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苏建质安 [2017 J 471 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全省夏季建筑施工安全
生产百日执法行动第一阶段督查情况的通报

各设区市建设局(委) ，泰州市建工局，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

委员会，张家港保税区规划建设局，昆山市、泰兴市、沫阳县建

设局:

为贯彻《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筑施工安全生产

大检查方案的通知} (建办质函 [2017 J 509 号)、 《省安委会

关于开展夏季安全生产百日执法行动的通知} (苏安 [2017 J 16 

号)、《省安委会关于开展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 (苏安

电[ 2017 J 1 号)等文件要求，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印发〈全省夏季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百日执法行动方案〉的通知》

(苏建质安 [2017J 351 号) ，为进一步推进我省建筑施工隐患



治理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促进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状况持续

稳定好转，我厅于 2017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组织七个督查

组对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百日执法行动开展情况进行了蹲点

督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督查重点检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执法

行动和大检查工作情况、工程参建各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飞

监理单位)责任落实情况、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情况、安全隐患排

查情况、事故企业查处情况。随机检查在建工程104项，对发现的

各类安全隐患当场提出整改要求，对16个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违

法违规行为的工程项目下达《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执法建议书} , 

并现场责令全面停工对6个外省施工企业停止进苏备案资格核验。

16个通报批评项目的安全隐患、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理意见等具体

情况见附件。

二、工作成效

一是各地全面动员部署，广泛宣传发动。 自 7 月 21 日全省

上半年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后，各地能够迅速部署了夏

季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百日执法行动"和大检查工作要求，扎实

开展动员部署和自查自改工作，成立大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工作方案，并作好动员部署和宣传发动工作，并通过短信、 QQ

群、系统平台等方式将百日执法行动和大检查工作的任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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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传达到基层、企业、项目 、 班组，要求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

切实当好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认真组织自查自改。

二是突出重大隐患整治、打击违法违行为。继 8 月 8 日，我

厅百日执法行动第二阶段工作布置会后，各地能够认真贯彻落实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坚决做好当前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工作

的紧急通知~ (苏建质安 [2017 J 382 号) ，突出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以下简称"危大工程" )和非法违法建筑施工整

治工作。这一期间，各地加大"危大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

处力度，把"危大工程"作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重点，

对"危大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拳出击、严肃查处。据统计，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共计对 3156 个项目开展监督执法检查，下发

停工整改通知书 248 份，隐患整改通知书 512 份，对于危大工程

未按规定编制专项方案、审核飞论证、施工等行为，责令停工整

改 75 家，依法实施罚款 94.3万元，对于未办理施工许可及安全

监督手续擅自施工的项目，责令停工整改 33 家，依法实施罚款

115 万元，立案移交城建监察 25 起，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 126 人

次。

三是高温期间安全事故高发势态得到有效遏制。各地建设主

管部门能够根据我厅《全省夏季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百日执法行动

方案》中有关落实高温期间安全保障措施要求。督促建设、施工、

监理企业针对夏季高温天气( 35 0C 以上)特点，进一步完善夏季

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制度，切实落实好防暑降温措施，严控高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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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业时间，合理安排和调整作业时序，加强高温期间安全生产

培训教育等工作。 8 月份全省共发生建筑生产安全事故 9 起死亡

9 人，较去年同期 17 起 17 人有较大幅度压降。

三、存在问题

2017 年 1-8 月，全省房屋市政工程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64

起，死亡 65 人，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与去年同期事故 69 起，

死亡 73 人对比，虽有小幅下降，但安全生产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蹲点督查中发现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部分市、县(区)在落实百日执法行动工作中还存在薄弱

环节。通过第一批蹲点督查情况看，一些地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未能将大排查、大检查、大整治要求传达到位，未能及时督促企

业开展自查自改工作，未对查出问题，列出隐患清单，制定整改

措施，大检查工作氛围不浓、责任传递还不到位，监管还存在漏

洞。如宿迁苏宿工业园区、高邮市、大丰市建设主管部门督促企

业、项目开展隐患自查自改工作不力，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未能督

促企业做好整改落实。涟水县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人员配备严

重不足，监管力量薄弱，不能履行正常安全监管职责，不能有效

保障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需要。东海县建设主管部门对在建项目

安全生产监管不到位，底数不清，对隐患排除和整改情况不明。

宿迁市、张家港市建设主管部门对起重机械设备管理缺乏针对性

措施，针对薄弱环节应对不力。我厅已对发生事故较多的张家港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进行了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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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些企业安全意识淡薄，中

标后为控制成本随意压缩安全设施投入，一些设备、安全防护设

施陈旧老化，企业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够，违章指挥飞违规作业

和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问题造成的事故占比较大。一些企业

未能将要求传达到项目，总包未能将要求传达到分包，项目未能

将要求传达到各岗位。一些事故企业不吸取教训，连续发生安全

事故，企业安全运营保障体系存在漏洞。还有一些企业安全管理

主要人员长期不在岗履职，企业主体责任严重不落实。女口沈阳腾

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随建的张家港滨河生活广场 15回 19#楼及地下

车库工程，项目经理履职不到位，事故发生后，安全员仍不在岗

在位。

二是事故易发薄弱环节安全防控针对性措施不够。 1-8 月份

发生的 64 起亡人事故中，高处坠落占 50%，高处坠落事故的有

效防范措施不到位。一些事故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不落实， 11窗边洞

口防护不严、不实，防护设施随意拆除;现场悬空作业、攀登作

业无安全防护设施;一些企业未对工人进行劳动保护、施工流程

方法、现场危险源和区域识别、安全防护基本常识等安全知识教

育，施工前未进行班组安全教育和施工交底。一些地区接连发生

起重机械设备事故，在大型机械设备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突出，主

要体现在:未制定大型机械安全管控及处置措施，总包单位未对

安装及维保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机械定

期检查流于形式，无时间、检查人等信息;机械设备无机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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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机械方案编制无编制人和质量、安全等部门的参与及计算说

明;机械的安全保护装置部分失灵，少数机械设备特种作业人员

无证上岗;机械设备的安装质量不符合标准。一些地区机械检测

机构存在出具虚假检查报告行为，如，在扬州高邮地区督查中发

现江苏天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违反《建筑施工升降设备设施检验

标准》第 8.2.3规定，在塔吊安装单位未提供专家论证的超长附

着专项施工方案的情况下 违规对超长附着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

合格报告，造成重大安全隐患 。 此外，宿迁消防训练基地综合训

练楼项目、宿迁家天下二期项目所用塔吊，设备产权均为自然人，

无租赁资质、行业确认书，未见租赁合同、租赁安全协议。

四是少数地区对房产开发项目安全管理措施偏软。 有的工程

项目土地、规划、报建等审批手续未完备就进行施工;有的施工

单位盲目赶工期，安全防护设施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通过督

查和事故情况反映，一些地区建设主管部门对房产开发项目安全

管理未能形成有效管控措施，一些开发商宁愿短期内受到经济处

罚，也要加快建设进度 抢销售节点 。 相当一部分开发项目的施

工单位均为甲方长期合作的外省施工企业，只在本省办理单项合

同各案，只做开发商的项目 建筑市场诚信体系管理对其无法约

束。此次 16 个通报批评项目中， 14 个为房地产开发项目。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以 10 月份历来是事故高发时段，主要是抢进度、赶工期的

现象非常普遍 农忙秋收造成现场务工人员变化较大，因此，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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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一时期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对完成今年"双下降"目标非常重

要。根据百日执法行动要求， 9 月下旬至 10 月底为督查巡查和巩

固提高阶段。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采取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综

合督查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部位的督

导检查，特别是要抓好对停工整顿、发生亡人事故企业和项目的

跟踪复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于 9 月下旬至 10 月中句对各

地开展情况进行第二批蹲点督查，不但要督查第一批蹲点督查中

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还要加大对市、县(区)建设主管部门开

展百日执法行动工作情况的督查力度。各地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

作:

(一〉从严从重查处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建设主管部

门要高度重视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查处工作，切实力口大查处力

度，严肃查处每起事故背后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按照"四

不放过"的原则，从严追究事故责任企业和责任人的责任。要按

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坚决做好当前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

工作的紧急通知)) (苏建质安 (2017) 382号)要求，在本辖区范

围内，立即限制其投标资格，让肇事企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达到"惩治一个、震慑一片"的效果。

(二)加大"危大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各地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把"危大工程"作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

执法工作的重点，对"危大工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重拳出击、

严肃查处。特别是对于未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方案，未按规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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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审查专项方案，未按照专项方案施工等行为，要立即责令

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行为，要及时将违法违规实事上

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实施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处罚，或责令项目

经理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停止执业等行政处罚。对涉及危大工程

的安全隐患，要挂牌督办、限时整改，对重大典型案例，要向社

会公开通报。

(三〉加强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纵、横向联动。针对一些开

发项目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质量安全管理的问题，且其施工单

位大部分均为外省企业，要注重纵横向联动，加强与房管部门联

动，利用预销售许可等手段责成其整改到位。同时，要注重纵向

联动，将施工单位违法违规事实抄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我厅将

对本省施工企业我们将实施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对外省企业暂

停其进苏备案核验，停止其在江苏市场完成其它地区房产项目的

合同备案，

〈四〉认真落实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执法职责。要按照我厅《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和《推进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一必须五到位"责任清单》要求，向查企业

后方安全管理延伸;监督内容不能仅局限于一些显性隐患(如临

边洞口、机械设备等)，要突出查隐性问题(如安全生产责任制、

人员教育、技术交底、制度落实等);监督中不能仅限于总包单

位，而忽略对分包单位的监督管理，不仅要强化事故发生后的惩

处性处罚，更要强化日常的预防性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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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扎实抓好问题隐患整改复查。对省厅第一批督查中发现

的问题隐患，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督促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进

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整改到位。对能够立即整改的

要即查即改，暂不具备整改条件的，要制订整改计划，落实防范

措施，指定专人盯守，限期整改到位。要将此次检查通报批评的

责任单位、人员，按有关规定记录不良行为，并针对本地区存在

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举一反三，采取得力有效措施，加强监管。

对本次通报批评的16个项目的施工企业，于10月 15 日前将整改情况

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整改报告要对照附表所列问题，有逐条整改

措施，并附整改图片，有工程所在地和省辖市建设主管部门盖章确

认。凡整改不符合要求的本省施工企业，一律实施暂扣安全生产许

可证，外省施工企业一律继续停止进苏备案核验，并向企业所在地

建设主管部门发建议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函。

联系人:省住建厅质安监管处，夏亮， 025-51868643 0 

附件:通报批评的项目、单位名单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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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通报批评的项目、单位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存在问题

项目管理机构不健全，项目经理和主要管理人员不在岗:项

建设单位:江苏宝达投资有限公司 目管理相关制度缺失，专项方案无针对性，不能指导施工;

大丰香格
现场管理混乱，未设置总配电室，不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

电安全技术规范》要求:部分特殊作业人员未持有效证件上
里花园时 施工单位:江苏天水建设集团有限公

仇一清 岗:脚手架搭设不规范，落地式脚于架立杆多处悬空，水平
楼 司

封闭缺失，卸料平台后端无固定措施;施工升降机防坠器过

监理单位:盐城市工程建设监理中心 期，塔机高度限制器、回转限位器失效;监理对项目现场缺

有限公司
韦小明

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该项目现场管理机构不健全，项目经理和主要管理人员不在
建设单位:江苏中辰置业有限公司

岗;项目管理相关制度缺失，专项方案无针对性，不能指导
建湖市琼

施工;现场管理泪乱;架子工、可索信号工无证上岗:临时
湾二期 7、 施工单位:江苏冠华建筑工程有限公 用电不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脚手武超2 19、 20#楼及 司 架搭设不规范，落地式脚手架立杆多悬空、沉降变形，悬挑
地下车库

式脚手架后端锚圄点单蝶、母有松动;卸料平台吊环不规范:
工程

监理单位:江苏建兴监理有限公司 周炳林 楼层无消防设施:模板支撑体系无扫地杆，部分腰杆缺失;

监理对项目现场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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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 项目名称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3 

4 

建设单位:无锡市康达房产置业有限公司

前讲l御景

名仕苑二 |施工单位:无锡市康达建筑安装工程

期工程 |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无锡市天骄建设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

相建

薛兴中

建设单位:昆山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山千灯 l
| 施工单位:安庆市宏伟建筑工程

碧桂园一 |

期一标段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江苏邦杰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刘震

宋为俊

存在问题

脚手架开口处无之字斜撑:卸料平台主梁单锚固且焊接不符

合要求，安全防护不到位:脚手架内混凝土垃圾堆载过多，

未及时清理;基坑未按方案要求做排水措施;到楼无施工通

道;群塔方案无针对性， 5、"楼塔机大臂存在互相碰撞可能:

"楼塔机大臂工作范围内有架空线;7#塔机基础有大量积水;

塔机标准节锈蚀严重:施工升降机自由端高度超高:施工升

降机附着装置螺栓使用不规范;卸料台与吊笼间隙偏大。

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无公司名称、无盖章、无岗位人员

签字;未制定企业安全生产考核标准及奖惩制度:应急救援

演练不真实、无针对性，应急救援物资清单过于简单，不能

满足演练需要:未制定企业安全生产例会、分析、通报等制

度;未对现场分包单位登记造册;文明施工脏乱差，现场少

数工人未戴安全帽;外架剪刀撑设置不规范;悬挑工字钢固

定螺栓采用焊接;电梯井、烟道井、采光井等防护不严;脚

手架搭设与专项方案不符:施工升降机无导线架，顶门限位

失灵，部分楼层安全门未关闭;部分塔吊无障碍灯，高度限

位失灵，无回转限位，零位保护失灵;二级箱当三箱使用，

未设置漏电保护器， 一闸多用;塔吊基础验收表无日期、无

签字:塔吊维保记录不真实;群塔方案无针对性。

处理意见:停止进苏备案资格核验，待整改合格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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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存在问题

基坑未设置明沟、集水井等排水系统;基坑边堆载较近且局

建设单位:江苏金坛国发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部有明塌现象; 8#楼塔吊埋于土中，未采取保护措施:厚板

蔷薇苑拆 支模架缺少水平杆、扫地杆;钢管检验报告显不送检钢管为

迁安置小 施工单位:江苏磊强建设工程有 Q195，不符合规范要求，应为 Q235 等级。专用电箱接线不

5 区建设工 限公司
汤文俊 规范:防雷接地装置设置不规范;电缆线老化破损严重:力

程项目二 矩限制器失效;变幅后限位无效;因转限位无效;变幅小车

标段 监理单位:常州凯联工程监理有 缓冲装置损坏:滑轮未设置防脱装置;高强螺栓使用不规范;

限公司
于卫俊 制动轮磨损严重。

升降机塔机积水严重，线路敷设凌乱，开关箱中无保护零线，
建设单位:高邮市佳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符合 JGJ215 、 JG1196、 JGJ46 相关规定;缺少机管员证，

高邮佳晨 机械管理不到位:电缆线沿脚手架敷设较多，不符合 JGJ46

东方御景 施工单位:福建省透堡建筑工程
规定:悬挑脚手架钢梁固定端长度小于悬挑端长度的1.25 倍

6 住宅小区
有限公司

郑国润 (11 层东南角);个别立杆在对接扣件处弯曲变形:现场安

东区一期 全员督查不到位，不规范，安全日志不完整:无消防给水系

工程 统，施工现场无消防设施和消防警不标识布置图;未定期开
监理单位:江苏中建业工程项目

张生爱 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无施工现场消防总平面图。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处理意见:停止进苏备案资格核验，待整改合格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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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存在问题

项目经理、二名安全员不在岗;未对分包单位登记造册，未

建设单位:荣盛(徐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对分包单位实施有效管理;应急救援演练内容单一，缺少针

对性，应急救援物资清单过于简单，不能满足演练需要:附

着式升降脚手架附着支座与建筑结构连接固定方式不符合

徐州市麓
施工单位:浙江东阳第 建筑工

规范要求，电动葫芦部分勾头保险失灵:楼层部分管道井、

7 山荣郡二 王彦理 电梯井、烟道口未防护;安全检查及验收资料无针对性、真

期一标段
程有限公司

实性;施工升降机控制箱电气短接，无专用箱，无重复接地，

进料平台搭设在升降机附墙上面，进料平台使用单排架;施 |

监理单位:江苏创佳建设项目管 工升降机基础没有见计算书及方案，架设在人防车库顶板 l

理有限公司
岳淑英 上:无重大危险源请单及管控措施。

处理意见:停止进苏备案资格核验，待整改合格后恢复。

临时用电未设置总配电室， PE线全线不贯通，存在重大安全

建设单位:连云港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隐患，施工现场采用两种接地方式，不符合 JGJ46-2005; 脚

手架剪刀撑设置不符合要求， I脂边防护不严、缺失，悬挑脚

连云港福 施工单位:福建省东霖建设工程 手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卸料平台无检查验收记录:分部分

8 居·新天地 有限公司
林瑞凤 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针对性不强，有抄袭现象，偏差较大:

26#-28#楼 塔机基础与方案不符;基础有积水无排水措施;标准节螺栓

监理单位:江苏凌翰工程设计有 松动;附墙装置附着框连接螺栓松动;销轴止退装置使用铅

限公司
孙鸳川、| 丝代替开口俏。

处理意见:进苏备案资格核验，待整改合格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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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存在问题

在建工程与办公用房防火间距不足:物料，仓库消防设施存放

建设单位:美的房地产徐州置业有限公司 位置、通风等不符合消防规定:办公区域灭火器配备不足，

徐州、|经济 且未放置显著醒目位置:办公区域平面布置不符合消防疏散

开发区振 要求;项目经理长期脱岗;应急救援演练缺少针对性，应急

兴大道东
施工单位:江苏泰耀建设工程有

救援物资清单过于简单，不能满足演练需要;未对分包单位

侧 (2013-89) 李乐玉 登记造册，未对分包单位实施有效管理:外架剪刀撑、连墙
限公司9 

号地块 1 、 件拉结设置不规范; 8 号楼北侧局部悬挑无方案;部分楼层

2、 8 、 9 、 10 、 管道井、电梯井、烟道口未防护;安全资料台帐无针对性，

11 、 17 、 18# 部分施工方案与现场实际不符:临时用电二级箱设置不规

楼及地库
监理单位:徐州华扬工程项目管

杨勇 范， 一级箱漏电保护器不符合要求:塔吊积水严重，现场无
理有限公司

机管员:电工无证上岗;起重机械和临时用电方案与现场不

符;无危险源清单及管控措施。

建设单位:涟水惠通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长期不在岗:项目无安全检查记录:一级箱(专用电

箱)内设置不规范:塔机附着装置连接不规范不符合要求;其

涟水书香 施工单位:涟水县科达建设工程
中一台塔吊未领取施工许可证;施工升降机驱动电机手动释

放制动装置缺少螺帽;进料口防护棚设置不规范;导轨架自
10 苑小区

张乃马
有限公司

由高度超过说明书要求:悬挑平台未挂荷载限定标牌:落地
13#-16#楼

式平台无专项施工方案:脚手架立杆悬空，用钢丝绳斜拉在

监理单位:淮安市同济工程建设 钢管上;脚手架外侧未设置全网封闭:作业层与建筑物之间

监理有限公司
潘永生/龚亚宏

未进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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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存在问题

建设单位:无锡市硕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卸料平台周边防护不到位，架体搭设不规范，平台内没有限

无锡新区 载标牌，脚手架连墙件设置不规范，砌筑墙体时随意拆除;

生命科技
施工单位:无锡景业建设工程有

安全网铺设不到位，开口架缺少之字斜撑:塔机基础有大量
11 

园总部研 章子峰 积水:少数销轴使用不规范;卷筒钢丝绳缠绕不规范;配重
限公司

发项目 块未固定连接可靠:回转支撑的螺栓松动，螺母缺失;专用

监理单位:江苏翔)1颐工程管理咨
戴建玉

电箱设置不规范:驾驶室无灭火器，无照明，无出厂铭牌。

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无锡协信远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室内跃层临边、首层高低临边无安全防护栏杆，无安全警示

标志:基坑临边无安全防护措施及警不标志:脚手架连墙件

无锡天骄 施工单位:无锡市亨利富建设发
随意拆除无加强措施:井架运输平台无搭设方案，现场搭设

张元福 不规范，防护不到位:塔机专用电箱不规范，标准节连接螺
12 观邸二期 展有限公司

栓松动，标准节锈蚀严重，电缆线老化破损:变幅小车末端
项目

缓冲装置损坏，回转限位无效;物料提升机导轮与导轨间隙

监理单位:江苏赛华建设监理有
过大;钢丝绳固结不规范，缺少绳卡，主钢丝绳缠绕不规范，

丁峰 少量有变形:楼层卸料平台防护门未关闭。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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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位、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存在问题

建设单位:华润置地(无锡)开发有限公司
样板房首层1 1伍边高差较大，无安全防护栏轩，无安全警告标

无锡华润
主、:地下室临边钢管材料堆载过高:回填土挤压脚手架，主

江南府一 施工单位: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杆变形:脚手架方案中连墙件做法无说明及可靠性计算;支

13 纪雪 模架缺少剪刀撑，顶托悬臂端过高无加强水平杆:无施工通 l
期二标工 司

程
道:电缆线老化、破损:主钢丝绳防R35绳装置不规范;变幅

监理单位:上海海志工程建设咨
沈宏毅

小车末端缓冲装置损坏;群塔作业方案编制不合理。

询有限公司 处理意见:停止进苏备案资格核验，待整改合格后恢复。

塔吊(3刮起重量、力矩、高度、变幅机构安全装置全部失

建设单位:宿迁五洲置业有限公司 效，起重臂连接销脱扣串出，起升机构钢丝绳报废，基础加

强节连接螺栓锈蚀严重，未按规定更换;电器、线路严重老

化，塔吊未按起重设备保养制度实施保养:落地脚手架搭设

宿迁五洲 施工单位:南通中甲建设工程有 与方案不符，纵横向扫地杆、剪刀撑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国际工业 限公司
孙春 与建筑物拉结点设置不足，外脚手架连墙件设置不足，未设

14 
博览城一

置抛撑等可靠支撑，造成架体倾斜;脚手架立杆处堆载大料

期
材料和土方，影响架体稳定性，脚手架门洞未米用加固措施;

现场搭设落地式操作平台无针对性方案，与两侧外架拉结。 l

监理单位:江苏钟山工程建设咨
许兵

(强条)移动式操作平台未设置防护栏杆:模板拆除作业未

询有限公司 按方案进行施工。外架、支模架拆除同时进行，存在垂直交

叉作业，无防护措施，且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安全带。 构件

堆放高度超过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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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存在问题

两名安全员长期不在岗;施工现场文明施工脏乱差;无分包

单位登记造册表，未签定总分包单位安全协议，未能对分包

建设单位:张家港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实施有效管理:应急物资清单过于简单，不能满足应急

演练需求;施工升降机进料门限位失灵:进料平台与楼层距

离不符合要求:卸料平台与外脚手架连为一体，无接地防雷

保护。悬挑脚于架钢梁与建筑结构锚固措施不符合规范要

求，剪刀撑斜杆与架体杆件固定不符合要求:各临边洞口防

张家港滨
护措施不符合要求，未形成定型化;安全资料过于简单，流

于形式，缺乏针对性和真实性;人货电梯安全门两侧未防护
?可生活广 施工单位:沈阳腾越建筑工程有

刘琛 到位:悬挑架工字钢尾部固定不规范、与方案不符;电梯井
场 15-19#楼 限公司15 

各预留洞口防护未定型化;外架底部、竹笆片上垃圾未及时
及地下车

清理;施工升降机操作平台用铁丝、钢筋代替螺栓，进料门
库工程

安全装置失灵，进料平台与楼层距离过大，卸料平台与脚手

架连为一体，安全门设置不合理，无重复接地保护，资料不

齐全。机械定期检查一笔到底，没有时间日期，二级教育知

识形式，未见安全技术交底，现场无机械管理员，资料的编
监理单位:江苏东科建设项目管

谈恒庆 制没有编制人和质量安全等部门的参与，对特种作业人员未
理有限公司 进行考核制度。

处理意见:停止项目经理驻苏执业资格一年;停止进苏备案

资格核验，待整改合格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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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及项目经理、项目总监 存在问题

塔吊 (60#、 62的存在隐患:标准节新老混用，不同结构形

式、不同生产厂家的泪用;私自改造力日装顶升踏步;使用了

建设单位:宿迁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非原厂制造的主构件(附墙件);连接螺栓未采用 8.8 级以上

的高强螺栓，而是使用的 4.8 级普通螺栓连接:附墙件制造 |

宿迁碧桂
单位无制造许可证，租赁公司无视起重设备的安全性能及可

靠性私自改造主构件，盲目投入市场使用:旋转限制器、起
园剑桥湾

重量限制器、高度限制器无效;旋转支承连接螺栓松动; (塔
l 嗣6# 、

16 施工单位: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 吊拆除)施工升降机接料平台架体未编制搭设专项施工方
18-24#、 陈志斌
31-56#、 限公司 案，两侧未设侧向剪刀撑，附墙部位未安装内斜撑(抗扭力) ; 

59-63#楼
安全防坠器于 2015 年 6 月出厂，至今未按规定申报检测:主

钢丝绳与副钢丝绳绞接:悬挑卸料平台方案中标明使用预埋

拉环，现场实际与方案不符，使用钢丝绳直接绑扎在结构上。
监理单位:江苏天园项目管理集

肖宇 楼梯边无防护;电梯井门未安装防护门:电梯井道内未设置
团有限公司 隔层防护。现场施工人员多数未能自觉正确戴好安全帽，工

人安全意识严重缺乏。脚手架专项方案中引用己过期规范。

→ 18 一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发
一
一

刷
一
一

日
八
一

。
时
，
J
-

年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