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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文件
 

 

苏园规建〔2018〕9 号 

 

 

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2018 年 
苏州工业园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园区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扎实推进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专项行动，持续提升建筑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

工水平，防范和遏制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经研究，决定在园

区范围内开展 2018 年度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现将

《2018 年苏州工业园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方案》印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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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苏州工业园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方案 

 

为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风险

意识和责任担当，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根据省住建厅、市住建局、市安委会有

关工作要求，为有效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加强苏州

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加强园

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升建筑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水平，进一步遏制和减少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结合园区建

筑施工实际情况，特制定 2018 年苏州工业园区建筑施工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全

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体要求，以《安全生产法》、

《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等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为依据，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省和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针对建筑施工生产事故高发类别和建筑施工扬尘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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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薄弱环节，有计划、有重点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通过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狠抓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落实，狠抓施工项目现场安全生产隐患治理，以规范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为重点，以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为关键，着

力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进一步落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和行业

监管责任，进一步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进一步落实施

工现场扬尘污染管控措施，有效整治建筑工地扬尘污染，进一步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力度，有效防范和遏制建筑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努力实现全年事故总量、死亡人数“双下降”和较

大及以上事故“零发生”目标，确保园区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稳定。 

    二、组织领导 

根据工作要求，我委成立了园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领导小组，园区规建委主任任组长，分管副主任任副组长，成员

为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各相关处室、园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站、园区市政工程部、园区中新公司、园区中新置地、园区重建

公司、园区兆润公司和各功能区建管机构负责人，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置在园区规建委质安处。 

我委将明确任务，细化措施，安排专人，落实责任，主要领

导亲自部署、亲自督查、亲自协调，分管负责人深入一线、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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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研究解决本部门和本单位推进工作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

强化全过程指导和控制，确保专项整治工作扎实推进，整治工作

取得明显实效。 

园区直属各部门、各大公司、各功能区建管机构应根据各自

单位实际情况，细化制定本单位和所辖区域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落实专项整治工作。 

三、整治范围及内容 

1、整治范围 

园区范围内依法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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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内容 

工程参建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施工企业落实

“一必须五到位”情况；施工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在施工现场执行

情况；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工作开展情况；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方案编制、审核或论证、技术交底、施工实施、工

序验收等“五个环节”安全管理情况；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情况；

施工扬尘防控责任制落实情况等。 

  四、工作任务 

1、落实项目参建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根据《苏州市落实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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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苏住建质〔2016〕30 号）“三年巩固提升”的要求，

进一步推进建筑施工企业落实“一必须五到位”，推进建筑施工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施工企业及其工程项目部要建立上级来文专

门台帐，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人员要熟悉相关内容，并将文件及会

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到安全管理工作中。要严格执行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要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建筑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一必须五到位”责任清单（检查表）》等，开

展全面梳理和排查，查找问题和隐患，列出问题清单，制定整改

措施和方案，落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切实做到安全隐患整改责

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的“五落实”。 

2、加强危大工程安全管理 

工程参建各方要严格执行住房城乡建设部《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2009〕87 号）、住房城乡建设

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的通知》（建办质〔2017〕39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安委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起重机械、基坑工程等五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施工安全要点的通知》（建安办函〔2017〕12 号）等要求，健全

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系。按照施工安全要点的规定，严格危大工

程过程管控，严格危大工程“五个环节”安全管理流程、强化危

大工程安全管控责任、严肃查处危大工程违法行为。各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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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须将要点制作标牌悬挂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并严格贯彻

执行。 

3、强化高处坠落事故预防措施 

根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建筑工

程预防高处坠落事故若干规定》（建质〔2003〕82 号），各施工企

业必须对照规范标准的要求，根据工程特点编制有针对性的预防

高处坠落事故的专项施工方案，并组织实施。要加强作业人员的

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提高全员安全意识。要严格落实施工现场

高处作业的安全防护措施，严格现场隐患的排查治理，不断提高

安全防护标准化、工具化、定型化的水平。 

4、加大对起重机械设备的监管力度 

根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

《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登记办法》（建质〔2008〕76 号）等相关规章

制度，建筑起重机械的相关出租、安装、使用、施工总承包、监

理和建设单位要认真履行安全职责。施工现场要建立和完善“一

机一档”资料，指派专职设备管理人员，落实维修保养、组织定

期检测等工作。要根据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特点，加强吊

装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深入学习和全面掌握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建筑工程的相关吊装专业知识。 

5、完善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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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江苏省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构建双重预防机

制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安办〔2016〕103 号）、《关于加快推进全

市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

通知》（苏安办〔2017〕194 号）等文件精神，各施工企业必须加

快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完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健全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实现隐患排查治理自查、自改、自报闭环管理。要

强化源头管控，落实施工企业安全培训教育主体责任，开展“安

管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活动；建立健全施工安全应急救援体系，

认真开展应急演练活动，深入推进“平安工地”建设，有效预防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6、抓好重点时段安全管控 

强化落实建筑施工项目春季复（开）工、雨季汛期台风、夏

季高温和冬季严寒等重点时段的安全管理保障措施。严格执行先

培训后上岗制度，对新进、转岗一线操作工人进行“三级”教育；

落实施工现场易发生事故的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和消防防火等各

项工作措施。加强建筑工地食堂食品安全风险排查，配合有关部

门有计划地开展施工项目灭鼠和蚊蝇消杀活动等。 

7、严格施工扬尘防治监管 

严格按照《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苏州市扬尘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25 号）《苏州市建筑工地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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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治理专项行动考核暂行办法》（苏住建质〔2018〕1 号）等有关

规定，抓好工地围挡设置、道路硬化、裸土覆盖、车辆冲洗、垃

圾清运、物料堆放等扬尘防控的重点环节，有效落实企业扬尘防

治主体责任。 

     五、整治重点 

（一）贯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生产相关文件 

工程参建各方责任主体按要求开展自查自纠，消除安全隐患，

建立健全闭环管理机制；建筑施工企业对本单位落实“一必须五

到位”进行全面梳理和排查，运用视频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加强施

工现场实时管理。 

贯彻落实建筑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标准规范

情况。重点是《安全生产法》、《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

十项规定》（建质〔2014〕123 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建质[2014]153 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规程》（建质[2014]154 号）、《建筑

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暂行办法》（建质[2014]111 号）、《关于

转发市安委办《全市重点行业领域实行安全总监制度工作方案》

的通知》（苏建函质〔2016〕48 号）、《关于层转《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关于印发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通知》的通知》

（苏建函质〔2016〕133 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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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安全管理的通知的通知》（苏建质安〔2017〕282 号）、《市住房

城建设局关于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的通知》（苏建函质

〔2016〕270 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苏州市工程质

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苏住建质【2017】15 号）等

一系列文件。 

（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继续认真贯彻《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建质〔2009〕87 号）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的通知的通知》（苏建质安〔2017〕282 号）的文件精神。

落实监管责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整治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专家论证和实施的贯彻落实

情况。 

1、深基坑工程 

（1）、严格遵守《苏州工业园区深基坑工程管理暂行规定》

（苏园规〔2010〕7 号）、《关于加强基坑工程开挖时周边管线保

护的通知》（苏园规〔2010〕50 号）等文件相关规定。 

（2）、落实设计、施工方案专家评审制度，设计方案评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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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方可进行深基坑工程施工招标。 

（3）、加强轨道交通保护区范围内的深基坑工程安全管理，

遵守《苏州市轨道交通管理办法》，建设单位应当制定轨道交通设

施保护方案，经轨道交通经营单位同意后，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

可手续；施工过程应当同时接受轨道交通经营单位的安全监控。 

（4）、深基坑开挖前条件审核，对于开挖条件审核不通过的，

不得开挖；开挖前对地下管线应有交底记录和专项保护方案，管

线不明的，不得开挖；加强深基坑施工质量管理，严格进行第三

方质量检测。 

2、脚手架工程 

（1）、认真贯彻落实《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

规范》（JGJ130-2011）相关要求。 

（2）、编制有针对性的专项施工方案；对超过一定规模危险

性较大的脚手架工程，应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评审，并履行专项

方案审批手续。 

（3）、切实落实搭设人员的安全防护措施，细化脚手架搭设

中节点验收和脚手架搭设后检查制度。 

（4）、脚手架必须按照技术规范设置连墙件，严禁在砌筑、

装修装饰阶段随意拆除连墙件，严禁超载堆放建材。 

3、模板支撑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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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真贯彻落实《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JGJ162-

2008）相关要求。 

（2）、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有针对性的专项施工方案；对

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的模板支撑系统，应对施工方案进行专

家评审，并履行专项方案审批手续。 

（3）、落实模板支撑系统搭设前安全技术交底、高大支模搭

设期间的安全防护措施，严格执行搭设完成后验收等制度。 

（4）、扣件式钢管作立柱支撑时，每根立柱底部应设置垫木

和底座，顶部应设置可调托架。 

（5）、持续对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有计划、有重点地推广使用

碗扣式、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模板支撑体系。 

4、建筑施工起重机械 

（1）、认真贯彻落实《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

设部第 166 号令）相关要求。 

（2）、落实《苏州工业园区建筑施工现场起重机械设备安装

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苏园规（2007）12 号）、《关于加强物料

提升机安全监督管理的通知》（苏园质安监（2013）4 号）相关要

求；根据产品说明书、施工现场环境和有关标准编制塔式起重机、

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安装或拆卸施工方案，履行审批手续和

作业监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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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验收程序、检查制度和交接班制度。相关责任单

位及人员应在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降机每次升节、附墙后进行验

收,并填写验收记录；应检查使用中的起重机械设备每月是否进行

二次检查及检查记录；检查实行多班作业的起重机械设备是否严

格执行交接班制度和填写交接班记录。 

（4）、按《关于进一步加强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检测工

作的通知》（苏园质安监〔2012〕8 号）文件规定严格执行塔式起

重机和施工升降机检测工作，加强对附墙件的检查工作。 

5、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1）、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制有针对性的幕墙、吊篮专项施

工方案；对施工高度 50m 及以上的幕墙安装工程，应按规定组织

专家进行施工方案评审，方案实施前应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并按

规定程序审批。 

（2）、吊篮安装完毕后，监理单位应组织出租、安装、施工

等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吊篮在验收前应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

构出具的正式检测报告。 

（3）、吊篮使用最多只能 2 人作业，严禁超载，并加强使用

过程的维护、保养。 

（4）、加强场内物料运输安全管理，玻璃放置、搬运必须有

方案和安全措施，同时要有人监护，预防倒塌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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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高处作业防护，防止坠落事故发生 

1、加强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重点落实登高作业前安全技术交底、防护设施及防护用品的配置。 

2、建筑施工期间楼梯、洞口等临边必须设置标准化、定型

化、工具化防护栏杆。电梯井、施工洞口每层水平方向必须设置

硬隔离防护。水平硬隔离防护搭设必须牢靠，严禁在电梯井、施

工洞口水平硬隔离防护上进行施工操作。 

3、钢结构安装时，应采取防止高处坠落的安全措施如设置

生命线、挂设水平安全网等。 

（四）、防治扬尘污染，提升施工围栏质量，推进绿色施工 

1、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城市施工工地扬

尘排污费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苏府规字〔2015〕8 号）和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苏州市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行

动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苏住建质【2018】1 号）文件要求，

配合环保部门对工地施工扬尘进行管理，重点对建筑工地封闭硬

质围挡、施工现场主要通道硬化、裸土及材料覆盖、施工现场主

要出入口冲洗台及冲洗设备配置，严格落实“三个一”措施，督

促企业落实扬尘控制长效机制。 

2、贯彻落实《苏州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管理

办法》，加强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宣传教育力度，督促企业施工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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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建筑扬尘控制施工专项方案并落实到位，组织开展施工扬尘污

染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处罚力度，将责任单位施工扬尘污染治理

成效与信用等级评定、工地评优挂钩。 

3、针对园区项目特点和实际情况，严格落实《园区规划建

设局关于提升建筑工地文明施工水平的通知》、《园区施工工地

扬尘整治专项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工地施工围栏标

准的相关通知》（苏园规建〔2017〕3 号）等文件精神要求，加

快推进现场围挡标准提升工作进程。 

园区行政区域内所有工地施工围栏高度一般应大于 2.5 米、

小于 2.8 米，如要设置高度大于 2.8 米的特殊广告围栏，应到相

关部门审批，并计算复核其稳定性。施工围栏需设置基础（型

式可为砌体或混凝土）以及构造柱（型式可为砌体、混凝土、

钢结构等），构造柱间距不得大于 5 米，围栏材质应为双层夹芯

彩钢板或砌体，顶部要收边。鼓励使用绿植围栏等创新美化措

施，但标准不得低于以上要求。施工围栏外应张贴比例不少于

30%的公益广告。施工围栏应加强日常维保，保持干净整洁，公

益广告如有破损应及时补上。 

（五）、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 

1、认真贯彻落实《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50720-2011）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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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单位应依据有关规定和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包含消防

应急预案的消防安全专项方案，履行审批手续，并督促各方认真

落实。 

3、焊接、切割等动火作业应严格遵守动火审批和监护制度，

裸露的可燃材料上严禁直接进行动火作业。 

4、宿舍、办公用房的建造标准应符合消防规范要求，宿舍、

办公用房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必须为 A 级。 

（六）、加强道路开挖工程安全监管 

严格按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切实加强地下燃气管道保

护工作的通知》（苏住建城〔2014〕35 号）要求完善和落实施工现

场燃气管线保护措施。 

1、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前期，应向管道燃气企业查明施工范

围内燃气设施情况，并将查询结果及时提供给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等单位。施工范围有地下燃气管道的，建设单位应与设计、

施工、监理等单位以及管道燃气企业共同制订燃气管道安全保护

方案。 

2、施工单位应认真落实燃气管道安全保护方案，加强施工现

场管理。项目经理要对现场施工负责人进行详细的书面交底，督

促施工人员做好燃气管道安全保护工作，并指派专人进行全过程

监护。发现地下燃气管道资料与实际不符的，应立即停止施工，



  －17－

及时向建设单位和管道燃气企业报告，情况核实后方可施工。 

3、监理单位应按照法律、法规和建设工程规范标准加强施工

现场监理，认真审查燃气管道安全保护方案的技术措施，对燃气

管道安全保护范围内的施工行为，应进行旁站监理，对有可能影

响燃气管道安全运行的施工行为应及时制止。 

4、管道燃气企业应加强巡线管理，切实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及时制止危害燃气管道的行为，如制止无效必须及时上报有关部

门。 

（七）、加强重点时段安全管控 

抓好建筑施工企业在春季复（开）工、雨季汛期台风、夏季

高温和冬季消防等重点时段的安全管理保障措施。重点是严格执

行先培训后上岗制度，对新进、转岗一线操作工人进行“三级”

教育；施工现场各项防火措施落实情况；施工企业对易发生事故

的重点环节、重点部位要有针对性的施工措施，加强管控。 

（八）、完善事故预防机制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落实施工企业安全培训教育主体责任，严格重大风险管控管

理，建立健全施工安全应急救援体系。企业必须认真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要及时修订、完善本单位相关应急救援处置预案，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建立专兼职救援队伍，

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加强从业人员应急培训，组织开展演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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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五、主要工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相关要求 

各项目参建单位要充分认识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根据项

目实际，制定切实可行实施方案，细化专项整治管控措施，成立

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健全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机制，落实专项整治相关要求，加强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

安全措施，加大安全投入，努力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不断提升安

全保障能力。 

2、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各项目参建单位要认真学习并落实《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规范》(GB50656-2011)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要求，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体制，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积

极推进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工作。 

3、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 

建设单位必须切实履行质量安全首要责任，组织监理、施

工单位开展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检查活动。 

各项目参建单位应按照项目施工情况和特点，定期排查施

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安全生产保证体系中存在的漏洞及薄弱

环节，消除安全隐患，并认真落实领导带班制、重大隐患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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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制。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建档登记，明确整改责任

人和整改时限，确保整改闭合。同时施工单位应定期组织公司

级别进行安全检查。 

监理单位对排查发现的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

查，每周组织安全例会对项目自查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通报。如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应及时向建设单位提出书面报告并上报

规建委和质安站 

4、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 

施工企业应重点抓好企业负责人、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的

安全教育。落实对操作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增强施

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生产的自我保护能力。 

5、营造舆论氛围加强整治成果推广 

我委将充分利用规建委网站和质安站网站，及时报道整治行

动进展情况，宣传典型经验做法，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强化

宣传教育，为活动持续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我委将每季度组织召开“园区建筑施工安全形势分析会暨

整治工作联络会议”，并适时召开“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文明观摩

会”，分析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破解安全生产难题。 

6、坚持严查重罚 

我委将充分运用视频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加强施工现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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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突出危大工程过程管控、高处坠落事故预防等工作重点，

以日常监管、专项检查和重点巡查相结合的手段，排查和治理各

类安全生产隐患,对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将跟踪落实整改，对发

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格按上限处罚到位,对触碰行政处罚“高压

线”的行为将坚决严肃查处，牢固树立“检查十次不如执法一次”

的安全生产工作理念，加大行政处罚尤其是“事前处罚”的力度，

严厉惩处相关责任单位及其责任人，同时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引

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在全社会形成群防群治的氛围，扎实推进

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各项工作。 

7、建立长效机制 

活动过程中我委将逐步总结提炼专项整治行动过程中好的、

有效的做法，形成经验材料，并及时转化为今后工作中的规范制

度。将专项整治行动经验与年度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专项整治、

安全标准化建设等重点内容进行有机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促进

企业更加自觉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在安全生产领域弘扬安全发展理念、

凝聚安全生产共识，进一步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

现全年安全生产工作“三下降、一杜绝”的工作目标，确保园区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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