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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最根本的观

点是什么？唯物史

观根本观点的重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开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开辟带有浓厚的哲

学色彩。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大讨论，党的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的重新

确立，成为我国进入

新的历史时期的开

篇之作和重要标志；

唯物史观的根本观

点即生产力观点的

重申，使得我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真正走

上了科学的道路。 

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和发

展社会主义？多年

来我们没有完全搞

清楚，认识不是完全

清醒的。我们坚持的

是科学社会主义。科

学社会主义以唯物

史观为理论基石。那

么，什么是唯物主义

历史观？什么是唯

物史观最根本的观

点？过去，我们一度

把对唯物史观的理

解停留在阶级斗争

的层面。大家都熟悉

毛泽东讲过的一段

话：“阶级斗争，一

些阶级胜利了，一些

阶级消灭了。这就是

历史，这就是几千年

的文明史。拿这个观

点解释历史的就叫

做历史的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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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监管，

增强工程建设参与各方的质量管理

意识，深入贯彻《上海市建设工程

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提升我区工

程质量整体水平，营造建筑企业争

先创优的氛围。9 月 21 日，青浦

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召开了

青浦区 2016 年建设工程质量现场

观摩会，来自全区在建项目的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负责人

共计300余人共同观摩了青浦区港

隆国金中心项目（施工总包单位：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青

浦新城 63A-03A 地块普通商品房

项目（施工总包单位：浙江宝业住

宅产业化有限公司），青浦区建设和

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许卫民、青浦区

建筑建材业管理所所长吴惠峰、副

所长姜海强等领导在相关负责人的

陪同下对现场进行了参观指导。 

 

现场创新质量控制手段，坚持技术

交底和技术创新，成立施工质量检

查小组，落实企业负责人带班制度，

对项目质量安全生产工作实行常态

化、规范化管理。 

工程质量，百年大计，此次建

设工程质量现场观摩会，区内各在

建工程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等主要负责人纷纷到场参观

学习。观摩工地的优秀工程质量也

让各位参观者对“优质工程”有了

更进一步的认识，许多参观者都拿

起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先进典型。在

努力学习先进的施工工艺和良好的

质量管控措施的同时，大家也互相

交流各自好的施工经验和做法，共

同提升质量管理能力，为全面提高

我区建设工程质量水平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共同推动我区建设工程质

量迈上新的台阶。    

（吴  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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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观摩工地现场，随处可见

的“提高安全质量意识、确

保工程质量”的标语，使得

“质量为重”的主题非常突

出。此次观摩会的两个工程

项目都采用了装配式建筑

这一先进的施工工艺。与传

统的现场浇筑混凝土施工 

相比，装配式建筑采用工厂预制混

凝土构件（PC 构件），施工现场安

装的施工方法，具备工程质量好、

施工速度快、现场污染小等特点，

是实现建筑产业化和绿色建筑的

发展方向。在工地现场，PC 构件

堆放区域合理布置，安装严格按照

标准程序进行。观摩工地建立工序

样板制度，设立了实体样板区、PC

样板区、塑模样板区、绿色环保节

能样板区等，为施工质量控制提供

了良好的标尺。现场建筑结构的

柱、梁、墙的阴阳角顺直且饱满、 

堆放材料处设有防雨棚、严

格控制了原材料的质量。施

工时通过采取每层二次放线

来防止结构尺寸偏差和外立

面垂直度产生偏差等一系列

质量控制措施以确保工程质

量。在质量管理方面，项目 

为继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近日，建管所党支部围绕“学习系列讲话、增

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开展专题学习讨论，全体党员参加会议，党支

部书记吴惠峰同志主持讨论。 

会前全体党员精心准备，每个人都撰写了

书面讨论稿。会上张文、沈晓冬、周志华、程

晓波、李玮、陶玲 6 位同志，围绕“增强政治

意识、坚定正确方向，增强大局意识、推进事

业发展，增强核心意识、确保集中统一，增强 

看齐意识、严守纪律规矩”等四个主题，

进行了心得体会交流。大家各抒己见，

从不同角度并结合自身工作，谈认识、

谈体会、谈感受，同时针对自己在思想、

学习、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深

入剖析，提出了努力方向。 

最后所党支部书记吴惠峰作了总结

发言，他强调：“学习系列讲话，增强

四个意识”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

动的规定内容和根本要求。 

动的规定内容和根本要求。政治意识是前提，

大局意识是关键，核心意识是根本，看齐意识

是标尺。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把“学习系列讲

话，增强四个意识”摆在重要位置。要善于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情况，准确把握路线政策，精

准把握服务对象发展特点，着眼长远和全局，

统筹推进。要强化自身专业技能，不断寻求新

的思路和方法。要注重工作细节，精准精细做

好建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党支部/供稿） 

为引导我所党员干部进一步

警醒自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

根据委纪委要求，近日，建管所党

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及积极 

分子观看了大型电视专题

片《永远在路上》第一集：

《人心向背》。 

《人心向背》以习近

平总书记 2015 年新年贺

词为开端，列举了多位省部

级腐败官员的严重违纪案

例，白恩培、周本顺、李春

城等案件当事人现身说法， 

深刻剖析和忏悔。专题片又针对这

些案例进行深入点评和分析，警示 

 

教育党员干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筑牢理想信念的根基，从 

而表达中国共产党对“有腐必惩， 

  

 

 

 

 

 

 

 

 

 

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腐败分

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的践行性。 

 

 

 

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观看了专

题片后，纷纷表示《永远在路上》 

带给我们的是心灵上的触

动、思想上的教育、行动

上的推进。作风建设永远

在路上，作为党员干部在

思想上要做到“心有所

畏、言有所戒、行有所

止”；在工作上要搞清服

务与监管的辩证关系，切

实加强党性锻炼与修养，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为我区建筑建材 

业健康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周子恬/文） 

http://www.shqpj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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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五十

岁时，家人要为其

祝寿，他一再制

止，并嘱咐家人不

准宣扬。谁料，寿

辰这一天，来了一

个送礼人，双手抱

着一盆盛开的月

季花，家人便问：

“请问尊姓大名，

有何事?”来者说：

“我叫赵钱孙李，

来祝寿的。”家人

听罢，奇怪地笑

道：“那有这样的

名字呢?”来者说：

“我本姓赵，右邻

姓钱，左邻姓孙，

对门姓李，知府大

人今年五十大寿，

大家推荐我送一

盆月月红，给知府

大人做寿礼。”家

人听后，知是百姓

心意，本想收下，

但大人从不收礼，

只好叫来者说出

理由，那人思忖片

刻，道出：“花开

花落无间断，春去

春来不相关。但愿

大人常康健，勤为

百姓除赃官。”家

人把诗写在纸上，

叫仆人把诗送给

苏东坡看，让他来

处理此事。不一会

苏东坡出来亲自

收下那盆月季花，

笑着咏诗道：“赵钱

孙李张王陈，好花

一盆黎民情。一日

三餐抚心问，丹心

要学月月红。” 

 

 

实验室设施环境基本符合规范要求。但还存在

检测报告信息修改申请不规范、部分资料签字

不全、检测原始记录标准依据引用错误等问

题。 

本次检查我所还特邀了 2 位区内检测技

术专家，在检查的同时也增进了区内检测机构

的技术交流。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严格落实

区建管委“两学一做”的工作要求，既严格监

管，又做好对企业的服务，积极引导企业科学、 

规范的开展检测工作。 

通过检查，区内各检测

机构提高了质量意识，

均表示将严格遵循守法

诚信、独立公正、科学

规范的原则开展检测活

动，为我区工程建设质

量再上新台阶提供有力

保障。      

（王  敏/文） 

 

 

为切实做好 G20 峰会空气质

量保障工作，根据现场指挥部的指

令及区建管委的工作部署，区建设

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于 8 月 26 日

启动了 G20 峰会空气质量保障工

作。区安质监站专门召开专题会议，

进行了工作计划及部署，第一时间

向全区在建项目群发短信，要求各

工地立即采取各项控制扬尘污染的

措施，加强洒水清扫、裸土覆盖、

及时清运场内垃圾，切实控制扬尘

排放，并要求所有在建工地从 9 月

3 日起至 9 月 6 日，全面停止施工

作业。 

8 月 26 日至 9 月 6 日，区安

质监站共分成 5 个检查小组，出动

监督人员 789 人次，检查工地 161

个，分别由建管委副主任许卫民、

建管所所长吴惠峰、副所长姜海强、 

沈晓冬带队检查，共针对 5 个项目

开具了 6 份停止施工指令单并移

交执法。期间，我站特别针对辖区

内安装了扬尘监控设施的工地，及

区监测点周边工地进行了全覆盖

检查，并进行了现场督导，对于扬

尘问题严重的区域例如双桥地铁

站附近工地由领导亲自带队蹲点

指导工地进行文明施工整改并进

行夜间巡查。从检查情况来看，共

发现问题项目 14 个，主要涉及施

工道路干扫洒水不及时、露天裸土

黄沙未遮盖、施工道路扬尘积灰积

浆和未停止施工等问题，通过我所

监督人员的现场督导，大部分工地

都及时整改到位。对于盈浦街道漕

盈路项目、恒大项目、大发项目及

无施工许可擅自施工的中南、融信

5 个工地出现的施工现场扬尘严

重并整改不力的情况开具了停工 

单并移交执法。特别对盈浦 

街道漕盈路项目进行了社会曝光，

目前该项目正在整改过程中，我站

将进一步督促其整改到位。我站针

对环保局发布的扬尘数据进行实时

关注，一旦有工地监测数据偏高就

立即派员进行现场督导，在检查过

程中，也发现了部分监测设备故障

问题导致的监测数据异常过高的现

场，督促施工现场进行了设备报修，

并恢复了数据正常。我站在巡查项

目工地的同时，也关注项目周边环

境问题，比如在检查浩泽家园项目

的时候，发现了导致该监测点的数

据异常过高是由于周边一个房屋拆

除项目造成的，我站第一时间联动

了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了处理，确保

了建筑工地及项目周边的降尘措施

得到有力落实，全面保障 G20 峰会

的顺利召开。      （夏秀美/文） 

   
  

   

 

为了规范本区建设工程检测活动，进一步提高检测工

作质量，9 月 19 日至 9 月 22 日，建管所市场管理科在本区

范围内开展区内对外检测机构的专项检查。本次检测机构专

项检查共检查了 5 家检测机构。检查的内容包括：检测机构

企业及从业人员资质资格情况；企业质 

保体系的建立和落实情况；检测过程质

量；检测档案管理等 4 个方面。 

从本次检查的情况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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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0 日清晨，青

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

门口又出现了一群身穿

绿色志愿者服装的可爱

人群，青年们拿着水桶、

抹布、问卷表等工具，为

区建管委“低碳出行在我

心，我是党员我先行”系

列活动再次行动。我所志

愿者队伍，一共分成三

组，分别前往建交大楼、 

金域水岸苑、盈浦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三个服

务点，开展活动。 

志愿者青年们，按照活动程序，在服务

点合适的地方悬挂上了“世界无车日”宣传

横幅，在对应站点控制器上张贴“服务点认

领标示，然后各组志愿者青年”开始了对“服 

过程中，青年志愿者们还对

经过“服务点”的社会群众开展

了问卷调查，并对被调查人做简

短的调查内容介绍，有时被调查

人提出了各种问题，我们的青年

志愿者们更是耐心详细的为他

们讲解，整个过程都是有序进行

着。 

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的青

年们通过自身的行动，进一步向

全社会推广了我区公共自行车

的租赁使用，提升了广大干部职

工、群众百姓“绿色出行”的意

识，为环境保护、道路畅通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团支部/供稿）         

10 月 9 日上午，建管所 4 位工会会

员参加了全区性义务献血活动。 

当我们一行到达集中采血点时，等

待献血的人群已排起了长龙，大家都安

静有序的在各单位工会干部和血站医务

人员的引导下，做抽血前的准备工作，

有的在认真填写《献血登记表》，有的挽

起袖子配合验血压，有的在小声交流着

献血的注意事项。 

建管所此次献血的青年，都是自发

报名的，他们中有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

的，也有多次奉献爱心的，他们用实际

行动，履行一个公民的光荣义务，用自

己的行动进一步弘扬了“人道、博爱、

奉献”的精神。        （工  会/供稿） 
 

务点”车桩、车辆进行仔细的擦

洗，眼看着一桶桶清水变黑，看

着每个服务点20多个车桩及车

辆变的清洁一新，志愿者青年们

一个个满头大汗的脸上洋溢的

是充满成就感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