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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文件 
 

 

苏园规建〔2019〕13 号 

 

 

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关于 2019 年苏州工业 

园区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专项检查暨一季度

建筑施工工地综合大检查的情况通报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园区建筑工程安全质量和市场行为的管理，贯

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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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

园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园区规

划建设委员会于 3 月 21 日，组织开展 2019 年苏州工业园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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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专项检查暨一季度建筑施工工地综合大检查

工作。本次大检查按照省、市及园区相关要求，随机抽取检查项

目，采取“四不两直”的形式，共抽查在建工程 8 个，全面检查

了项目的安全质量和市场行为，并进行了量化打分，现将检查情

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概况 

本次综合检查共抽查了在建工程项目 8 个，建筑面积约 10.8

万平方米（其中公共建筑 5 项，建筑面积 6.9 万平方米；工业建

筑 3 项，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经统计汇总后共反馈给施工单

位检查通报表 8 份。 

从本次检查情况看，大部分项目能按照各项活动的要求，积

极开展各类整治治理活动，认真抓好、抓实质量安全生产工作，

市场行为管理基本有序，管理体系和措施较为到位，但尚有部分

工地的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和缺陷。 

二、存在问题 

1、质量管理 

一是质量管理行为方面：部分项目未见材料见证取样制度或

方案，未见质量缺陷修补方案、修补记录，部分工程验收资料代

签字、验收意见未填写，未见盖审图章的图纸、未见设计交底，

未见节能公示牌等。二是混凝土工程方面：部分项目同条件试块

未放置相应部位，现场未建立标养室也未见委托养护协议，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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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剂烘培记录等。三是砌体工程方面：部分项目构造柱加密箍筋

间距不符合要求，砌块粘结剂饱满度较差等。四是钢结构工程方

面：部分项目钢柱局部除锈不到位，钢柱底部未及时灌浆，围檩

固定螺栓部分缺失等。   

2、安全管理 

一是安全管理行为方面：部分工程项目经理不在岗，安全员

日常检查记录未见，安全标志平面布置图未见等。二是临边洞口

防护方面：部分项目安全网破损多尘，电梯井防护门未安装，部

分井子架六层防护门缺失等。三是脚手架（模板支撑）方面：部

分项目内架搭设缺少剪刀撑、抛撑，外脚手架连墙件拆除后未及

时恢复，外架上堆放杂物未及时清理，外架四步一隔离缺失等。

四是临时施工用电方面：部分项目现场缺专职电工，楼层箱内一

闸多机、无开关箱等。五是施工机械方面：部分项目无法提供物

料提升机司机上岗证等。六是消防方面：部分工程现场消防器材

缺失，工地现场杂物未及时清理等。 

3、市场管理 

一是市场行为方面：普遍存在项目管理人员档案资料欠缺，

分包工程合同、支付凭证等资料不全等。二是农民工工资方面：

主要问题在于农民工未经考勤即进入施工现场，农民工日常工资

支付数额未达最低工资标准，未通过银行发放农民工工资等。 

4、监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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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监理行为方面：部分项目专业监理不在岗。二是监理资

料方面：部分项目监理日记过于简单，沉降观测资料未报验，电

渣压力焊工艺评定资料未报验，混凝土浇筑旁站记录内容不全

面，部分工程验收记录不完整等。 

三、通报批评 

根据本次综合大检查及日常监督检查情况，经研究决定，对

以下项目的参建单位及有关人员予以通报批评： 

1、项目名称：中央景城九年一贯制学校（DK20100291）-

教学楼扩建土建总承包工程 

施工单位：苏州工业园区舜园建筑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诚信金泰建设管理（苏州）有限公司 

事由：由苏州工业园区舜园建筑有限公司承建的中央景城九

年一贯制学校（DK20100291）-教学楼扩建土建总承包工程存在

问题较多。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不到岗，未提供项目部主要管理人

员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工程分包程序凭证等档案资料缺失，未执

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监理单位诚信金泰建设管理（苏州）

有限公司对施工单位以上违规行为失于监管，未能有效履职。 

给予苏州工业园区舜园建筑有限公司、诚信金泰建设管理

（苏州）有限公司通报批评，责令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对

该工程项目的管理水平，健全工程管理档案资料，严格落实农民

工实名制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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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名称：标准厂房项目（DK20060727 地块）2-1 扩建

门卫及消防泵房、4 厂房（二）、6 厂房（三）、7 消防水池、3 自

行车棚土建安装工程 

施工单位：苏州市越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晓军 

监理单位：苏州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总    监： 杨荣峰 

事由：2019 年 3 月 6 日，我委下属质安站在日常监督过程中

发现标准厂房项目（DK20060727 地块）2-1 扩建门卫及消防泵房、

4 厂房（二）、6 厂房（三）、7 消防水池、3 自行车棚土建安装工

程，施工单位未对屋面框架梁模板支撑方案（搭设高度约 8.15 米）

组织进行专家论证，违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规定》相关规定。 

该项目相关单位和个人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经查实后我

委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目前相关案件正在办理

过程中。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1、全面落实整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各相关单位应针对本次大检查暴露出的问题，举一反三严格

落实各项整改措施。各项目应以此次大检查为契机，开展全面的

自查自纠活动，扎实开展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检查及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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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消除安全隐患。按照“全覆盖、无盲区、重实效、零容忍”

的要求，突出高处施工平台、起重机械、脚手架和高支模等重点

内容，严格自查违规作业行为。同时，切实履行质量终身责任承

诺，提升项目质量水平。 

2、加强材料监管和实体抽测，保障工程质量 

我委将继续严控原材料质量，坚决杜决不合格建材用于园区

建设工程，同时开展原材料质量专项治理工作，对后台计量、混

凝土、砂浆等方面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并强化对混凝土养护和钢

筋保护层控制的监督检查。 

针对目前园区市政重点工程开工量日益增大的情况，我委将

加强对商品混凝土企业的监督管理，尤其是市政项目的混凝土供

应商。加强项目质监员与抽测科的沟通互动，根据工程施工进度

及时安排实体抽测；实行差别化处理，对住宅和公建类重点监管

项目全面覆盖，进一步提高工程实体监督抽测频次。在所测构件

中，混凝土强度回弹合格率、钢筋保护层合格率和现浇混凝土板

厚合格率较去年同期均有所提升，同时我委对疑似不合格构件要

求参建单位进行加倍复测和委托第三方鉴定，切实保障建设工程

主体结构质量。 

3、进一步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中之重。参建企业要吸取近期建筑施工安全事故教训，牢固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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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切实做到安全责任到位、

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安全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类管理制度和措施，压实施工一线安全责

任，狠抓安全生产常态长效化管理，确保园区建设施工领域安全

生产平稳向好。 

 

 

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委员会       2019 年 4 月 15 日印发 

共印：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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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苏州工业园区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专项检查暨一季度建筑施工 

工地综合大检查情况通报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质量  

得分 

安全  

得分 

监理  

得分 

市场

得分 

前三

项平

均 

1 

中央景城九年一贯制学校

（DK20100291）-教学楼扩建土建

总承包工程 

苏州工业园区舜园

建筑有限公司 

诚信金泰建设管理

（苏州）有限公司 
79.7 78.0  77.3 70.5 78.33 

2 
西交利物浦大学（DK20100293 地

块）影视学院施工总承包 

江苏省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苏州三联建设顾问

有限公司 
92.4  91.0  86.3  94.5 89.90 

3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高级中学建设

园区二中改建工程(DK20110054

地块)(1#教学楼，2#门卫）（土建、

水电及暖通） 

江苏永丰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苏州相城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86.8  92.0  88.6  88.5 89.13 

4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学校

(DK20090129 地块)（艺体楼（扩

建后））土建、安装 

江苏武进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 

苏州中润建设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86.2  86.0  81.8  87.0 84.67 

5 

三区盛安(苏州)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原苏州优美克斯汽车部件)厂

房施工总承包 

湖北同泽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富莱工程项目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0.7  85.0  86.0  90.0 83.90 

6 

三区泰凌医药中国-综合制剂车间

（二）,消防泵房,消防水池

3,4(土建（含钢结构）、水电安装)

综合制剂车间（二） 

苏州建筑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苏州市永安工程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 
87.7  90.0  89.0  87.0 88.90 

7 

DK20150073 地块（LED 模块，面板

的研发扩建项目）(3#生产厂房,

门卫室）土建安装工程 

江苏中展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苏州市天和工程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78.6  76.0 78.0  85.0 77.53 

8 

二区翠园路南、F 城西出让地块

（271#）-塔楼三（T3）地上部分

土建、安装工程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

公司 

上海海龙工程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77.3 85.0  85.0 98.0 8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