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版                       信仰是心中的绿洲，思想的骆驼队是永远走不到的。 —— 纪伯伦                                                               网址：www.shqpjgs.com                               电话：69228358                       第一版 

                                                   

 

“三会一课”

是健全党内生活，严

格党员管理，加强党

员教育的重要制度，

对于加强支部建设，

提高党的战斗力具

有重要作用。党支部

要定期召开党员大

会、党支部委员会、

党小组会，按时上党 

课。一般说来，支部

大会每季召开一次，

支部委员会和党小

组会每月召开一次，

党课每季度上一次。

1、支部党员大会：

是党支部全体党员

参加的会议，是党支

部的最高领导机关，

在党支部中享有最 

高决策权、选举权和

监督权。 

2、支部委员会：由

支部大会选举产生，

在支部大会闭会期

间负责日常工作。 

3、党小组会：是指

党小组全体党员参

加的会议。 

4、党课：是对党员

和积极分子进行教

育的最经常最基本

的一种有效形式。党

课的教育形式注重

多样化，做到集中听

课和分散讨论相结

合，上课教育和开展

活动相结合，以消化 

党课内容，增强党课

教育效果。每讲完一

课，要结合思想实

际、确定讨论题目，

认真组织座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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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下午，区建管所召开

了“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行风

监督工作会议”，旨在广泛听取社会

各界对区建管所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强化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不

断推动我所工作，更好地为民服务。 

    会上，吴惠峰书记（所长）就

党建工作、职能管理、其他工作等

方面汇报了建管所 2016 年三个季

度里开展的工作。汇报结束后，行

风监督员积极发言，对我所的工作

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在任务繁重的

情况下，仍然把各项工作有计划、

有措施地落实，为企业提供了优质、

高效、便捷的服务。与此同时，监

督员们也对建管所今后的工作提出

了一些建议：行政服务中心的同志

根据专业的第三方测评机构统计数

据表明我所在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的

考核成绩名列前茅，公众满意度超 

色工作。另外他还

提到，2015 年开

始，我区争创优质

工程的项目明显减

少，本地企业创优

的积极性不高，建

议区建管所对企业

加强引导，提高创

优意识；区机管局 

的同志讲到对工地的在线监控方

面是否可以效仿街镇的网格化中

心，对工地安装多方位的摄像头

以满足对每个工地的实时监控；

上海臻诚建设的代表提到就小型

建设项目交易平台的使用上缺少

建设单位表达意见的渠道，望平

台能加强优化。 

吴惠峰书记（所长）对行风

监督员就我所工作给出的肯定和

提出的建议表示感谢，对有些问

题与建议当场做了详细的解析。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聚焦我区大建设、大发

展、大转型的总体任务，建管所

立足自身工作实际，紧紧围绕“服

务”与“规范”两大主题，坚持

以服务促进发展，依法行政促规

范的工作思路，努力提升我区建

筑建材行业管理水平。（李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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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平均数，一、二、三季度分别高

达 99.19%、99.74%、100%，

另外他也提出两点建议：一、在工

作量大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工作的

宣传力度。二、所领导如何进一步

重视窗口工作；青园建设的代表提

到工程监督科在现场审核流程上

的工作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

因其公司在水电安装的业务方面

知识比较薄弱，望我所牵头组织一

些相关培训；区建筑协会的同志对 

于建管所在城区及主干道

周围工程在建项目围档采

用的公益广告，表示高度

赞赏，相比去年，今年的

公益广告占比有显著提

高，公益广告的宣传不但

净化了社会风气，减少黑

广告，还营造了文明城区

氛围，应大力推广这项特 

为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深入开展，强化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倡导全

体党员干部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

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

新时期合格党员。近日，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

理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围绕 “践行

‘四讲四有’做合格党员”，进行了专题讨论

和交流。 

会前全体党员精心准备，每个人都撰写了

书面讨论稿，会上，夏秀美等 7 位党员紧紧围

绕“四讲四有”的深刻内涵，结合自己的思想

和实际工作情况，就如何践行“四讲四有”做

了交流，全体党员积极讨论并纷纷表示要以 

“四讲四有”为标尺，认真践行“讲政治、有

信念”做到政治上头脑清醒，坚定理想信念不

动摇；践行“讲规矩、有纪律”做到懂规矩、

守纪律；践行“讲道德、有品行”做到有道德、

重品行；践行“讲奉献、有作为”做到工作上

乐于奉献、勇于担当。 

最后，党支部书记吴惠峰作总结发言，他

强调：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党员干部，我们必须

要不断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积极适应新常

态，提高认识，升华思想，加强自身业务学习，

提高专业技能，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

新情况、新工作，做一名新时期“四讲四有”

的合格党员。                 （张林峰/文） 

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11 月 18 日下

午，建管所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观看

了影片《难忘的岁月》。 

电影讲述了 1937—1944 年间，在毛泽东的

领导和支持下，陈云担任 

中央组织部部长七年时间 

里，开展党建工作的历史 

往事。延安时期，毛泽东、 

陈云等革命先辈面对国民 

党与日军的封锁，不畏艰 

难困苦，坚持真理、实事 

求是，卓有成效地在敌后 

方坚持开展人才攻坚战。 

他们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把仅有 4 万名党 

员的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到 121 万人，为中国共产

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片以他们的

事迹为主要内容艺术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

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对延安精神的传 

承和延续。此次观影使我所

党员同志对延安精神的实

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

理解，通过学习伟人坚持党

性、顾全大局、一心为民、

敢于担当的崇高精神，推进

我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活动，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坚

守信仰、不忘初心，坚定信

念、牢记宗旨，坚持自信、 

持续奋进，更好地服务于青浦的“一城两翼”建设。 

http://www.shqpj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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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守刘宠因

为官清廉，政绩卓

著，被调往京城任

职。临行之前，但

见几位白发老人，

蹒跚而至，说是要

为太守送行。刘宠

连忙谢过，老人们

说：“以前为官者

贪钱恋物，常常闹

得鸡犬不宁，百姓

寝食不安。自从您

任太守，官吏克己

奉公，百姓安居乐

业。今日太守要

走，大家实感难舍

难离，特来专程相

送，以表心意。”

说着，每人托出一

百文钱，要交给刘

宠留着途中使用。 

刘宠听罢十

分感动地说：“父老

们如此过奖，我实

在愧不堪言。大家

的心意我领受了，

这钱我不能收，还

是请带回去吧。”

老人们执意赠送。

刘宠无奈，只得从

每人手里拿了一文

钱收下，老人们这

才称谢作别。刘宠

见老人们渐渐远

去，遂将收下的几

文钱轻轻投进河

中。此事很快传开，

人们纷纷称赞刘

宠，有人为他起了

个美名，叫“一钱

太守”。据说，如今浙

江绍兴市北面的钱

清镇，就是当年刘

宠投钱入河的地方。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并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合格。 

但仍存在以下问题：部分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不齐全；安全生产责任考核资料不全；部分企业

未按规定配备足够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部分

企业未建立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部分公司忽视企

业日常安全生产管理资料记录、收集和归档，项目

现场检查资料不全。针对以上问题本次检查共开具

整改单 7 份，要求企业通过核查，提高安全意识，

加强日常管理，保障安全生产投入，确保企业安全

生产条件符合要求。                （王敏/文） 

为了规范本市各区县监督程

序，提升各站监督能力，由青浦区

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牵头，在

青浦卓越世纪中心项目，开展了

2016 年度（第四片区）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现场土建监督业务对标。

徐汇、黄浦、临港、虹口、青浦等

五个区县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

站参加了此次对标活动。由总站对

标负责人及各站分管负责人成立

了领导小组，对本次对标活动进行

指导。 

青浦卓越世纪中心项目由中 

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承建，目前

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

工。本次业务对标活动

主要检查混凝土结构工

程、砌体结构工程、钢

筋工程等实体质量以及

相应的技术资料和检测

报告。参加对标的各区 

县监督站按照日常监督流程，依

次对工程实体质量和资料开展检

查。然后分别向领导小组进行汇

总，总结该工 

程存在的质量 

问题，并开具 

相应的行政指 

令单。 

通过开展 

此次监督系统 

业务对标活动，各区县监督站对

同一工地开展 

了质量专项检 

查。各站检查的方法和侧重点不太

一样，发现的质量问题也不尽相

同，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出工地上

存在的质量问题，督促工地做好整

改工作，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同

时各站可通过此次对标活动互相

学习，借鉴其他站好的监督方法，

找出自己站的不足。从而进一步规

范各站监督程序，共同提升各站的

业务能力，促进我市建设工程监督

总体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吴鑫/文） 

   
  

   

为规范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进一步加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按照

《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相

关规定，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所于近期开展 2016

年度青浦区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检查。本次检查在

我区三级资质施工企业中共抽取 12 家单位，资质类

别包含建筑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三

类。本次检查依据《施工企业安全生活评价标准》主

要检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企业安全技术管理、企业

设备和设施管理、企业市场行为、企业施工现场安全

管理等 5 方面内容。 

通过检查发现：所有企业均处于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限期内。大部分企业建立了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和 

理，一边登记装袋，以防止衣物在

邮寄的路途中被雨打湿。 

短短两个小时，活动就收到了

所内同事捐赠的成人和孩童冬装

150 多件。原本此次活动仅仅是针

对本单位同志的，没想到有几名爱

心人士闻讯赶来捐衣捐被，将他们

的爱心一并委托我们送给贫困山区

的孩子和老人。下午四点，志愿者

们在收集并整理完募集来的衣物

后，马不停蹄赶往邮局，打包装袋，

将装满我们爱心的满满五大袋冬装

邮递往了甘肃省的两个贫困村。 

中国的某些地区不少人还挣扎

在贫困线上，经济、人口、生态三

个系统形成恶性循环。在乡下，对

于贫困家庭来说，购买新衣物，也

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也许我们才穿

几次就因为不喜欢而压箱底的衣服

正是一个山区孩子在新年里，唯一

想得到的礼物。 

12 月 2 日下午，青浦区建筑建

材业管理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在建

管所受理服务大厅开展了“情衣棉绵

暖今冬”——爱心捐衣活动。本次活

动旨在呼吁大家将闲置的冬衣转赠

给最需要它们度过这个寒冷冬天的

贫困山区老人和孩子。活动尚未开

始，募集区便人头攒动。大家热情地

拎着大包小包踊跃捐赠。成人羽绒

服、棉衣、皮夹克，孩童棉服、毛衣

毛裤、9 成新的棉被、书包围巾……

很快募集区便堆满了爱心同事们捐

赠的冬衣冬裤。志愿者们一边收集整 

 

我们也许没有很高的收入，

我们也许没有多余的存款，我们

也许捐不起一座希望小学，但我

们可以把我们不需要的旧物转给

那些需要它们的人，这只需要我

们的爱心。 

爱心不分你我，爱心不分大

小，爱心最需要的，就是传递。 

（团支部供稿）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绿色建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4-2016）》，切实推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发

展，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绿色生态城市，宣

传《关于印发<上海市建筑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管理

暂行规定>的通知》文件精神，我所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下午组织《建筑废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专题培

训。 

本次培训特邀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赵

立群教授主讲，区内预拌混凝土企业（站、场）、通过

认定的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和新型墙材生产企业的企业

负责人和实验室负责人共 30 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赵

教授从建筑废弃混凝土和混凝土、墙材及砂浆应用现

状；建筑废弃混凝土利用的标准及规程 ；建筑废弃混

凝土生产预拌混凝土、混凝土砌块（砖）和预拌砂浆质

量控制要点等三方面进行了宣贯，使与会人员对建筑废

弃混凝土资源化利用有了一定了解，为今后开展此项工

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周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