代新

风尚。                 (张   文/文 ) 

为弘扬奉献精神，积极响应区总工会倡

导的义务献血的号召，展现青浦区建筑管理

所关爱社会，服务社会的精神风貌，为党的

十八大献上一份厚礼。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开始，我所在工会的倡导

下，开展了主题为“无偿献 

为确保建设工程检测的公正

性、科学性，提高检测质量，更好

地为建设工程质量服务， 11月 7

日至 11月 9 日，我站开展了本区

2012 年度检测机构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由我站综合管理科

科长带队，共对全区4 家对外检测 

机构进行了检查。检查内容主要

包括检测数据、报告和原始记录

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检测工作

内容是否在资质证认可范围、是

否执行检测标准进行检测、判断

和结论、检测设备正常使用和校

准检定有效性、实际工作的检测

人员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检测报

告、原始记录的签字和盖章情况、

检测不合格台帐、速报及检测情

况确认证明出具的准确性、检测

样品保管和交接受控、样品标识

及有效性、检测任务委托的情况

等其他影响检测的情况。 

 

机构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

建设工程检测管理的通知》、《关于

落实本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若

干措施的规定》等文件要求，本次

检查反映出本区对外检测机构运行

基本符合要求，但个别检测还存在

以下问题：样品存放不够整齐、个

别委托单涂改不符合规范、养护室

温度不符合规定。 

通过检查，4 家对外检测机构

对检测规范有了更深的认识，改掉

不足之处，提高检测质量，更好地

为建设工程质量服务。（沈莲蕾/文） 

任。我所选送的《真心和真干》（姜炜）、《小

窗口大舞台》（徐昳丽）也分别入选“严纪律、

树形象，优服务、重实效”主题活动集萃以及

获征文比赛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就如夏秀美同志在征文中所写的，无

论过去的成功多么傲人、无论前进的步履

多么艰难，“为了青浦的建设事业，监督员

们还将顶着重压向前行，在工程施工的一

线发挥光和热，还将爱岗、敬业，为青浦

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    (团支部/供稿) 

 

11 月26 日下午，区

建设交通委在区委党校二

楼会议厅举行了“严纪律、

树形象，优服务、重实效”

活动总结暨演讲比赛。在

此次比赛中我所夏秀美同

志以生动而精彩的演讲，

获得了二等奖。她的征文

《最美，是那些监督员》

荣获了征文比赛一等奖，

文章描述了青浦区建设工

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的同志

们在工程监督一线的辛酸

与苦辣、坚守与敬业、困

难与疑惑、骄傲与喜悦，

她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监

督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坚

守着那一份不平凡的责

任。 

 

近日，青浦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

监督站被中国建筑协会（工程建设质

量监督与检测分会）评为全国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系统先进单位。 

 

 

 

 

 

 

 

 

安质监站全体员工将珍惜荣誉、

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全面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扎实工作，开拓进取，

不断开创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新

局面。             （张林峰/文） 

12 月 7 日，建管所组

织所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了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纪

委书记杨晓渡同志在新任

局级领导干部党性廉政谈

话会上的讲话 ——关于

《领导干部如何忠诚履职

与廉洁履职》。杨书记结合

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体

会，与大家共勉，怎样提

高履职能力？怎样心系人

民群众？怎样守住廉洁底

线等话题，他的讲话让我

们深思。 

领导是一个团队的带

路人，领导干部在团队中

占据重要位置。一支团队

的发展，一个社会的稳定，

在于领导者的能力与领导

艺术。一要善谋发展。要

增强机遇意识，优患意识，

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多

想兴业之法，善思富民之

策，勤施为民之举。二要 

心系群众。时刻牢记党的宗

旨，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

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心

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三要勤

勉务实。反对空谈，强调落

实，不说空话，多干实事。

始终坚持求真务实，勤勉敬

业，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和

品质，让实干成为一种精神

和操守。四要团结共事。团

结是发展的保证，要做到胸

襟开阔，讲大局，做事光明

磊落，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共同维护单位团结。五要修

身律已。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绝不能用一般标准来要求自

己，要时刻不忘加强党性锻

炼，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牢

牢把握前进方向，政治上不

犯糊涂。作为一名党员领导

干部，必须清楚，我们的权

力是群众赋予的，必须为人

民群众服务。 

    党员干部清正廉洁，是坚持正确价值观

的生动体现，为政做人的第一底线，要注重

小节，轻私利，带头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规定，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自觉接受党内外的监

督，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律，从干净

中干事，从干事中干净。     （王连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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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流鼻涕护

理方法：用柔软的

手绢擦拭流出的

鼻涕，宝宝皮肤娇

嫩，擦多了会不舒

服，所以擦鼻涕后

可用湿势毛巾捂

一捂，再轻轻地涂

上一点油脂，防止

皮肤龟裂疼痛。 

治冻疮的良方：

鲜芝麻叶适量，放

在生过冻疮的部

位，用手来回揉搓

20 分钟左右，让

汁液留在皮肤上，

1小时后再洗去，

每日 1次，连续使

用 1周。  

解酒的方法： 

饮牛奶，牛奶与酒

混合，可使蛋白凝

固，缓解酒精在胃

内吸收，且有保护

胃粘膜作用。 

快速消除眼睛

水肿：薏米不仅可

美白，还能消除水

肿。可以促进血液

循环，以及体内的

新陈代谢。 

感冒鼻塞怎么

办：将葱白一小把

或将葱头（洋葱）

三四个切碎煎汤，

用鼻吸热气，或将

食醋烧开吸醋气，

疗效都较好。 

 

为贯彻落实《节

约能源法》、《民用建

筑节能条例》，进一

步推进建设工程节

能减排工作，同时结

合住建部开展 2012

年度住房城乡建设

领域节能减排监督

检查的工作。我站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

开始进行了为期一

周的节能专项检查。 

首先召集所有目

前处于建筑节能施

工阶段的区内建筑

工程的项目参建各

方负责人，召开工作

布臵及动员会，落实

考核要求，明确考核

目标。随后我站会同

原材料检测中心的

技术人员利用一周

的时间对全区所有  

7 个在建工程进行了检查。检查

中发现以下问题：1、目前的在 

建节能工程普遍存在着

节能原材料取样复试时

间滞后；2、节能分包单

位的分包合同未及时备

案；3、节能设计施工图

节点详图偏少甚至无详

图；4、有的工程在原材

料尚未检测的情况下已

开始施工。 

通过本次检查，基本摸

清了目前青浦区节能工程

的情况，同时对相关单位

提出了整改意见和建议，

为迎接下阶段住建部开展

的建设工程专项节能检查

做好准备。 （王  新/文） 

们的党要植根于人民群众，造福人民群众，

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科学发展观”重要思

想则是十八大的灵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  

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发展的强大  

理论武器，是我们工作中必须长

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

确立“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

指导地位，是我党对人类社会的

历史性贡献。 

十八大报告立意高远，内涵丰

富，重点突出，思想深刻，是一篇马

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我们党理

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水平的进

一步提高，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我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

和坚定，在思想和行动上同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信赖党中央、拥护

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要

求，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增进社会和谐，以实际行动践行党

的十八大精神。     (张林峰/文) 

 

 

12 月 6 日下午，我有幸聆听了区委党校副校长莘小龙教

授在我委作的党的十八大精神学习辅导报告会，莘老师的报告

高屋建瓴，他纵观国际、国内形势、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详

细解读党的十八大精神，使我再读十八大时悟出了新的体会和

感受。 

十八大可以用“举世瞩目”这四个字来形容，它总结了党

的十七大以来５年的工作，回顾总结了 34 年来改革开放的伟

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它是未来中国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纲领性文件，它回应了广大老百姓的企盼，明确规定了我 

 

组成员严格按照考试程序，

宣读考试纪律，大家严格遵

守考试规则，认真做题，考

核圆满成功。 

此次考核不仅巩固了业

务知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细

节上的不足。让我们今后处理

问题时更有把握，对于经办人

的问题能回答更全面、细致、

清晰。       （钱祝君/文） 

 

  
根 据 《 关 于 做 好

2012 年 度 上 海 市 区

（县）建筑建材业受理服

务人员上岗培训工作的

通知 》 要求 。 我区 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参加

培训理论考核。 

本次考试的题型源

于业务大比武的试题,包

括了各个窗口的业务知

识，考核前大家对于实践

中容易遇到的问题都仔

细推敲研究，从而熟悉各

个窗口的业务，准备充分

迎接理论考核。考核当天

井然有序，市考试工作小 

覆盖的监督检查。 

通过此次检查，发现我区受监装

修工程总体状况处于基本稳定受控

状态，未发现有严重违法、违规情况。

监督抽查中也发现的部分工地存在

的一些问题，如个别工地项目负责人

带班制度未有效落实，部分工地施工

用电不规范，部分工人未正确佩戴劳

防用品等情况。区安质监站对现场管

理存在问题的相关工地开具了整改

通知单，对相应责任人员予以了扣分

处理；并将跟踪督促，要求有关单位

认真进行全面的自查自纠工作，举一

反三，及时完成各项整改工作，确保

相关装修工程的实体质量、安全受

控，不发生事故。     （夏全兴/文） 

 

今年 12 月 10 日，因非法

装修改建施工，某区发生了一起

房屋倒塌并造成人员伤亡的事

故，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因

此，为进一步加强我区装修装饰

工程的质量安全的管理，加强装

修工程督查，防范于未然，我站

积极部署并于 12 月 14 日~19

日，组织了对区内所有在建的受

监装修工程的专项监督检查。 

在此次专项检查过程中，区

安质监站工程监督科与执法查

处科组成了联合检查组，对区内

目前在建的 8 个相关装修工程

的建设程序、行为、实体质量、

安全、消防工作等方面进行了全 

 





















































 

为适应新形势下建筑管理

部门的发展和工作需要，青浦区

建筑管理所以建设学习型单位为

契机，在原有贯标制度的基础上

制定了新的学习制度，为学习工

作建章立制，使学习成为全体职

工的一种常态行为。学习制度中

明确了参与学习的对象，学习的

方式，学习的频次，学习的纪律

要求等内容，并将个人参与集中

学习的情况纳入年终考核中，使

学习成为工作的一部分。 

2012 年度，总工程师办公

室作为负责监督条线学习培训的

责任部门，积极贯彻制度精神， 

在内部培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针对新政策、新规范组织监督条线

内部集中学习 12 次，参加培训人

员 245 人次，并以书面练习题的形

式对部分培训内容加以强化。根据

专业监督范围不断扩大的现状，邀

请公路市政方面的专家到单位为

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宣

贯。还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和单位实

际情况多次组织外部培训：如 3 月

参加总站组织的材料检测专题讲

座； 5 月组织参加中国建筑文化中

心培训中心组织的《住房城乡建设

稽查执法工作专题培训班》等专题

培训；8 月参加总站的年度监督人

员 

员注册培训；每月一次派员参加总站组

织的公路工程监督人员培训；11 月参

加协会组织的“保障性住宅常见质量通

病控制培训班”。 

培训内容紧跟工作重点，不断为监

督人员充实理论知识 帮助监督和管理

人员及时掌握管理新政策新规范，提升

业务水平，保障我区建筑业监督管理工

作水平不断提升。       （王  敏/文） 































 

                       

  

外保温材料阻燃性能不符设计标

准。5、特殊工种人员无证上岗（电

焊工、电工）。6、总分包合同未及

时签订，相应安全管理人员不到位。

7、对易燃油漆等未设臵专门的存储

仓库及采取隔离防火安全防范措

施。8、安全防范方案针对性不强，

临边洞口如老虎口，尤其电梯井口

未进行封挡措施。9、施工动火审批

手续不齐。10、监理单位未对施工

现场进行有效防火与安全监管。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我站对严重

存在防火与安全生产隐患的施工项

目给予暂缓施工，并对项目经理扣分

处理。通过此次安全防火大检查希望

项目参建各方能够吸取“11〃15”

等重大火灾事故教训，真正履行各自

安全生产职责。      （夏秀美/文） 

 

2012 年 11 月，为确保十八

大召开期间我区在建工程安全受

控及冬季防火等施工安全，我站

组织了一次安全防火专项检查，

共出动监督人员 112 人次，对 28

个工地进行了安全检查和防火专

项抽查，开具安全隐患整改通知

书 5 张，暂缓施工指令书 1 张。 

通过此次检查发现不少工地

存在操作人员教育与管理人员消

防安全意识不足等问题。具体表

现在：1、部分项目未真正吸取火

灾事故教训，未组织施工人员安

全防火教育。2、安全网与木材堆

放处未配备足够消防器材或失

效。3、施工人员宿舍乱拉电线与

使用高电量的电炉，且未制定安

全防火责任人。4、安全网与节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