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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精神养生 

动作慢一点，精

神放松一点，戒暴

怒，注意忧郁心情的

及时疏导。春季常说

的肝火旺，这类人要

格外注意这一点。总

之，心胸开阔,乐观

愉快是基本原则。 

2.起居调养 

不是一年四季

都适合早睡早起，春

季睡眠原则其实是

晚睡早起。常说的春

捂秋冻是有一定道

理的，不要立即就脱

掉棉衣，特别是老年

人和平时体质就比

较差的人，还是按老

规矩春捂一下好。 

3.饮食调养 

春季可适当多

吃些能温补阳气的

食物。饮食中多食

甜，少食酸，要多吃

些菜。可适当食用辛

温升散的食品，如：

麦、枣、豉、花生、

葱、香菜等，而生冷

粘杂的食物则应少

吃，以免伤害脾胃。 

4.运动调养 

春季应该多旅

游，多散步，多做户

外活动。早晨起床后

起提倡伸一伸懒腰。

适合春季的主要运

动方式如步行，此

外，经络操、气功、

太极拳、五禽戏、八

段锦，这些传统运动

也非常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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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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区建筑建材业受理窗

口于今年 2 月 16 日正式重新

启用，开启崭新的篇章。宽敞

明亮的大厅，开放式的受理前

台，体现亲切、对等、无障碍

服务环境，实行着项目流程和

资质流程的受理服务。为了方

便群众，受理大厅配备了新的

叫号机、休闲排椅、老花镜、

针线包等便民设施，着力为群

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现大厅为 11 个窗口，分

别为 1 号项目报建、2 号项目 

2 月 10 日，建管所党

支部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

围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要求，组织召开了专题

组织生活会，党支部全体

党员参加会议。 

组织生活会上，党支

部书记兼所长吴惠峰同志

代表建管所班子作对照检

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

查，深刻剖析了自身在坚

定理想信念、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

作风建设、积极担当作为、

严格组织生活、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等方面存在的不

足与问题，其他党员纷纷

对其开展批评。随后，其 

他班子成员、党员依次作

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对自

身思想、组织、作风、纪

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深

入剖析根源、认清问题实

质，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

对照检查发言都开门见山 

以上。 

在严肃、民主、团结、

和谐的氛围中，全体党员

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统一了思想、增进了

理解、加强了团结、激发

了动力，引起了共鸣，使

每个党员更加警醒，对自

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了更

准确的把握，达到了克服

不足、解决问题、增进团

结、促进工作的效果。 

最后吴书记指出，此

次专题组织生活会准备充

分、主题突出、严肃认真、

效果明显，我们要把这次

组织生活会作为新的起

点，坚持思想上不放松、

标准上不降低、力度上不

减弱，继续抓好“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更加自觉

地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更

加自觉地在政治思想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进一步规范党内组织

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坚

持民主集中制，努力营造

良好的政治生态。 

（顾慧/文） 

 

 

 

 
 

在 2017 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为了让金泽镇双祥村

的 8 户困难家庭能够过上欢乐祥和的春节，感受到来自社

会的关怀和温暖，1 月 26 日下午，区建管所党支部组织

27 名在职党员赴金泽镇双祥村开展了春节前慰问帮扶活

动。 

 本次结对帮扶家庭有 8 户，大部分都是因病致贫，在

走访慰问过程中，党员与困难群众亲切交谈，了解困难户

的生活状况、健康状况，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和疾病，积极

面对生活。党员们除了送去粮油、牛奶等慰问品和新春祝

福外，还纷纷解囊：300 元、400 元……把自发筹集的慰

问金送到了贫困人员手中。8 户困难家庭非常感谢区建管

所党支部的深情关爱，感谢建管所党员的无私相助，大家

表示一定会树立信心，克服困难，积极投入生活，用自己

的辛勤和努力，增加家庭收入，为党和政府减轻负担，以

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 

区建管所党支部通过每年定期开展春节“送温暖”

活动，帮助金泽镇双祥村贫困群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

事，尽力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努力减轻他们的生活

压力和负担。此次慰问活动中，党员个人捐款共计 8000

元，慰问品折合 1850 元，支部联建扶贫资金 5 万元，总

计 59850 元。区建管所党支部与金泽双祥村结对已持续

了十一年，累计捐助金额已达 43.8 万余元。（顾慧/文） 

号 竣 工 备 案 （ 电 话

69228618）；9 号资质资格、

10 号工人申报系统（电话

69228626）；11 收费窗口为

103 室（电话 69228608）。 

新环境、新气象，业务受

理窗口将继续以“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引，以

“文明五步法”严格要求自己，

恪尽职守，热情服务，使各项

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建筑建材业

的发展！ 

（夏益玺/文） 

登记（电话 69228612）；3

号直接发包、4 号农民工保证 

 

 

 

 

 

 

 

金（电话 69228616）；5 号

专业登记、6 号施工许可和合

同报送（电话 69228620）；7

号施工许可（重大工程）、8  

 

 

 

直奔主题、重点突出、内

容实在。其他党员逐个提

出批评意见。相互批评中，

全体党员坦诚相见、开门

见山，据统计，相互之间

提出批评意见 55 条次，平

均每人接受批评意见 2 条 

 

2 月 3 日新春伊始，也是春

节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区建设

管理委陆章一主任率部分班子成

员走访慰问了区建管所全体干部

职工，与建管所长期工作在第一

线的干部职工们亲切握手、交谈，

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祝福。 

（顾慧/文） 

1 月 23 日，区建管所班子领导带领部分

业务骨干，来到位于胜利路上的青浦消防支

队城北分队，为官兵们送去迎春祝福，并送

上慰问物资。 

陈指导员陪同建管所一行参观了城北分

队新装修的营区，使大家从警营文化了解官

兵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随后，建管

所党支部、工会、团支部代表与消防队指战

员进行了亲切交流，就城北分队多年来给予

青浦建设工地消防宣传中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表示由衷地感谢，并表示建管所将一如既往

地做好拥军工作，积极支持部队建设。陈指

导员也代表消防分队的官兵感谢区建管所的

慰问，他表示部队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大力

支持，希望以后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

为社会平安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顾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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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汉时，

杨震在赴任途中

经过昌邑，昌邑县

令王密山怀金十

斤来拜访他。杨震

说：”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

也？”王密没听明

白杨震的责备之

意，说：“天黑，

无人知晓。”杨震

说：“天知，神知，

你知，我知，何谓

无知？”王密这才

明白过来，大感惭

愧，怏怏而去。         

2、晋代名臣

陶侃年轻时曾任

浔阳县吏。一次，

他派人给母亲送

了一罐腌制好的

鱼。他母亲湛氏收

到后原封不动退

给他，并写信说：

“你身为县吏，用

公家的物品送给

我，不但对我没任

何好处，反而增添

我的担忧。”陶侃

受到很深的教育。 

3 、 南 北 朝

时，南朝的中书通

事舍人顾协，虽位

高权重，但为政清

廉。他曾说：“送

礼纳贿，必然徇情

枉法，吏治怎能清

明？”一次，他以

前的一位门生因

有事相求，送礼向

他行贿。顾协怒不

可遏，责令将这个

门生重打二十大

板，赶出了门外。 

 

资质继续沿用。2017 年起，新建、改建、扩建

建设工程防雷的设计、施工，由取得相应建设、

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核电、

通信等专业工程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 

通过学习例会，我们熟悉了建设工程防雷

许可相关流程节点，按照现有的文件精神进一

步完善各自工作要求，细化工作流程，并做好

新旧流程项目的衔接。 

（钱祝君/文） 

规范建筑劳务用工和工资支付行

为，及早将农民工工资纠纷隐患

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维护建筑

工地和谐稳定。      （滕飞/文）                

工讨薪的企业与工地进行重点检

查。共检查了 1、尚都里休闲广场

北岸项目工程。2、珠江悦公馆项

目工程。要求建设单位认真制定春

节前工程 

款拨付计

划，施工

企业全面

摸清劳务

班 组 情

况，相互

理解，相

互配合，

形 成 合

力，进一

步加强项

目管理，

规范建筑

劳 

2016 年年底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对

全市各区县招投标管理单位和委托管理单位的基础建

设、队伍建设、专家管理、业务监督、标准建设、信

访投诉和行政执法等 7 各方面进行了考评。经评定青

浦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中心被评为先进集体。 

同时，市管理总站对各单位招投标监管人员也进

行了综合评价和考核。青浦区招标投标管理中心李智

被评为招投标监管之星。 

上述荣誉的取得既是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

对我所招投标工作的肯定,也是我们招投标监管科全

体成员在所领导带领下一年来在全区建设工程招投标

监管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的认可。荣誉和成绩代表过

去，招投标监管科在今后将一如既往，在所领导的带 

 

   

  

   

领下，完善制度建设，强化监管不断提升我区建设工程

招投标管理水平。                     （李玮/文） 

为了进一步学习《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市气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关

于贯彻国务院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决定实

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6】60号）

的文件精神，受理中心于1月13日召开了该

文件的学习例会，逐条学习精神要点。主要

变化有： 

一、整合部分建设工程防雷许可。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将原由气象 

部门承担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竣工验收许可工作，整合纳入建筑

工程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备案，

统一由市、区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

门监管。 

二、清理规范防雷单位资质许

可。市气象局不再受理、颁发防雷

工程设计、施工专业资质。2017

年 1 月 1 日前由气象局颁发防雷设

计、施工资质单位可以以当前有效 

为了切实加强我区重点区域

和道路周边工地文明施工水平，保

障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

生区成果，2017 年 3 月 2 日下午，

青浦建管所在 608 会议室对部分

文明施工情况较差的工地举行了建

设工程文明施工约谈。 

通过前期监督巡查发现，在秀

泽路和崧文路相交处，胜利路和盈

港路相交处，周边工地文明施工情

况较差。由于这两处工地都处于基

础施工阶段，现场土方车出入较

多，而工地出入口又缺少冲洗设

施，导致泥土被带到道路上；同时

工地内部主要道路硬化也不到位， 

土方、黄沙露天堆放没有覆盖，容

易产生扬尘；施工现场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随意堆放，没有及时清理；

工地部分围挡破损，围挡、临时用

房存在着黑广告现象。这些情况既 

 

 

 

 

 

 

 

对环境造成污染，又影响我区卫生、

文明城区的形象，急需整改治理。 

针对以上情况，青浦建管所 

根据上级有关领导部门联合签

发的《关于开展 2017 年春节前本市

建筑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专项检查的通知》文件指示精神，本

着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和社

会稳定，使农民工能够及时拿到血汗

钱，顺利返乡。我所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转发了该文件（青建建

【2016】30 号）并下发到各个在建

工地，要求在 12 月 30 日前完成企

业自查工作，并上交《施工现场劳务

用工自查情况表》。春节前夕我建管

所会同区劳动监察大队组成联合执

法检查组，在全区范围内对所有建筑

企业和建筑工地组织进行劳务用工

大检查活动，主要针对区内几个存在

欠薪苗子或在之前曾经发生过农民 

立即召集相关工地施工负责人进

行约谈。通过现场照片向工地负责

人展示工地现场切实存在的问题，

要求各工地立即落实整改。包括完

善工地现场道路硬化，做好车辆出

入冲洗，加强洒水除尘工作，切实

减少工地扬尘污染；及时修补破损

围挡，清理垃圾和黑广告，完善工

地现场环境卫生管理。同时我所还

向各工地提供“绿色青浦”系列公

益广告素材，要求相关单位在工地

围挡上制作公益广告，做好“绿色

青浦”公益宣传工作，切实保障我

区的文明卫生工作顺利开展。 

（吴鑫/文） 

2017 年 1 月，青浦区建管所参加了由上海市建筑

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组织的年终考评工作。今年的考评

与往年有所不同，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散装水泥工作

考评暂停，仅对墙材革新工作开展年终考评，所有参加

考评的区县单位分别在三个地点集中参加考评。市场管

理科代表青浦建管所赶赴闵行建管所参加了本次考核。

通过 PPT，我们将 2016 年度青浦建管所在墙材革新方

面的工作做了整体回顾，汇报了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并

按考评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材料，按照《关于印发<上海

市各区县散装水泥、墙材革新工作考评要求>的通知》

（沪建市管[2013]56 号）的考评要求，最终取得 95

分的成绩。 

日前，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下发了《关

于公布上海市 2016 年度墙材革新工作优秀单位的通

知》（沪建市管[2017]10 号），青浦区建筑建材业管理

所作为墙材革新工作优秀单位予以表彰。在新的一年

中，青浦建管所将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大日常监管、宣

传、培训等方面工作力度，争取在散装水泥、墙材革新

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王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