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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治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近期安全生产会议精神，根据《省

安委会办公室关于防懈怠防松劲防反弹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的通知》（苏安办电﹝2019﹞28号）和《关于加强城市桥梁

等住房城乡建设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苏建传

﹝2019﹞20号）等文件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和要求，

决定从即日起至2019年12月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建筑施工安全

集中整治工作。具体整治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思想和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部

署要求，以铁的决心、铁的手段、铁的纪律集中开展对建筑施工

工地安全隐患地毯式大排查大整治，坚决确保隐患整治“零漏

洞”、安全责任“零缺位”、安全问题“零容忍”，有效遏制各类建

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全市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稳定可控，为无锡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整治范围、主要内容和重点 

（一）整治范围 

本市依法纳入施工安全监管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及其参建的建设、监理、施工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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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行为的专项整治 

1、进一步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一是贯彻落实《无锡市

安全生产条例》，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健全各层级

检查、各类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制度，特别是施工现场要严格执

行班前晨会培训交底制度。二是切实落实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履职

履责。企业主要负责人（分支机构负责人）应按规定带队开展月

度（季度）检查，并在节假日、重要会议期间和特殊气候条件下

做好带班值守和带队检查；项目经理应按规定要求在岗履职到

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应符合要求，项目部管理人员必

须做到与工人同步上班、同步下班，严格执行关键工序旁站监督

制度以及施工现场定期巡查制度；周末、节假日应落实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主要项目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生产经理、

安全总监）、监理单位主要项目管理人员（项目总监、总监代表）

领导值班值守。三是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安全日检、周检、月检等

联合检查制度，安全检查资料应真实可靠，检查结论应与现场情

况相符合，并做到检查出的隐患及时消除闭合。 

2、进一步强化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严格按照《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37号）、《江苏省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

管理实施细则（2019版）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关键节点风险管控的通知》（建办质〔2017〕68

号）等文件的要求，强化危大工程管理，控大风险、排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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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大事故。各地、各有关单位应按要求对所属工地的危大工程动

态掌握并填报安全监管台账。 

3、进一步强化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进一步贯彻执行好《市

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建设工地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

见》（锡政办发〔2018〕86号）和《关于印发〈关于在无锡市建

筑施工工地开展扬尘污染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行动方案〉的通

知》，强化落实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 

（三）施工现场的重点整治内容 

1、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强化工地消防安全管理，严格

施工现场的动火作业管理，特别是电气焊、切割、防水材料的热

熔以及有限、密闭空间的动火作业，杜绝火灾事故发生，重点整

治以下内容：动火作业未经审批的；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

动火作业前未对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未设置警戒区域，采取

有效物理隔离措施的；电焊作业未设置“接火斗”等专用焊渣收集

装置的；五级以上风力时未停止室外动火作业的；施工现场危化

品、易燃易爆物品（特别是挤塑板、岩棉板、模板、油漆、防水

材料、氧气瓶、乙炔瓶、汽油、柴油、炸药等）存放管理不到位、

不符合要求的；作业人员在施工现场吸烟的；安全网、办公区或

生活区板房所用材料燃烧性能不符合要求；工人宿舍使用220伏

用电插座的；现场消防系统不符合要求，消防管、消防水源等不

完善的。 

2、开展预防高坠专项整治。进一步强化预防高坠各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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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重点整治以下内容：工地现场临边、洞口防护设置不

到位或防护设施临时拆除后无替代措施的；高处作业人员不按要

求配备佩戴安全带、安全帽的；超过3.6米的支模架不按要求设

置水平兜网的；高处作业吊篮未经检测和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

防坠安全锁超过标定期限的，高处作业吊篮内同时有2名以上作

业人员的；移动操作平台、悬挑式物料平台等未按方案搭设、验

收的。 

3、开展深基坑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必须符合以下要求：基

坑支护及开挖符合规范、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基坑施工

时对主要影响区范围内的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保护措施符合

规范及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基坑周围地面排水措施符合规范及

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基坑地下水控制措施符合规范及专项施工

方案的要求；基坑周边荷载符合规范及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基

坑监测项目、监测方法、测点布置、监测频率、监测报警及日常

检查符合规范、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基坑内作业人员上

下专用梯道符合规范及专项施工方案的要求；基坑坡顶地面无明

显裂缝，基坑周边建筑物无明显变形。 

4、开展建筑起重机械专项整治。进一步强化工地建筑起重

机械安全管理，督促塔吊、门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使用单位全

面开展建筑起重机械检测评估和隐患整改工作，重点整治以下内

容：安拆、顶升或附墙安装过程中，未落实作业令制度的；施工

电梯防坠器超过标定期限或未定期进行防坠落试验的;存在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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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吊物下方或起吊位置附近作业、不同种类（长度）物料混合捆

扎吊装、歪拉斜吊或捆绑不牢进行吊装作业的；散料吊装未采用

专用容器或容器内装的物品过满的；吊装区未设立警戒区，无专

人值守的；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未进行安全技术

交底的；未按规定办理安装告知、使用登记(含续期)手续的；未

经检测和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 

5、开展扬尘污染防治专项整治。全面实施“566”建设工地扬

尘治理工作要求（“五个严禁”、“六不开工”、“六个百分之百”），

“五个严禁”，即：严禁施工车辆带泥上路，严禁凌空抛物，严禁

现场搅拌混凝土或砂浆，严禁易扬物料露天放置，严禁土方裸露

堆放；“六不开工”，即：审批手续不全不开工、围档不合要求不

开工、地面硬化不达标不开工、冲洗排放设备不到位不开工、保

洁人员不到位不开工、不签订《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书》不开工；

“六个100%”，即：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的文明施工行为，全面

实现施工现场围挡率、进出道路硬化率、工地物料覆盖率、场地

洒水清扫保洁率、密闭运输率、出入车辆清洗率达到100%。 

（四）重点领域的专项整治。 

1、小型工业厂房项目和商品房开发项目。一是各地区要全

面梳理工业厂房和商品房开发项目，摸清底数、建立区域内的项

目全清单。二是要督促企业强化项目人员管理，坚决杜绝技术负

责人不到岗、安全员、质量员配备不足，管理资料代签，未按要

求开展教育培训及实名制管理等现象。三是要加大对现场安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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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的监督检查，重点整治临时设施、扬尘管控符合率不高，施工

现场模架体系搭设、临时用电、临边防护存在安全隐患，危大工

程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方案的完善与落实、安全技术交底、

分部分项验收，施工监理单位日常巡查等环节管理缺失，切实做

到安全隐患排查情况明晰、整改落实到位。各地区要对工业厂房、

商品房开发项目的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排序，并对外公布。 

2、轨道交通工程项目。一是4号线地铁主体施工，着重抓好

深基坑的支护、降水、开挖、监测，高支模的材料、搭设、验收

方面管理；针对4号线区间盾构掘进，着重抓好盾构队伍、设备

保养、应急处置方面管控。二是3号线后续机电、装饰，着重抓

好临时用电、登高作业方面以及交叉作业的管理；同时着重抓好

3号线后期附属结构的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确保体系不断、标准

不降。 

3、市政道桥工程项目。一是强化对各类高处作业平台、架

桥机、起重机械设备、脚手架、模板支撑体系等安全隐患和违法

违规行为，确保施工作业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二是开展施工围

挡专项整治。全市在建市政工地应严格按照《无锡市建设工程文

明施工管理办法》以及我局相关文件要求，规范设置施工围挡，

对围挡结构受损，画面脱落污损等情形进行全方位排查整改。 

三、工作方法和步骤 

（一）动员部署，企业自查自纠阶段（从即日起-2019年10

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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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区、无锡经开区要细化制定本地区切实可行的安

全隐患集中整治方案，并将方案于10月23日前报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按照对承接的所有在建工程项目要

专项整治工作要求以及行业检查标准，组织开展全面的自查自

纠，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消除安全隐患，相关检查

记录留存项目备查。 

（二）立行立改，全面排查阶段（2019年11月1日至12月31

日）。 

在企业及项目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各地、各有关单位要按照

“排查深入见底、整治坚决彻底”的原则，开展“地毯式”排查整治，

细化检查事项、具体内容和检查标准，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全部

建筑施工项目进行全覆盖检查，首先要重点核查项目的自查自纠

情况，对弄虚作假或流于形式的一律予以停工处理，对项目涉及

危大工程、建筑起重机械、临边洞口等安全隐患的，一律也要签

发局部停工通知书，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和问题，各地、

各有关单位要切实做好跟进处理，督促参建各方落实整改落实到

位。 

各地要做到检查项目全覆盖、问题清单全排查、安全隐患全

整改，同时加大对违法建设、未批先建等行为的查处力度。集中

整治期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组织督导检查，重点督查各地、

各有关单位的部署发动和组织开展情况、专项整治的落实情况和

隐患整改闭合情况，同时按照区级项目的20%进行抽查，发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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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部门履职不到位的，进行全市通报。 

四、工作要求 

（一）突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成立市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

治工作组，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任副组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分管负责同志

和各市（县）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成员。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要分别细化实化工作方案，

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切实把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任务和要

求传达到每个参建单位、工地项目。各地、各部门和单位要充分

认清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加强组织领

导，突出工作重点，深入开展当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坚持领

导亲自部署、亲自带队检查，增加检查频次，加大安全检查力度，

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二）加大执法力度。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集中力量、突出

重点、务求实效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隐患专项整治。要针对深基坑、

高支模、起重吊装等危大工程及大型机械设备管理方面，要指导

督促企业建立重大安全风险源清单，完善日常管控机制，加强风

险预防预控。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不符合

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依法关停一批，对施工现场安全整改不力的

项目坚决责令停工一批，利用信用考核等手段对违法违规企业联

合惩戒一批，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项目和个人问责曝光通报一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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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各地、各有关单位要站在为全市

高质量发展创造最安全稳定环境的高度，强化安全生产精细化、

科学化、长效化管理，并进一步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

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五落实五到位”，全面推进依法治安，实施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要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生产预防控制体系，加强应急处

置能力建设，切实提高安全保障能力，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 

（四）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要充分利用整合现有现场监管

一体化系统，依托施工现场智能化信息管理系统，搜集来自建筑

市场和施工现场等多方面数据，并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根据工

程管理中主体单位的行为特点自动研判，进一步打通从施工一线

操作到远程监管的数据链条，从而基本实现人员履职自动化监

管、质量安全风险分析预控和文明施工自动化监管等远程智慧监

管，提高行业监管效率和服务水平。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搭建市级层面的“智慧工地”监管平

台，市财政局、大数据局按照职责做好配合“智慧工地”监管平台

的经费保障以及技术支撑，各地有关部门负责做好配合“智慧工

地”监管平台的数据接入和调研等基础工作。 

（五）加大宣传通报力度。各地、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采

取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拓宽群众

参与渠道，进一步健全群众投诉、举报机制，市、区两级主管部

门设立专门的举报电话，并对外公布，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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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强化社会监督。对推进不力工作滞后的地区进行约谈，限期

整改，对集中整治行动成效显著的地区及经验做法加强宣传报

道，充分形成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责任主体单位具体实施、员工

群众关心安全集中整治的良好氛围。 

（六）加强信息报送。一是各市（县）区、无锡经开区要制

定本地区的集中整治方案，并将集中整治方案（含集中整治工作

计划）于10月23日下班前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二是请各地、各

部门和单位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闭合、停工处理情况和执法处

罚、公开曝光等情况（见附件：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治每日情况

报表）于每日下午四点前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同时，要及时

总结集中整治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完善安全监管长效机制，集

中整治结束后，要形成工作报告，并于2020年1月6日前报送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 

 

附件：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治每日情况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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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当日工

作概况

出动检查
人员
（名）

聘请专家
（名）

检查工程
项目
（个）

排查隐患
（项）

已完成隐
患整改
（项）

其中涉及
危大工程
的隐患
（项）

其中已完
成危大工
程的隐患
整改
（项）

涉及危大
工程的隐
患具体情
况及采取
措施情况

发现存
在安全
施工违
法违规
行为参
建单位
（家）

依法查
处参建
单位

（家）

其中，
取缔

（家）

其中，
关闭

（家）

其中，
停工

（家）

其中，
封停

（家）

其中，
行政罚
款（万
元）

其中，
刑事处
罚

（家）

典型违
法违规
行为查
处情况

当日
(文字描
述)

(文字描
述)

(文字描
述)

累计
(文字描
述)

(文字描
述)

(文字描
述)

当日情况（文字描述）

累计情况（文字描述）

二、集中整

治情况

三、需要协

调解决的问

题

四、典型做

法或事例

项目

3、核查

举报情

况

 建筑施工 安全集中整治每日情况报表（2019年   月   日）

主要是当日重要工作部署或重要活动（含市领导作出的最新指示或要求）（文字描述）

1.隐患排查处理 2.违法违规行为处理

当日情况（文字描述）

累计情况（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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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现场的主要隐患清单
备
注

1

1、施工企业未建立定期对企业所属项目安全检查及事故隐患排查制度或隐患未及
时组织整改；
2、项目部未建立定期检查制度或隐患整改未及时闭合，安全管理人员未开展日常
巡视；
3、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项目经理及主要管
理人员未在岗履职。
4、未定期开展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或培训流于形式；
5、对现场模架体系、机械设备等未组织验收投入使用；

危大
、超
危大
工程
安全
管理

1、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提供工程周边环境等资料的；未按照本规定在招标文件
中列出危大工程清单的；未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危大工程施工技术措施费或
者相应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的。
2、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编制并审核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未对超过一定规模
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的；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或
者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的；未在危大工程实施前组织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
的；
3、监理单位未按照本规定审查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未按照本规定编制监理
实施细则的；未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的。
4、监测单位未按方案开展监测的或出现报警未及时上报并建议处理的；

高处
作业

1、工地现场临边、洞口防护设置不到位或防护设施临时拆除后无替代措施的；
2、高处作业人员不按要求配备佩戴安全带、安全帽的；
3、超过3.6米的支模架不按要求设置水平兜网的；
4、高处作业吊篮未经检测和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防坠安全锁超过标定期限的，
高处作业吊篮内同时有2名以上作业人员的或生命绳未挂设及未将吊篮降至地面或
平台进出吊篮的；
5、移动操作平台、悬挑式物料平台等未按方案搭设、验收的。

项目

1、动火作业未经审批的；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
2、动火作业前未对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未设置警戒区域，采取有效物理隔离
措施的；
3、电焊作业未设置“接火斗”等专用焊渣收集装置的；
4、五级以上风力时未停止室外动火作业的；
5、施工现场危化品、易燃易爆物品（特别是挤塑板、岩棉板、模板、油漆、防水
材料、氧气瓶、乙炔瓶、汽油、柴油、炸药等）存放管理不到位、不符合要求的；
6、作业人员在施工现场吸烟的；安全网、办公区或生活区板房所用材料燃烧性能
不符合要求；
7、工人宿舍使用大功率电器；
8、现场消防系统不符合要求，消防管、消防水源等不完善的。

安全主体责
任落实

1、安拆、顶升或附墙安装过程中，违规操作；
2、施工电梯防坠器超过标定期限或未定期进行检查维保的；
3、存在工人在吊物下方或起吊位置附近作业、不同种类（长度）物料混合捆扎吊
装、歪拉斜吊或捆绑不牢进行吊装作业的；
4、散料吊装未采用专用容器或容器内装的物品过满的；
5、吊装区未设立警戒区，无专人值守的；
6、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
7、未按规定办理安装告知、使用登记(含续期)手续的；
8、未经检测和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
9、移动式汽车吊、混凝土泵车年检、特种作业证书及支腿设置、停靠位置等不符
合要求；
10、安全保险装置失效，违规操作；

大型
机械
设备
管理

附件一：建筑施工安全集中整治的主要隐患清单

施工
现场
消防
管理

2

实体
安全
管理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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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电线路防护未到位，未经检查验收；
2、场内架空线路未按要求采取绝缘等措施
3、总箱、分箱、开关箱未定期检查，未落实三级配电两级保护，漏电保护器失
灵，参数不正确；
4、小型机械进场验收记录不齐全，未有接地保护，预防机械伤害各项措施未落
实；
5、宿舍区私拉乱接，使用大功率电器；
6、地下室等潮湿作业环境临时用电不规范；

模架
体系

1、搭设材料不符合要求，与方案、计算书不一致；
2、支撑体系搭设不完善，缺失扫地杆、竖向剪刀撑、垂直剪刀撑、水平杆加强区
、与周边建筑物连接等；
3、落地式脚手架、底层模板支撑基础未硬化；
4、重点部位如梁底立杆未设置或设置不规范等；
5、模架体系堆载过大；

3

未严格落实“五个严禁”、“六不开工”、“六个百分之百”。（“五个严禁”，
即：严禁施工车辆带泥上路，严禁凌空抛物，严禁现场搅拌混凝土或砂浆，严禁易
扬物料露天放置，严禁土方裸露堆放；“六不开工”，即：审批手续不全不开工、
围档不合要求不开工、地面硬化不达标不开工、冲洗排放设备不到位不开工、保洁
人员不到位不开工、不签订《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书》不开工；“六个100%”，即：
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的文明施工行为，全面实现施工现场围挡率、进出道路硬化率
、工地物料覆盖率、场地洒水清扫保洁率、密闭运输率、出入车辆清洗率达到100%
。）

备注：以上隐患包括不限于。

文明施工管
理方面

2

实体
安全
管理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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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施工现场的主要隐患清单
备
注

1

1、施工企业未建立定期对企业所属项目安全检查及事故隐患排查制度或隐患未及
时组织整改；
2、项目部未建立定期检查制度或隐患整改未及时闭合，安全管理人员未开展日常
巡视；
3、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项目经理及主要管
理人员未在岗履职。
4、未定期开展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或培训流于形式；
5、对现场模架体系、机械设备等未组织验收投入使用；

危大
、超
危大
工程
安全
管理

1、建设单位未按照本规定提供工程周边环境等资料的；未按照本规定在招标文件
中列出危大工程清单的；未按照施工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危大工程施工技术措施费或
者相应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的。
2、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编制并审核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未对超过一定规模
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的；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或
者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案的；未在危大工程实施前组织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
的；
3、监理单位未按照本规定审查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未按照本规定编制监理
实施细则的；未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的。

附件二：工业厂房建设安全问题隐患清单

施工
现场
消防
管理

2

实体
安全
管理
方面

项目

1、动火作业未经审批的；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的；
2、动火作业前未对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未设置警戒区域，采取有效物理隔离
措施的；
3、电焊作业未设置“接火斗”等专用焊渣收集装置的；
4、五级以上风力时未停止室外动火作业的；
5、施工现场危化品、易燃易爆物品（特别是挤塑板、岩棉板、模板、油漆、防水
材料、氧气瓶、乙炔瓶、汽油、柴油、炸药等）存放管理不到位、不符合要求的；
6、作业人员在施工现场吸烟的；安全网、办公区或生活区板房所用材料燃烧性能
不符合要求；
7、工人宿舍使用大功率电器；
8、现场未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消防设施等。

安全主体责
任落实

1、安拆、顶升或附墙安装过程中，违规操作；
2、存在工人在吊物下方或起吊位置附近作业、不同种类（长度）物料混合捆扎吊
装、歪拉斜吊或捆绑不牢进行吊装作业的；
3、散料吊装未采用专用容器或容器内装的物品过满的，或自制容器不合格的；
4、吊装区未设立警戒区，无专人值守的；
5、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资格、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
6、设备老旧，未经检测和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
7、安全保险装置失效，违规操作；
8、移动式汽车吊、混凝土泵车年检、特种作业证书及支腿设置、停靠位置等不符
合要求；

大型
机械
设备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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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
作业

1、工地现场临边、洞口防护设置不到位或防护设施临时拆除后无替代措施的；
2、高处作业人员不按要求配备佩戴安全带、安全帽的；
3、超过3.6米的支模架不按要求设置水平兜网的；
4、机械式升降平台无合格证书，无进场验收记录，无操作人员教育培训记录，使
用过程中无人监护或使用过程中停靠在不平整、不密实场地等违规作业的；
5、移动式操作平台、悬挑式物料平台等未按方案搭设、验收的。
6、钢结构梁、柱安装过程中作业人员无稳固立足点、上下通道或设置生命绳等必
要的保护措施；

1、外电线路防护未到位，未经检查验收；
2、场内架空线路未按要求采取绝缘等措施
3、总箱、分箱、开关箱未定期检查，未落实三级配电两级保护，漏电保护器失
灵，参数不正确；
4、小型机械进场验收记录不齐全，未有接地保护，预防机械伤害各项措施未落
实；                                                                  5
、宿舍区私拉乱接，使用大功率电器；
6、未按要求配备现场电工，并对现场临时用电进行安全检查和巡视；

模架
体系

1、搭设材料不符合要求，与方案、计算书不一致；
2、支撑体系搭设不完善，缺失扫地杆、竖向剪刀撑、垂直剪刀撑、水平杆加强区
、与周边建筑物连接等；
3、落地式脚手架、底层模板支撑基础未硬化；
4、重点部位如梁底立杆未设置或设置不规范等；
5、模架体系堆载过大；
6、内部砌筑脚手架搭设不规范，超载堆放等；

3

未严格落实“五个严禁”、“六不开工”、“六个百分之百”。（“五个严禁”，
即：严禁施工车辆带泥上路，严禁凌空抛物，严禁现场搅拌混凝土或砂浆，严禁易
扬物料露天放置，严禁土方裸露堆放；“六不开工”，即：审批手续不全不开工、
围档不合要求不开工、地面硬化不达标不开工、冲洗排放设备不到位不开工、保洁
人员不到位不开工、不签订《市容环境卫生责任书》不开工；“六个100%”，即：
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的文明施工行为，全面实现施工现场围挡率、进出道路硬化率
、工地物料覆盖率、场地洒水清扫保洁率、密闭运输率、出入车辆清洗率达到100%
。）

2

实体
安全
管理
方面

备注：以上隐患包括不限于。

文明施工管
理方面

33



l~Htm:!~ (2019) 15% 

!R-r:i1!~~1Jnsi~rtfij!$t~mtJLt' 

~1tiiffl!I f~69ii~ 

~ rP (_g.) ' [X 119ifiiJ ( 9t i9:fiiJ ) ' ~ff *~fir: 

79 :itt- t!7 j]Q 5$ ft rtf 9t ifiUF.9_m: tflf~ ~it tg :F£ , ~~it:~~ it 1:. ;n: ± 1* 

~{f, {;~~~Jt~~_mtfl~Ef]~{t)Eqy, 1~~1j,fD~:92,Ji~fflffi1:;n:~{t$ 

~Ef]~1:_, ~~«~#i9:~~1t~»«~#i9:~~{t~~~~»«Jt~~ 

_m:tflf~ ~ 1t ~ '~ rg l-' ~_m IE» c Jt i9: ~ 4? ~ 166 % ) « m f3frti $x:A s<J 5J" ff~ 5J" 

~I~~{ttg;F£~5E»Ctt9!~4?~37%)~~~~~~m*~!E, ~ 

JWt1JQ51iftm9i~~_m:tflf,~{ttgli1f*~1-*I f'F~*~QT: 

~,~fflfl!lll 

L -*X?!ft$9t~~_m:tfl~±~~:t~:fii=s:t~_m:tfl, fflffi:tf-~tfl, !'1st 

~~m~am~Jt~I~~m~I~I~~fflEf1~_m:m~i9:~o 

=, no51i~mJt§_mm~-m ,~,1-t'f:FI 
2, 79¥*A1till "71)(~~&" tiJ "/GJI!.OO" Ei3~tt~~, §~Jt.Z..B@, 

itm ?!f1f9t~~_m:tflf~;n:;t;z.~12, ~9&~~o, ~~iZ~~YW, 1tffl ~12, tJl: 

~~~~m*~*¥~-~~m£mm~i9:I~~it~•-f*~rgw~ 

- I -34



! 

~JE c t2rr f§J {fi\ " 1( Jtt - 1* 1-t * ~JE ") , JJ~ 1f ~XXJ J: 1J :EliL 
3~~mm®mm~mm~1(~~~m~Jtt~~~~~~~ffi~~ff 

±1*~1fi~~ «mm®mtfl~1(~Jtt1ltf:E_!~_m;E» cmix:tm~m 166 % )~ 

«~~tt~*~*fm*~I~1(~tr~m~E»cttm:tm~m37%)~~ 

ffi~~*' m~~~~~h~, ~ff~~~&o ~~' ~~ct"1(~-

1-*1t-* ~Jem1J.L®£tfl~ ~ct~¥ tr :E_! t~~ ", 1fi ~~ ~ E! ~R ~ xtWJTJt!:l:m f~ 1(~ 
~mm®mm~Jt!~tf~, m~mm~~~~o 

-,m~••®•m~~-,~~,-~§~-~~•* 

4~~~~mm®mm~~~,~~~~m~m~~-~~~~~~ 

tr~~ ~~~~~~, El~~~a®, amm~mm®mm~1(~~m 

~~-~~~-1*~, ~mm~I~~§~~~nA~mm®mm~1( 

~~~ 8{]1£:~~J]fu~~~ :f~ffiP-fO~l:f?1*~~-1-*1t~fi93-o 

~,~~--®·m~~~~ftA~VR 

s~ ~1(:f~1£:~~ ~~-1ll.~1~~A~)fomixi~¥r~ § !=f:lm1J.L®£tfl~ 
~#~~A~~~M~~~#J:~o~*~1t~~Jt!AJ]fui~~~~~ 

mm®•m~~~~~A~mM~#~~~~~m, #~m~~#~~ 

~tt~~~ttJt!~~~, ~~~~~-OO~A~~1(~tf~~~~~~ 

~4~~, ltl~-&~®~ffi~~m~~~I~o 

6~~*~1t~~~m~Jt!AJ]fui~~~~~mm®mm~~#~~ 

A~J111f~~t-1fi)ll, t~~mm®mtfl~t~{rr1t~A~~~~ti1t:fi~~, :tfl\ 

~f" *" ("Jj1:Ei[:f~:f¥~ Jj1:Ei[1t~~ Jj1,&~~}J~21~") l~~tfl_!, ietf~ 

r~1(~1:f=~_%:Ei[fljiJ&-fOti1t~J\1~¥, tJJ~:fE ",&_Jj1" I 1t~A1£:~~~ 
1t1(~tf:E_! ~ 0 

n, s!li~mm'i'mmflitl 
1 ~ am~JE-miLmm®mtfl~tElm ~ 1(~ ~ ~~~1~u ~ 1tm ~ ltl:E_! 

- 2-

35



~ 1§ ~ Jf!.f.{dJ{J 1§ fflir fJIHJL #JU , -aJ ~ :® ct IE!Uff 9!1;; ~ mt~- 8{] 7J :rt /G ~ ftJj Jf ~ 

~-~~' ~~~~~~~~~~~~-&~iliffi$~~~ 0 -~~~ 

m®mm~mm,~~~~~~~~~M*~' ~~m~~A: 

c 1) ttl~~fu:IftJjfBJ, ~.fr~JZ~i&1riEJc±ift:m n c 9xJt~t£8~~~~ 

•*JL*~) ~~, m:t~1rn~~r:r§tiiJ-<j(:®t~t~t~f8{], ~~#JUillAxl~m 

:tm 31' Jj: X:iUW3<j(:®t~t~t~f, ~~#JiJJt!Axl~m:tm 61' Jj: 

C 2) ~~~m®.m;tJL~~:tfi1t~~tz:~~:W1f*ii51:8{], ~~1MillA7C 

l~ m:t~ 6-----12 -t Jj 0 

C3) 1J ~~¥t~~Al~i~r:m § #~~~81, ~~#JUillA7Cl~m:t~ 12 1' 

Jj o 

A,•~••~•m~~m~~oo•e 

s,~~*m~~,~m®.mm~~m~~mct~~mm~,::f~~ 

xm±-ili.!X 1!ffl: ®.m}J~ 630kN • m C 15-) -----1250 kN • m ( /G15-) 8{]~:rt 

®.m;tJL, mtt 12 ~::f~f!ffl: ®.m}J~ 1250 kN • m C15-) ~l:.8{]~:rt 

®.mm, mtt16~/G~~ffl o §m§~:rtsc~A~W3ffl~I*~m, 

mct 7 ~::f~ftm 0 

-t, •iz:7G * !fXZ9J .l:l{l•m tM 
9,xmm~-J&I~~~~•Mc~~rn~"m~mM")~:W~~ 

~m~m®.mm~tz:~~~~AW~~-if~,~~if~~~~,~~ 

f§ffl~it.)fQiffJIL ~#~~~~iff!Ift, :Jt~:D1~rt~~m1rr:m § 8{]~m 

®.mm~~m~~,~m~~~a~m•if~I~:-&~cm),txtt~ 

~~~~n~~mm~~:Wmtx~~m®~m~~m~~,~m~~~ 

a~~-if~I~c~r:rrr~m,~~m~m®~m~tz:~~~~AW 

I 1t Iii IT~ rtf, ~~rtf 1i ~~ M~~tt: 8{] ~ ~1fLfi;J 51~ JjiJ :fD. :W ~~fu:) o 

10, .fr±-ili.!X 1i~~M~~tt:~~~1fLfi;J~ B 1t~~M~r:m~~r:p, 

. 3 . 

36



xt :t~JYHt mfE9 £~JL1ftx1¥1£ £ jc $ irJlJ~U~ $ Jt ~p J: ~ 1~ 11: 1~ ffl , # 1:& 1$ if§ 

~~w~~~ffi*J:ff~~~iliffi$~~, ~~~ffi~~~~m~&~ 

~A~~-~~~~, m~~M$~~"~~m", "~~~~"~~ 

m~~~m~m:fE9.mm~~~~ffl*ff~~,~~, •~, ~~m~, 

~~~*~m~~A~~m~mm~~~~ o 

11 , ~±~IX, ~J¥1l!_ ~ ~ ~~tEt~ fljtl ~mfE9£ ii ~1h ~- ir!x fp :7g ~ i& 
I~~~~~~~~£~~~~- , *-~~#m,~C!X)~~~~ 

mfE9£ii~~~~~~Jlfljlj' lf;}JX_C ~~~~)J I::jW£~~-"$, rxn § m;±~~~ l::j 

ff~~~~~ffi~~' *~~~~~m~~~~~OOo 

1¥~~m~m:fE9.m~JL~~~~l-'1i*:t~~~*o~*' ,, xl~m~i&I*¥ 
~~~--~~~~~~~m:fE9.mm~~tt~~~-~"-~¥oo~& 

if§~ J: 1f ~ ~ 8<] 1§ ffl ~ l_l ~ffi )J!U E8 m ~ ~ ft~ 51 1r fljU ~ , 1ft. 1r r:fl ~o 1¥ !'OJ n2 i~ 

&~&~~x~mttm~~~~i&~~;~~~~~ o 

- 4-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ti ~ ~ f±Mf;JJ ~ #/ Jt~ Jf 
ti~~ A1JWtilf;nf±~f*~JT:t flf: 
9=tOOA~mfrMJit5tfi 

*~~n~ { ~IM:~Jl~IA~~$1JgJ!!flliWf 
X#f*P-tl~1/&W.1! < istt-1 ) } B9ii~ 

~~g~ft$~~~~~(~),An~~~%*~~, o/OOA 

~ {R ff ilJ ~ 1} ft ~ ~ tf l!-$ , :/I~ 4f ~ rfJ o/ 1 ~' _:t ff : 

~~~~~~~IA~~~*ll, ~~I~.:t#*·I~, 

*¥~~~~~~~LA~%*~~'*~~~~*~~~~% 

~*~**~~~R~OO~~~~ff*f±W~ll~~*~II 

~fPJ~~;tJt~ ( 00 ~~ ( 2016 J 1% L ~ 1:£$~~ ~ ~i~$ A 

~·~~~~%-·*f~~~~IA~~~~~~*(~ff) 

-1-

71



Ff-1 1Jl ~p ~ ( Jt r\1 ( 2019 ) 18 % ) ft1 { 41' jf_k }(f Vl' ~ ff *- -T ~ w 5& J! 
~x;tz.~:r..I~ '\'J~Ff-1 ~~~~ ~ c ~JEkV1,~ c 2o16 J 85%) ~ 

~#~#,~ft&~~~~ff,Ah~~~4~~ff,~OOA~ 

.ff$~~0#~~~1{~~~Jt~I.A~~~*~fPI.~~ 

1t * ~- ~ ;WL j], ~ ( i~ -1-T ) ~' 20 19 if 11 JJ 8 8 ~~ 41' 1i & ~ ~ ~ i~ 

Jf * ~%-1-x w 1-;>um.±t, ~ -t fp $:., ~ 2o191t- 12 JJ 10 8 ~;WL-1-r 0 

~#:~~~~~IA~~~*J!fPI.*~#1*~~;%L~* 

(*-if) 

ff 

-2-

72



ii~~}lm:IA~~ilidiiJif;OI11f~#f*. 
~1AI!~r! < iJtt-r > 

~-§ ~~m~~IA~~~tf~,~~I.~#~-I 

~' *~~~~~~~~IA~%*~~' *·~~~*~~~ 

~%~*~*#~~~R~OO~~~~ff*f±W~~~~~~ 

II~ f~ P! fY-J ;t~ ~ ( 00 dl'~ ( 2016 J 1 % ), ~ 1i~~~-*' ~i!( 

~ A~·-~~~~-~#f~~~~IA~~~tf~~* 

( 1-~tr) ff-J:i!~ ~ ( ~rr- c 2o19 J 18%) ~ ~ ~if_k.Xf~~rr* f 

± w )#li~x:tt ~II* r~ P!ff-J ~~ ;t~ ~ ( "$if_kdf.~ c 2o16 J 
85%) $)C1tf;jf:f$, f§%~-t~~~' ~~iT-*~* o 

~=• -*~tr~~~~~&~~~~w~£~~~I~~ 

~~IA~~~tf~,I~~#~-R~~·tf~~ffl-*~* o 

~=• -*df.*m•~~IA~~~~~~--~~m~ 
m ~~.I.Aa~};\~, *1JII, tt~~, {X.~1*~-'$l~,z;K~~17t1§ ~~,1;\ 

~~~*ff~%~~~~~o*A~I~~~~~·ft,·~~ 

~ .. ~~-~~~§~~A~R-~IA~~~A-~.I.A~~ 
~lj tfl!o 

*~*m*~~~~~~~~~~~~~~~~o~~~~ 

~~~-I~~~,I~~~~~A**~·~·ft1~4~~ 

-3-

73



~~~~*~~~ o ~~~~~~****~~I~~§~~~ 

;J\~~_I.~~-- ~I9JJt~~o 

*~*M#~~IAI~~ffl-P,~~~~~~~~I~ 

~§M~~-H,~I~~§~~ft,~~#M~m~~~IA 

I~Jfi~fig Ijf~ m .p o 

~~* ~ft~~~~~~ff .. Ah~~~%~~ff**~ 
~AA.~I~~~~~~~IA~~~*~~I·~#~~I 

f'FJ!1Tf~~{P~t'- o 

~~g~._4C~)ft~~~~~~H~~~~nc~~~ 

lF1i~~ ~ ~i~~ fl ) .. A-}J ~~~±%i*Pt~ fl f&=tillR ~~ Iffi_ 

•*fr~g~~~IA~~~~~,·~~~~~~~I~~± 

W-~~~IA~~~~~Iit~~~~* o 

~n~ ~~IAI~~1ti*rt~1-r "iiJ1<-~iiffi •, ,~,~ 

ffi ,~, •, a~ !ffi.9VJ, ,~,JJ\~~ ~:xt ?Jf*~Il¥ ~ ~~IAI ~~1t 

ffi~·,~~~~~~~I~~~~IAI1f~#ffi•*•* o 

~~~~~~~S~I~·*~-$~ili,~~~~~~~IA 

~A- ~~~~S*~~~MA~ffi·~~IA~~~ 

~~{PI~~#~~~Iito~MA~~~~~~~t~S*~ 

"~~IA~fx %IF~" .L1!1T07F o 

~~~ ~ft*~~~~~ff~~~~~-~~~IA~ 

~ ~j w I~' If l! A~ ~f i1' ' # lj ± 00 ~~.I. A~~ ~J ~ J! A~ ~f i1' 

-4 -

74



~ J] ~=I#* o tr- ii IR 1P , Jk- ( 1P ) 1i ~ ~ 5- Jt i~ -tfl3 fl S ~ ~f!ft ~ 

~~~~~~ ' ~*~IR~~Jt~~~M~*~~~~~~~~ 

~I*~#~~$~-*ff~~' -~~~~~~~~-~4 o 

~)\~ Jt$(L~~~±t "1I*~' }t$(LIA~~ ~~1~ I~' ~J!Al 

35--:t g., c ~J- r r~ 1~ "~~ *'J ~ ~") ~ ~ ~m? }1#t~t *~ ~Jt1JL 

IA.~~ §~J!A~*B~~~~~R~, ~~~-~~ffi· o 

~iL~ *,A~I~3:}Jff-]}t~IA, ~1J~~±:!if1Jij~~;t 

~~*~-~~~ o ~~A~~-t~-lf~~lt1JLIA, l~!J-~ 

c~~~)~••~~~,N*~•~1JL~~~,Jt$(L~~s~ 

:it~ if 3£ 1-T ~±:!if 1)1j , iE ~ ;f§ * 1~ ~~, , * f£ :k 4-:!if 1Jil /f 1~* A~ 
I~:!}] _l ~~ .ill: o 

~+~ ~I~~~~~(~I~~§~~~~.ill:)~~I 

~~~;g~~J! ffi ~· o A~#~~~~*#~I~~§,JllE~ 

~;g *'J f~?JT~~yr 8"1~1tfi~~i~~, i~iL* lli3:h fl ~~#f., *JfJ A 

ML, t~tt, .h,l$ !£ W15ZJ1U tt;R*1t~IJJ; /fJl:-~M I~~ of~ * 1tf: 

~I~~§,S*m#~~ft,~~~#$tt;R~~~-*J!o ~ 

*~*~-~OO·,~-·~~~-~#~~/f~f2~o 

~+-~ *A~I~~~~~IA*B*ili~~~~~ 

±t~I~~~-~~~!J_~~,~~B"J~-~~~±t~;t~~~ 

!£~~·* 0 
~+=~ ~;t *'J~ ~ ~ "1I W:~' jJ ~ * ~ J!t5YJ~ ffl·~i;fX.lffiJ 

Jt:m:I¥ tf 1~'1§1~' ~~" ~~1§~~,E..JI*#Jf-' ~*·•#4 tfJ ~1i 

-5-

75



&~~~~~ff~~A~~~~4~~ff#~~~ o 

M+=• ~~IAI~~I~~~S ~~ff~-*~'~ 
~~ftS~~~I~~~~~~~~,~~~- ~~~~~~# 

I~~' ##~~IAI~ffAI~~m~? o 

M+~• ~~IA~I~~#~ff·ff~~~~ o ~ ~~ 

~~S ~ *~~~~~~,~~~~~~~~~~~~~-0~ 

~~~IAI•~m•? o ~~~~~~*~I•~m~? ~, 

s ~~I•~m•?*~•B4h•?*~~~ , ~~~~~m 

•? *~~±'f*~ o 

•+na ~~IAI~~~*, S ~m~~IA*A4* 

~~~~~~A~~~~~ o _I~~#~~-*~~~~~~ 

}] , m I /F )WJ 1 ~}] 8~ II$ ~ m I , S * 1£ m I~ JtCt. 8 ~ 2 ~I 

1"f 8 fJ -)j( 'ti£1fYf I~ o 

M+*a ~~~~I*~m•?*~·ff, S ~ ~~~~ 

IAI·K~*~~~IAI~~}j~-~A~~IA~~A 

~?, ~~#I~ KiJc1§ ~~LtR. i~t ~ ~~ 1tiu JfZ- it 0 

M+~• ~~~ft*~~~~~~~#I~*~~~~ 

~IAI~~,m~~~ft~·~·~;~~~~~*~~~~ 

~~~}]~-~#~m~~~IAI~~,m~~~~~~·~ 

·~;~~~~IAI.Sm~~~~~~~,~~~~-}]~ 

~~~~~~**AI~*' ~·~I·~~~~*ff~~ o •+ }~- ~i~ lK rjL, !k- (rtf) 1i~~ ~ ~i~~ fl PJ 1f:ljft § 

-6-

76



•I*~~,·~~~-~~~~~-~IAI.~#~-~~ 

-~ o ~§~I*~#~~-~IAI.~,-~~~~~I~ 

{- )f] Jt ? y_i #] 0 

~+n• ~l~ rRS ~ .irit±-t§ *-$ fl # ~ ~15 Wt.%~ 
~~m~,~~-~MI~~~~*-~IAI·~~MM,~ 

~M~~~~~~~*·~,*~~~~~,~fl~~,~~~ 

f,~~~~~~%~*·~~'~§~I~~~~-*~'~ 

iP~~~}f.~A_bl Et-1~*-i-X~ o 

~=+~ ~1~jg"$", Jl-(rf1)1i~~~~1~-$fl._ AfJ* 
~~±%-1*~-f-$ fl :f1~ I;J_~~IA~-t ~J *JI ~ -t )(, t~ Jt-~~ 
~*~~*~£, ~~~~-*~~ 0 

~=+-• ~~~*~m~&~tm,*•<~ft~~~ 

-1~Jf* -f~~IA~~ ~U t JfJ it~7f5iftJ0% ~ ( ( 2019) 1-t 

19%) Y~* o 

~=+=• ~1~ fR W, -! ( W) 1i~~ ~ -1~-$ fl" A}J 

•~:tl:%*~•-$ n s~t~~~~IA~-t 1tu tJI~tt?JLJtJ:rr ~• 
~*,~•~:r:~~,m~I~:f~ft~*ft~-$fl,*~~~ 

~*·~A·7f~·~~~,MfF-~,·-~*-$flJ!ftM 

~=+=a ~~rR"$",Jl-(W)ft~~~-~-$flS*%

~ A}J ~~~%-*P.f-$ fl' * Jm "~~tJL .. -1~1f" ff.J ~;jt' JJP 
§~*ff~g~~~I~~-~IA~~~*~~~~~~?JL 

-7-

77



~B#~·' ~*~~~~IA~~~~~~*~W~~·~ o 

•=+~• ~~R~**~~~~~~'~**~~I~ 
~~,X~~~-~~IA~~~~~~~,mA~*~~%~ 

~•-$ n % ~ * ~ *~ n * * ~ ll ; ~t ~ R Jt 1i-$ n ~R ~~ ft1 1! * fPJ ft! 

~ ~ 1lf i~ %: , i5L * ~R Jt !Jt I R at~ 1t if§* {f~ fl ~ ll o 

•=+~• ~~~~~~&~A#~~~~~,-~~~ 
~B~~m~Jt~~M~k,~~~~~-~~~ft~,~~~ 

A~~~~~*~~~~~~A~~~~o ~#~~X~~IA 

I*~~~~~,~~ffl#~~~~~~IAI*~~~-~~ 

~,#~~*~lft~~A~~~~A~m~-'~rl~~~~ 

~ tt J:j ~ 1§ 1§ i~' - 1* 1t-f- if (PJ ~±%0-1P 0 

•=+~• ~~g~,*(W)ft~~~~~,A~*~ 
~%~~-$flS~~~*~~~~~, ~~A~~~~~* o •= +--t• *.dJ'* § 2019 .if-12 JJ 10 EJ ~~{T, /f:r~~M 2 .if-o 

-8-

78



~~x-m:IAIW!ftflltifti#B~IW! 
f*i1E~~?it 

-~ S~ff~~~m2~~*~~~X~~IA.I~n~~ 

~~~~ , *~~~-~2%·ff~~~o S·ff~~~~2~ 

~*~~~~~~IAI~ft~ ~-I~~,A~·ff*~~~ 

I I** P, ~~~~IA~~~*~~~*~#~~~B~ 

~I~~' *~ ~~-~l%·#~~~ o ~~~-~I~~~ 

a-~[~ ~*(~)[~~-ff~~~~~~~~80ftft o 

~-#~~~-5~~*~~*~-~IA.I~B~,A~ 

lRfr *i!(-~.I.AI~* P ~ -iL~4 ~~ tf~ 1~~~, *Yr.#~~~ 

4-T~~I~~' Jt-=f·ff~ lf~ o 

s•#*~~m 2~~~~rl*X-~IA.I~B~~

I~~, ~--~ §*~-~~~-~3%·ff~~~;~~* 

x•~ .I.AI JffT ~ ~ I ~tr:i* ~ti-*1tf-8~~.I.~~, ~~a~~§ S 

~ *~-~~~-~4%·#~~~ 0 ·~~-~I~~~~

~ , .($)~~~·#~~~~-~~rll@ftft o 

=,~~~~~~·C~)~~~-#~~~-3~,A~ 

*~~~x~~IA..I.Jfft~~~I~~,s~~~*~*'* 

J£ r~ 17~ ~ so%; xJ§- ~.I. {I Ft-J, ifl~ ±-$~iii ~~tYi 0 Jfi:J£ ~iii 

-9-

79



~ l1t ' *~ ~~' - *:I! Jf 0 

_,~I~~~~~~IAI~~~!rt,~~ff~~*$M 

S~~lrt*·~~, -~~~M~# o 

~I~~~~~~,ffi~aff~#~~IAI*~~~~~ 

Jt 11t r~ a~ , I~£~ i!l ~ § ?JT 1± :t~ ;t§ ~ ff jf~ ~ * ~~ n i1T ~J. iJJ m * 11 

~' Jfjf~#~~~I~~~X~~~IAI*o 

~I~~S~1f~Jfj'f*_hl~~#~~IAI*308~,* 

~ m ~tYi 8·9 21i}~1f'f*.11~ o 

#~:ft&~~~-~-,Ah~-~~~*-·' ~OO A ~«ft, ~ 

jFft_ J{f 11- IE- }f 0 

2019 .if- 11 JJ 21 8 ~p ~ 

-10-

80



     

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锡建建市〔2019〕15 号                     签发人: 邵崇浴  

 

 

 

关于增列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的通知 

 

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招标代理机构：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了[2019]第 19 号公告，明确了在《江

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 年）的费用组成中增列建筑工人

实名制费用及相关计取方法的相关事项。根据公告精神，结合无

锡实际，现就贯彻落实中的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建筑工人实名制增加费用为总价措施项目费。由于现场管

理情况不一，目前该费用为可竞争费用。 

招标工程，编制招标控制价时应按省公告规定的建筑工人实名

制费用计费标准（见公告附件 2）足额计取。编制投标报价时，投

标企业根据现场管理要求在总价措施费中自行报价。依法不招标

工程合同未约定的，按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取费标准表足额计取，

合同有约定的按合同执行。根据目前我市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要

求的规定，实名制设备、系统的购买、安装均由施工企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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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市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不执行 0.5 系数规定。 

二、其它相关事宜按省住建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

方法的公告”执行。 

本通知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在本通知发布前已经按照

《无锡市建设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实施细则》开展施工现场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建设项目，尚未办理竣工结算的工程，按

省公告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表中费率乘以 0.5 系数计取，列入工程

结算。 

 

 

 

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8 月 23 日 

 

 

 

 

 

 

 

 

 
抄送：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2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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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 19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 

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为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2019〕18号）

要求，切实维护建筑工人合法权益，保障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费

用的投入，现就《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的费用

组成中增列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及相关计取方法公告如下。 

一、“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为总价措施项目，相应的工程量

清单详见附件1。 

二、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包含：封闭式施工现场的进出场门

禁系统和生物识别电子打卡设备，非封闭式施工现场的移动定位、

电子围栏考勤管理设备，现场显示屏，实名制系统使用以及管理

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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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费标准见附件2。   

四、本公告从2019年9月1日起实施。本公告实施后发布招标

公告的工程和签订施工合同的依法不招标工程按照本公告计列建

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费用。在本公告实施前已经开展施工现场建筑

工人实名制管理的建设工程项目，可根据实际投入情况计取建筑

工人实名制管理费用，施工合同有约定的除外。 

 

附件：1. 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工程量清单 

2. 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取费标准表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年8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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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工程量清单 

 

 

 

 

 

 

 

 

工程类型 项目编码 
项目 

名称 

工作内容及 

包含范围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011707012 

建筑工

人实名

制费用 

封闭式施工现场

的进出场门禁系统

和生物识别电子打

卡设备，非封闭式

施工现场的移动定

位、电子围栏考勤

管理设备，现场显

示屏，实名制系统

使用以及管理费用

等。 

仿古建筑工程 021007011 

通用安装工程 031302012 

市政工程 041109011 

园林绿化工程 050405012 

构筑物工程 0703060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813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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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件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取费标准表 

 

序号 工程名称 

计费基础 

费率（%）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 
建筑 

工程 

建筑工程 

分部分项
工程费 

+单价措
施项目费
-除税工
程设备费 

分部分项
工程费 

+单价措
施项目费
-工程设
备费 

0.05 

单独构件吊装、打预制
桩/制作兼打桩 

0.02 

人工挖孔桩 0.04 

二 
单独装饰工程、安装工程、 

市政工程 
0.03 

三 仿古建筑与园林绿化工程 0.04 

四 修缮工程 0.05 

五 单独加固工程 0.04 

六 

城市轨
道交通
工程 

土建工程 0.02 

轨道工程 0.01 

安装工程 0.01 

七 大型土石方工程 0.02 

注：1.建筑工人实名制设备由建筑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开户银行提供的，

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按表中费率乘以0.5系数计取。 

2.装配式混凝土房屋建筑工程按建筑工程标准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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