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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首 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之际，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以普通党员

身份参加专题组织生活会，与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办调研视察时提出的“五

个坚持”和中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精

神，一起交流学习体会。

黄明说，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是共产党员最本质最核心的要求，是做好应

急管理工作的魂和根，要体现在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的坚定信仰上，体现在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上，体现在对新时代应急管理事业的无怨无悔、无私奉献上，切实把

忠诚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要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结合工作实践、成长经历和遇到的

问题深入思考，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工作本领，以坚强的党性和舍身忘我的精

神履行对党的誓言和忠诚。

黄明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安是最大的责任，必须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放在最高位置。应急管理是一项特殊的事业，对应急管理干部有特殊要

求，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坚决履行好

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使命。希望大家牢记“五个坚持”，认真感悟实践，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为应急管理事业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刊编辑部会刊编辑部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民安是最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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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李克强韩正讲话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出席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记者赵超、董峻）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自觉把经济社会

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

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

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

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讲

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作总结讲

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

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

丰富的生态文化。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

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

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率先发布《中

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推动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习近平指出，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

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

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

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跨

越一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我们必须咬紧牙

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

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

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广

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我

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坚持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

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

和谐、美丽。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

空间。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

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

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

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五是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

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

压线。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

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

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

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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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导 讲 话

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

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

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

文明体系，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

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物

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习近平指出，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

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能

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

业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

洁能源产业，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

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习近平强调，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

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是重中之重，

要以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为刚性要求，强化联防联

控，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

闪烁。要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保障饮用

水安全，基本消灭城市黑臭水体，还给老百姓清水

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要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强化土壤

污染管控和修复，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姓吃得放

心、住得安心。要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

光。

习近平指出，要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生态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把生态环境风险纳

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

风险防范体系。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抓

好已出台改革举措的落地，及时制定新的改革方

案。

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要充分运

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采取多种

方式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加大重大项目

科技攻关，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

题开展对策性研究。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

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

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

的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态文

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

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各相关

部门要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使各部门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分工协作、共同发力。要建立科学合

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对那些损

害生态环境的领导干部，要真追责、敢追责、严追

责，做到终身追责。要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铁

军，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

心、支持生态环境保护队伍建设，主动为敢干事、能

干事的干部撑腰打气。

李克强在讲话中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构建生态文明

体系，加强制度和法治建设，持之以恒抓紧抓好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要抓住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突出加强工业、

燃煤、机动车“三大污染源”治理，坚决打赢蓝天保

卫战。深入实施“水十条”、“土十条”，加强治污设

施建设，提高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有针对性治

理污染农用地。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

提升为主攻方向，推进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国家对

农村的投入要向这方面倾斜。要推动绿色发展，从

源头上防治环境污染。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等发展新动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促进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改

造。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提高能源清洁化利用

水平，发展清洁能源。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推动形成内需扩大和生态环境改善的良性

循环。要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和协调有序的国土开发

保护格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区域统筹、综合治理，完善自

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坚持统筹兼顾，协同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发挥

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作用、协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和生态文明建设持久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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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应急管理部部长办公会议
研究部署当前安全生产和应急

响应重点工作时强调

李克强强调，要依靠改革创新，提升环境治理

能力。逐步建立常态化、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

制，健全多元环保投入机制，研究出台有利于绿色

发展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方面

的改革，把更多力量放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事中

事后监管上。抓紧攻克关键技术和装备。强化督

查执法，大幅度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引导全社会树

立生态文明意识。确保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任务。

韩正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刻把握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重要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新道路；深刻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

最普惠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着力解决损害群众

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深刻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是

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科学性、有效性。各地区各部门要狠抓贯彻落

实，细化实化政策措施，确保能落地、可操作、见

成效。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大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力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标本兼治、突出

治本、攻坚克难，防止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咬

定目标不偏移稳扎稳打，坚定有序推进工作，扎

扎实实围绕目标解决问题；切实依法处置、严格

执法，抓紧整合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

责与队伍；确保攻坚战各项目标任务的统计考核

数据真实准确，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河北

省、浙江省、四川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

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

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

团体，有关国有大型企业，军队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5月7日，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黄明主

持召开应急管理部部长办公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思想，研究部署当前

安全生产和重特大事故灾害应急响应等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当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高温雨季，

影响安全生产的因素增多，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

位务必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各项

防范工作。一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认真贯彻

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大

力推动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部门的监

管责任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层层落实到各层级、各

岗位。二要严格安全监管执法，各级领导干部要带

头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真

正严起来、硬起来，抓到点子上、抓在关键处，对只

检查不执法、以罚代法和对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

“黑名单”管理零上报的地区和单位，要加大督查督

办力度，倒查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要严格落

实监管执法各项制度措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三要抓紧抓实汛期安全生产工作，重点

抓好矿山防淹井、尾矿库防溃坝、危化品防高温、烟

花爆竹防雷电等措施，出现极端恶劣天气、不能保

证安全生产的要坚决停产、停工、停用。四要深入

组织好“安全生产月”活动，围绕“生命至上、安全发

展”主题，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扎实开展主题宣讲、

宣传咨询、警示教育等活动，增强全民应急意识，提

高公众安全素质。

来源：宣教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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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导 讲 话

5月 31日，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

生产责任制规定》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应急管理

部党组书记黄明主持会议并就贯彻会议精神作

出部署。

此次会议旨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认真落

实《规定》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

系，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推动全国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有力的安全生产保障。

黄明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将会议精神

和《规定》向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党委党组汇报，认

真组织学习，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思想、李克强总理关于加强

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以对人民群众极端负责

的态度，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

紧制定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工作方案，明确具体任

务和措施，明确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其他领导安全

生产责任，具体细化各自分工。要把《规定》执行情

况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督查督办事项，扎实推进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

黄明强调，当前，各地正处在机构改革关键阶

段，要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平稳过渡，防止工作

断档、责任落空。针对主汛期和高温季节事故易发

多发的情况，督促有关方面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和联络员、

应急管理部党组和各司局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

加会议。各省级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管

负责同志，地方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负责同志，省级

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县安委会全体

成员等在各分会场参加会议。

黄明：以对人民群众极端负责的态度
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警钟长鸣





据湖北省安监局通报：2018年6月27日16时15

分，黄冈市蕲春县张榜镇田六村民付学文家民房外

墙粉刷施工时，吊篮从高处坠落，正在吊篮上作业

的3名村民不幸坠亡。

黄冈发生一起吊篮坠落事故，3人死亡！
来源：安全环保小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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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监理的作用，有效制止违法违规行为

的发生，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报告若干规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意见》《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

例》《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

管理办法》等，规范工程监理（以下简称监理）在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管理中的行为，充分发挥监理的作用，有效

制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1、定义

本规定所称监理报告是指监理单位按照有关

规定，定期将施工现场的有关情况，经总监理工程

师审核后，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市交通、水务、

海洋、绿化、民防、房管等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

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的活动。

2、实施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投资额100万元及以上的新

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实施监理报告制度。

3、职责分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是本市建

设工程监理报告工作的综合监督管理部门，并负责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除交通工程）

监理报告工作的监督管理。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法

律、法规和市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相关专业

建设工程监理报告工作的监督管理。

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监理报告工作

的监督管理。

本市各级各类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根

据职责分工，具体实施管辖范围内建设工程监理报

告工作的监督管理。

4、报告方式和期限

监理报告以施工工地为单位，由项目总监理工

程师负责，通过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网上政务大厅

进行上报。

监理报告的期限：自施工许可之日起至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为止。凡中止施工的，中止施工期间可

视具体情况上报监理报告。

5、报告分类及内容

监理报告分为监理月报，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监理专报和监理紧急报告三类。

1）监理月报

监理月报是由监理单位在施工阶段监理工作

过程中形成的，将月施工进度（上月26日至本月25

日）、监理采取措施情况、下月监理工作重点等内容

进行汇总，并且不定期将质量管理重点推进工作及

安全生产重点推进工作执行情况进行总结，于本月

底前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提交

的监理报告。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理专报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理专报是依据

施工现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情况，每

季度由监理单位将本季度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现场施工管理审核、监理工作以及下季度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相关信息情况汇总，于本季

度最后一个月的月底前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部门提交的监理报告。

3）监理紧急报告

监理紧急报告是针对施工现场质量安全问题，

监理单位发出整改通知单或工程暂停令，施工单位

拒不改正或不停止施工，或建设单位拒不接受、可

能产生严重后果时，监理单位即时向建设行政管理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提交的监理报告。

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应按事故报告程序规定

上报。

以上三种报告的具体报告内容详见附件。

6、相关单位

来源：安质监党建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报告若干规定》
自2018年6月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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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应当督促、协调监理单位做好监理报

告工作，切实履行监理责任，落实监理报告制度。

对于阻挠监理履行报告制度，或拖延监理报告

上报的建设单位，市、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责任。

未委托监理的，由建设单位项目管理机构履行

监理单位的报告职责。

2）监理单位

监理单位应当对监理报告的时效性、真实性负

责，加强项目监理机构的日常管理，建立监理报告

内部考核管理制度，促进项目监理机构及其监理人

员履职。总监理工程师应当认真审核各类监理报

告，并及时上报。

未按照要求定期将施工现场有关情况向建设

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的，依据《上

海市建设工程监理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由建设

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

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对于施工现场质量安全问题，监理单位已向建

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了

相应措施的，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根据实际情况，相应减免监理责任。

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监理

单位对监理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等，作为对监理单

位信用评价的内容之一，并依据有关规定，与该监

理单位的承接业务等市场行为联动。

3）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应当建立监理报告处置工作制度，对

监理报告中反映的有关问题及时进行分析，加强现

场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监督机构应当根据监督有关规定，对监理单位

是否按时上报监理报告、施工现场状况与监理报告

相符性、监理人员是否切实履职等情况开展抽查，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令监理单位及总监理工

程师限期改正，并依法给予相应处理。

监督机构收到监理紧急报告后，应立即采取有

效措施，予以处置，处置完毕后形成监督记录资料

归档。

7、解释部门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有权对本

办法进行解释。

8、施行时间

本规定有效期为2018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

31日。

《上海市实施建设工程施工监理报告制度的若

干规定》（简称《规定》）已经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2018年第2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于2018年6

月1日实施。

《规定》重点把握监理报告的三项定位：一是对监

督机构而言，监理报告是其加强工程全过程监管的重

要工具；二是对监理单位而言，监理报告是其提升自身

监管及行业自律并有效发挥监管作用的重要手段；三

是对监督机构和监理单位双方而言，监理报告制度是

督促双方更好履职的重要依据。

《规定》的实施对充分发挥监理单位在工程质

量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规范监理单位行为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部门发文推进安全产业发展
2020年销售收入将超万亿元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安全产业体系基

本建立，产业销售收入超过万亿元；先进安全产品有效供给能力显著提高，在重点行业领域实现示范应用；并在创

新能力明显提高、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发展环境持续优化、行业应用不断深化方面明确了具体目标。到2025年，安

全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部分领域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区和国际知名品牌

建设成果显著，初步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安全装备制造集群；安全与应急技术装备在重点行业领域得到规模化应

用，社会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高。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财政部、科技部

文 件 选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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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产业是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

安全保障活动提供专用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是

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产业。发展安全产业对于落实

安全发展理念、提升全社会安全保障能力和本质安

全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具

有重要意义。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

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

现就安全产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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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

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聚焦风险隐患

源头治理，以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为目标，

以提升安全保障能力为重点，以示范工程为依托，着

力推广先进安全技术、产品和服务，提升各行业领域

的本质安全水平；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强化

政府引导，着力推动安全产业创新发展、集聚发展，

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基本原则

创新驱动，优化供给。加快关键、亟需新技术新

产品研发，提高安全产品供给质量，不断缩小与国际

先进水平差距；加快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深化产融合

作，积极培育安全服务新业态。

突出重点，集聚发展。聚焦安全生产事故高发、

频发的重点行业领域，优先发展可有效防范事故、具

有重大推广应用价值的专用技术与产品；提高产业

集中度，完善产业链，促进产业发展规模化、专业化、

集聚集约化。

需求牵引，示范带动。提升安全标准，强化安全

监管，激发市场需求，推广先进可靠的安全产品和服

务；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坚持问题导向，实施安全产

品试点示范应用工程，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有力拉动

安全产业发展。

规范引导，有序推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调动市场主体发展安全产业的

积极性；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营造有利于

安全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

（三）工作目标

到2020年，安全产业体系基本建立，产业销售

收入超过万亿元。先进安全产品有效供给能力显著

提高，在重点行业领域实现示范应用。

创新能力明显提高。突破一批保障生产安全、

城市公共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一批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安全与应急产品，推广应用一批“机械化

换人、自动化减人”的安全技术装备。集聚效应初步

显现。创建10家以上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区，培育

2家以上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知名品

牌，打造百家专业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技术创新、标准、投融资服

务、产业链协作以及政策保障等产业支撑体系初步建

立，一个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基本形成。

行业应用不断深化。组织实施一批试点示范工

程，在交通运输、矿山、危险化学品、工程施工、重大

基础设施、城市公共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推广应用

一批具有基础性、紧迫性的安全产品，为遏制重特大

事故提供有力保障。

到2025年，安全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

点，部分领域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安全

产业示范园区和国际知名品牌建设成果显著，初步

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安全装备制造集群；安全与应

急技术装备在重点行业领域得到规模化应用，社会

本质安全水平显著提高。

二、发展方向

面向生产安全和城市公共安全的保障需求，制

定目录、清单，优化产品结构，引导产业发展，创新服

务业态。

（一）加快先进安全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风险监测预警产品。生产安全领域，重点发展

交通运输、矿山开采、工程施工、危险品生产储存、重

大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监测预警产品和故障诊断系

统。城市安全领域，重点发展高危场所、高层建筑、

关于加快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安全〔2018〕111号

10



SHANGHAIJIANSHEANQUAN

超大综合体、城市管网、地下空间、人员密集场所等

方面的监测预警产品。

安全防护防控产品。生产安全领域，重点发展

用于高危作业场所的工业机器人（换人）、人机隔离

智能化控制系统（减人）、尘毒危害自动处理与自动

隔抑爆等安全防护装置或部件、交通运输领域的主

被动安全产品和安全防护设施等。城市安全领域，

重点发展智能化巡检、集成式建筑施工平台、智能

安防系统等安全防控产品。综合安全防护领域，重

点发展电气安全产品、高效环保的阻燃防爆材料及

各类防护产品等。

应急处置救援产品。应急处置方面，重点发展

应急指挥、通信、供电和逃生避险等产品，以及危险

品泄漏等应急处置装备。应急救援方面，重点发展

各类搜救、破拆、消防等智能化救援装备。

（二）积极培育安全服务新业态

在规范发展安全工程设计与监理、标准规范制订、

检测与认证、评估与评价、事故分析与鉴定等传统安全

服务基础上，积极发展安全管理与技术咨询、产品展览

展示、教育培训与体验、应急演练演示等与国外存在较

大差距的安全服务，重点发展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智慧安全云服务。

三、重点任务

组织实施“5+N”计划，逐步健全技术创新、标准、

投融资服务、产业链协作和政策五大支撑体系，开展N

项示范工程建设，培育市场需求，壮大产业规模。

（一）健全产业技术创新支撑体系

建设一批高水平科技创新基地。按照国家科

技创新基地总体部署，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和

优化整合，大幅提升安全产业领域持续创新能力。

组建若干个细分领域安全技术创新联盟，推动安全

技术示范应用、科学普及与教育培训基地建设，逐

步形成国家安全科技示范网络和成果推广体系。

攻克一批产业前沿和共性技术。聚焦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需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安全技

术与装备科研为重点方向，通过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支持符合条件的灾害防治、预测预

警、监测监控、个体防护、应急救援、本质安全工艺

和装备、安全服务等关键技术的研发。

加强安全技术成果转移转化。通过创投基金

等渠道支持转化一批先进适用安全技术和产品。

鼓励地方政府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制度，健全科

技成果评估和市场定价机制，提升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化效率。

（二）健全产业相关标准体系

建立完善产业相关标准体系。全面梳理安全

技术装备标准建设的需求和存在的问题，完善包括

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和地方标

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在内的标准体系框架，建

立政府主导制定与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同发展、

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促进产品和服务推广应

用。

制修订一批关键亟需的技术和产品标准。按

照“急用先行、逐步完善”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领

域，推动一批安全技术、产品的强制性标准制修订，

组织制修订相关安全产品行业标准，鼓励制定相关

团体标准，并组织标准的宣贯和培训。

制修订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标准。根据安全生

产执法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事故原因分析和新工

艺技术装备应用等情况，及时制修订安全生产标

准，提高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推动先进安

全装备应用。

（三）健全投融资服务体系

探索建立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投资服务体

系。鼓励地方将安全产业纳入政府基金投资范畴，

引导金融机构等积极参与地方安全产业发展投资

基金和行业安全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引导股权投资

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各类民间资本为企业发展、

安全产业园区建设和智慧社会安全基础保障能力

建设等提供支持。

推动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鼓

励企业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

资，以发行公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方式进行债

权融资。鼓励金融研究机构开展安全产业指数研

究，引导社会资本关注安全产业。

积极发展安全装备融资租赁服务。引导国内

大型融资租赁机构与安全装备生产企业组建融资

租赁服务联合体，通过融资租赁等方式，为企业生

产安全、城市公共安全等提供大型安全装备、基础

设施等融资租赁服务。

（四）完善产业链协作体系

建设安全产业大数据平台。依托制造强国产

业基础大数据平台，构建多方合作、共建共享的国

家安全产业基础数据库。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分

析技术，面向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供应链合作、经济

运行分析、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研判、产业区域布

局优化、示范应用、政策效果评估等公共服务。

继续开展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区创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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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区创建指南》，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发展各具特色的安全产业集聚区，形成区

域性安全产业链。在示范园区基础上，择优建设一

批安全产业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逐步培

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安全装备制造集群。

建设安全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依托现有社会

公共服务资源，选择一批基础好、信誉高的技术服

务机构，扶持建设一批公共服务平台，规范服务标

准，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对园区建设、产业链协同发

展等方面的支撑作用。

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支持地方政府、园区、

企业积极发展本质安全工艺和产品设计服务、安全

装备（系统）定制化服务、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服务

等服务型制造，对接科技、金融等多种资源，创新商

业模式，引导企业深度参与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和社

会协作。

（五）完善政策体系

完善产业支持政策。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

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加大对安全产业相关领域的

支持力度。发挥国家安全产业基础数据库作用，每

年遴选一批先进安全产品编入《推广先进与淘汰落

后安全技术装备目录》，增强对企业安全设施改造

升级和风险隐患治理、示范工程建设、社会资本投

资等方面的指导作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

取与使用管理制度，鼓励企业应用先进适用的安全

技术、产品和服务，提升安全基础保障能力。

探索安全产业与保险业合作机制。利用首台

（套）保险补偿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

重大安全技术装备。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国家

保险政策支持范围内与保险企业开展合作，吸引保

险资金参与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性安全产品示范

工程建设及安全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安全产品研

发制造企业与保险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商业模式、

销售渠道和产品服务等，加速推动先进安全技术、

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化应用。

（六）建设N项试点示范工程

编制安全产品推广应用三年行动计划。根据

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变化，从国家安全产业基础数据

库中筛选出一批安全产品，制定安全产品推广应用

行动计划，确定行动目标、实施方案和进度安排等

事项。

组织开展先进安全产品应用示范。面向交通

运输、矿山开采、工程施工、危险品、重大基础设施

和城市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

和地方政府组织建设N项国家、省、市级先进安全产

品应用示范工程，逐步探索有效的经验和模式，不

断完善后在相关领域推广。

四、营造有利发展环境

（一）加强组织领导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财政部、科技部

将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强与国务

院有关部门在政策、规划、法规、标准、市场准入等

各方面的协调沟通。各地相关部门要参照本意见

要求，制定促进本省（区、市）安全产业发展的政策

措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中介机构的

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安全产业有序、健康、可持续发

展。

（二）加强国际合作

鼓励企业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国外先进安全技术和服务理念；鼓励

企业、技术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牵头

或参与建立国际安全产业创新联盟。鼓励企业参

与并购、合资、参股国际先进安全科技企业或设立

海外研发中心；鼓励安全装备企业和安全服务企业

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为重点，积

极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国外创新资源与国内安全

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开展对接，促进国际先进安全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

（三）加强人才培养

合理利用高等院校和科技资源，吸纳高素质人

员进入安全科技领域，加强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建

设和高层次专业人才队伍培养。依托重点企业、行

业协会开展安全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培养，鼓励社会

培训机构开展面向安全产业专业人才培训。支持

相关高校开展安全产业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推动校

企协同，改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加强安

全领域复合型人才培养。

（四）加强宣传教育

组织召开中国安全产业大会和安全装备博览

会，通过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推进产研对接、产

需对接、产融对接。鼓励相关部门和机构建设宣传

培训演练基地，编写出版安全教材与科普手册，摄

制安全生产公益广告和警示教育片；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网络、报纸、卫星传输平台、新媒体等平

台，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提高全民安全意识、知识水

平和避险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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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

门，海南省规划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加强地下室无梁楼盖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有

效防范质量安全事故发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质量安全意识。工程建设各方主

体要高度重视地下室无梁楼盖工程质量安全问题，

健全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完善设计、施工和使用各环

节的质量安全保障措施，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建设

单位要切实履行首要责任，不得以任何方式降低相

关标准，不得随意改变地下室上部区域的使用功

能。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要严格执行工程建设标

准，保证地下室无梁楼盖工程建设安全。产权人、使

用人或其委托的物业服务单位要加强地下室无梁楼

盖工程后续使用管理，确保使用安全。

二、注重设计环节的质量安全控制。设计单位

要保证施工图设计文件符合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和

设计深度规定要求，在无梁楼盖工程设计中考虑施

工、使用过程的荷载并提出荷载限值要求，注重板柱

节点的承载力设计，通过采取设置暗梁等构造措施，

提高结构的整体安全性。要认真做好施工图设计交

底，向建设、施工单位充分说明设计意图，对施工缝

留设、施工荷载控制等提出施工安全保障措施建议，

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施工图审查机构

要加强对无梁楼盖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

三、加强施工环节质量安全控制。施工单位要

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及设计交底要求，在地下室顶

板土方回填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明确施工荷载和

行车路线等要求，重点考虑施工堆载、施工机械及车

辆对无梁楼盖的安全影响，经设计单位进行荷载确

认、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后实施。无梁楼盖

在施工过程中的荷载超过设计单位确认的荷载时，

应在其下方设置临时支撑等加强措施，并制定临时

支撑搭设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

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提高施工现场管理水平，重

点做好施工缝留设及处置、材料设备堆放、车辆运

输、临时支撑设置及土方回填等环节质量安全风险

管控。

四、强化工程建设监理的监督作用。监理单位

要根据无梁楼盖工程特点，认真参与设计交底，严格

审查有关地下室无梁楼盖的专项施工方案，对施工

荷载控制、临时支撑等关键环节和工序进行重点把

关。要严格履行监理责任，做好无梁楼盖在结构施

工和地下室顶板土方回填过程中的旁站监理，加强

对材料设备堆放、大型机械安装拆卸等环节的监

督。对于存在重大质量安全隐患的，要依法要求暂

停施工，并报告建设单位，及时消除质量安全隐患。

五、加强使用环节质量安全管理。产权人、使用

人或其委托的物业服务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地下室无

梁楼盖使用过程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责

任体系，对已投入使用的地下室无梁楼盖进行认真

排查，不得随意增加地下室顶板上部区域的使用荷

载，不得随意调整地下室上部区域景观布置、行车线

路、停车场布置等，确需调整的必须经原设计单位或

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荷载确认后依法调整。

六、强化无梁楼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各级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职责，督促各方主体严格落实质量安全责任，加强对

地下室无梁楼盖工程的监督抽查。对于存在质量安

全违法行为、降低工程建设标准的，要依法予以处

罚。发生事故的，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

任，并将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2018年2月27日

建办质［2018］10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地下室
无梁楼盖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

文 件 选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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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人实名制强化了监管、提高了门槛，从

大局和长远来看，它带给工人的更多是保护与关

爱。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解决就业

的主战场之一。我国建筑业从业人员已高达5000

多万人，大多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他们用汗水浇

筑大厦，用双手改造城乡，辛劳付出令人尊敬。同

时也要看到，当前建筑业用工秩序不尽规范、工人

水平参差不齐，行业监管也不够有力。日前住建部

发布《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办法》），其用意正在于规范秩序、加强监

管、维护权益，促进建筑业长期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用工不规范是我国建筑业的积弊之

一。在一些人眼中，建筑业从业门槛低，“来了就能

干、能吃苦就行”。一些企业将项目分包出去后，也

对用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一些工人没有经

验也能直接上岗，一些“杂牌军”欠缺资质也能蒙混

过关。这不仅给施工带来了风险，也给工程质量埋

下了隐患。建筑业要提档升级，亟须对这种“零、

散、乱”的粗放用工方式加以改革。

强化监管、规范用工，首当其冲的就是摸清底

数。过去，由于用工季节性强、工种转换快、人员流

动性大，建筑业用工情况有时成了“糊涂账”。推行

实名制，将建筑工人的身份、文化程度、培训经历、

技能水平、行为记录、权益保障等信息登记入网、建

立台账后，政府部门就能拿着“透视镜”看行业，精

细化管理也才有了可能。

根据《办法》，到2020年，建筑工实名制将在我

国全覆盖。届时，未在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

平台上登记，且未经过基本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员不

得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活动。相信“数据天网”

成型之后，用工再有什么“猫腻”，工地再出现“编外

人员”，上网一查便能发出“警报”。这将倒逼建筑

企业和用工单位自觉加强内部管理和技能培训，引

领农民工逐步转型为现代技术工人，进而提高建筑

业的竞争力。

建筑工实名制强化了监管、提高了门槛，从大

局和长远来看，它带给工人的更多是保护与关爱。

当前，建筑业用工大量采用劳务派遣，合同签

订情况并不理想，这导致一旦发生事故、纠纷或欠

薪，农民工往往有苦说不出。而按照《办法》要求，

项目用工必须核实建筑工人合法身份证明，且必须

签订劳动合同。有了白纸黑字，农民工权益便多了

一道“护身符”。

有实名制作为基础，再配套以其他措施，建筑

工的薪资、社保等也有望得到更好保障。未来，建

筑工要通过考勤机打卡上下班，应得薪资一目了

然，避免了劳务纠纷；各地还可督促企业开设专项

账户，由银行代发工资，由此确保月清月结。此外，

在实名制信息平台上，政府部门为每位农民工建立

了全国通行的“职业档案”，可助其流动时能更快地

找到理想工作。

让实名制见到实效，首先得把制度落到实处。

一来，得“真实名”，监管部门应通过抽检、走访等方

式，防止一些单位弄虚作假钻漏洞；二来，要“全实

名”，做到制度覆盖全国、信息不留死角，确保信息

互联互通，把大数据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推广实名制，只是建筑用工制度改革中的一

环。未来，各地还应切实推动建筑业劳务企业转

型，逐步实现建筑工人的公司化、专业化管理，以用

工方式改革为产业升级注入持久动力，从而让我国

建筑业由大到强、行稳致远。

2020年建筑工实名制将在我国全覆盖，
人民日报：以工人实名制撬动建筑业升级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8年05月21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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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建筑市场用工秩序，加强建筑

用工管理，维护建筑施工企业和建筑作业人员的合

法权益，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促进建筑业健

康发展，根据《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等法律法规及政策

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筑工人实名制是指建

筑企业通过单位和施工现场对签订劳动合同的建

筑工人按真实身份信息对其从业记录、培训情况、

职业技能、工作水平和权益保障等进行综合管理的

制度。

第三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

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建筑工人适用本

办法。

第四条 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作业的建筑

工人应经过基本安全培训，并在全国建筑工人管理

服务信息平台上登记。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五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政策制定，对各省市实

施建筑工人实名制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负责组

织实施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的规划、建

设，并统一制订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

据库的相关技术标准，制定建筑企业违反实名制行

为的处罚标准，并将处罚结果纳入全国建筑市场监

管公共服务平台。

第六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督促本行政

区域内建筑企业和施工现场全面落实建筑工人实

名制工作的各项要求，建立完善本行政区域内建筑

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确保各项数据的真实、及

时和联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各有关主管部门、建

筑企业和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情况进

行日常监督检查。

第七条 建设单位在招标文件和工程合同中

应明确承包企业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条款，

并督促承包企业落实所承包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

制管理的各项规定和措施。

第八条 建筑企业负责本企业和所承建项目

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具体实施，并接受各级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承包企业（包括：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企业

和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下

同）对所承接工程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负总

责，建立健全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在施工项

目部配备专（兼）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员，负责现

场专业作业人员实名制信息的登记与核实。

住建部发布《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文件精

神，改革建筑劳务用工制度，开展建筑工人实名制管

理，做好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工作，

我司组织起草了《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及《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据标

准（征求意见稿）》。现印送你单位，请认真研究并提

出意见，于2018年6月11日前将书面意见及电子版

反馈我司施工监管处。

文件原文：建市施函［2018］18号

2018年5月9日（此件主动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

文 件 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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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工企业（包括：使用自有建筑工人的承

包企业，建筑劳务企业和专业作业企业，下同）应制

定本企业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落实合同中约

定的实名制管理义务，在工程项目部现场配备专

（兼）职实名制专管员，负责本企业派出的专业作业

人员的日常管理，并按劳动合同约定发放工资，保

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建筑用工企业应及时对本

企业的建筑工人信息进行采集、核实、更新，建立实

名制管理台账，并按时将台账提交承包企业备案。

第九条 工程监理企业应审查承包企业所承

接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制实施方案，对项目的建筑

工人实名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在监理日志中予

以记录。

第三章 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建设

第十条 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系统由

全国平台、各省市县平台、建筑企业的实名制管理

信息系统和建筑工人个人客户端等组成，各级各类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信息系统应统一使用国务院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格式和接口标

准，并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实时数据共享。

第十一条 各省市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所建立的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应当包含建

筑工人基本信息、从业记录、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

管理、建筑工人变动状态监控、投诉处理、不良行为

记录、诚信评价、统计分析等方面的信息。

第十二条 建筑用工企业可以根据数据标准

建立自己的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管理平台或系统，

也可以直接应用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供的系

统进行数据录入。承包企业施工现场应以第二代

身份证为基础核实采集本项目建筑工人基本信息，

记录人员技能安全培育情况、出勤、完工数量质量

和诚信评价等信息，切实落实相应的管理工作，维

护建筑工人的权益。

第十三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建筑企

业应加强实名制管理系统信息安全建设，为实名制

管理信息化工作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

第四章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要求

第十四条 建筑用工企业应严格规范用工管

理，及时采集并上传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制基本

信息。

第十五条 建筑工人实名制基本信息应包括

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籍贯、家庭地址、文化程

度、培训信息、技能水平、不良及良好行为记录等。

第十六条 建筑用工企业应规范实名制管理

方式，强化现场管理。

承包企业应配备实现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所

必须的硬件设施设备。有条件实施封闭式管理的

工程项目，应设立施工现场进出场门禁系统，并采

用生物识别技术进行电子打卡，落实建筑工人实名

制考勤制度。不具备封闭式管理的工程项目，应采

用移动定位、电子围栏等技术方式实施考勤管理。

承包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在施工现场显著位

置设置“建筑工人维权告示牌”等方式，公开相关信

息，保护工人合法权益。鼓励承包企业通过张贴二

维码等方式公开项目基本信息，供社会查询。鼓励

社会各方开发符合相关数据标准的建筑工人个人

APP客户端，向建筑工人推送相关信息。

建筑用工企业应当落实合同中约定的由本企

业完成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承包企业应在承接工程的项目部

建立统一的建筑工人实名制台账。实名制台账应

包括每名建筑工人的实名制档案，实行电子打卡的

还应保存电子考勤信息和图像、影像信息，档案应

按规定期限进行保存。

建筑工人进场施工前，应录入建筑工人实名制

名册。项目用工必须核实建筑工人合法身份证明，

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并明确工资发放方式，可采用

银行代发或移动支付等便捷方式支付工资。承包

企业应统一管理建筑工人实名制考勤信息，并及时

准确的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上传相关信息。

第十八条 已录入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管理

平台的建筑工人，3年以上（含3年）无活跃数据的，

再次从事建筑作业时，建筑用工企业应对其重新进

行培训及信息录入，否则不得进入施工现场，相关

不良及良好记录应予以保留。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按

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对各地各建筑企业建

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果予

以通报，对于发现的问题要责令相关部门和建筑企

业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对有关部

门要约谈相关责任人、并在一定时期内暂停其向全

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上传相关数据，约谈

后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要提请有关部门进

行问责；对有关建筑企业要记入企业信用档案，通

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市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

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企业和施工现场建筑工

16



SHANGHAIJIANSHEANQUAN

人实名制信息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日常检查。对

实名制管理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应给予表彰和奖

励，对相关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处理。对未按规

定实行实名制管理的单位或个人应予以纠正、限期

整改，并对不良行为进行公示，拒不整改或整改不

到位的，记入企业信用档案。

第二十一条 严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借推行实名制管理指定或暗示建筑企业采购相

关产品，不得巧立名目乱收费增加企业额外的负

担。对违规要求建筑企业强制使用某款产品或乱

收费用的，要立即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依法提请

有关部门进行问责，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追求刑

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未在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

息平台上登记，且未经过基本职业技能培训的建筑

务工人员不得进入施工现场，建筑企业不得聘用其

从事与建筑作业相关的活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自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8年 月 日起实

施。

一、国家发改委10号令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

布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10号令）。

《办法》对原有招标公告发布制度进行修订，规

定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

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示等信息，应当在“中

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或者项目所在地省级电

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等媒介发布，并依法向社

会公开。“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负责汇总公

开全国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

发布媒介应当免费提供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

发布服务，允许社会公众和市场主体免费查阅及在

线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并确保发布信息的数据电

文不被篡改、不遗漏和至少10年内可追溯。对于发

布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

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举报。

《办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二、简化“简易计税”备案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3号《关于简化建

筑服务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备案事项的公告》，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1、一般纳税人适用或选择适用简易计税的项

目，实行一次备案制。

2、在按简易计税方法首次办理纳税申报前，向

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办理备案手续。

3、备案后提供其他适用或选择适用简易计税

方法的建筑服务，不再备案。

4、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适用选择简易计税

的，只需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备案。

三、一级建筑师网上申报

住建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发布《关于进一步推

行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化注册管理工作的通知》

（注建秘〔2017〕18号）。

自2018年1月1日起，一级注册建筑师实行网

上申报。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变更注册等，须通过

“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

系统”（以下简称“注册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上申

报，不再提交纸质材料。

四、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社部规〔2017〕16号），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哪些行为会被列入“黑名单”

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认

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

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

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联合惩戒”有多厉害

来源： 上海工地

你必须知道的2018年建筑业22项新规！

文 件 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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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用信息共享基础上，多个部门在多个领域

对失信当事人共同实施惩戒，惩戒对象既包括自然

人，也包括存在拖欠工资情形的用人单位及其法定

代表人、其他责任人。

将拖欠工资“黑名单”信息纳入当地和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由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

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

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

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制。

另外，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等44

个部门联合签发的《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

惩戒的合作备忘录》中，明确了32项惩戒措施，主要

有：

加强日常监管检查；

限制担任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

限制乘坐飞机、列车软卧、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

车全部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

限制住宿较高星级宾馆、酒店，限制在夜总会、

高尔夫球场消费；

限制购买不动产购买房产、土地等不动产；

限制在一定范围的旅游、度假；

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限制出境，协助查封、扣押车辆等。

以河南登封为例，当地法院会“私人定制”特别

的手机彩铃：“你拨打的机主已被登封市人民法院

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请督促其尽快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

五、作废部分营业执照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凡2015年10月1日前，在

全国各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应

当换发加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自2018年1月1日起，所有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一律使用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未换发的营业执照不再有效，一律作废。

六、“四库一平台”业绩补录窗口

各地要加强对工程项目信息补录工作的监督

管理，严格审核，加快进程，2017年12月31日前完

成补录工作。

各地要将补录的工程项目纳入日常监管，不得

单独设置仅用于资质申报的补录项目库。要进一

步规范对涉密工程的保密管理，严格遵守保密法律

法规，不得公开涉密工程信息，不得向全国平台报

送涉密工程信息。各地要对已上报全国平台的项

目进行全面清查，确保上报项目信息中不含涉密工

程信息。

2017年12月31日补录窗口将自动关闭，关闭

后不再受理任何企业补录申请。

二、统一开放工程项目信息补录端口，提高工

程项目信息完整性

为解决部分地区以往工程项目数量多、信息采

集和审核工作量大的实际困难，保障企业的正常资

质升级和延续需求，进一步提高工程项目信息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推进资质审批信息化工作，决定统

一开放工程项目信息补录端口，各级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通过省级平台采集录入以往工程项目

信息，并及时上传至全国平台。

七、勘察设计资质电子化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勘察

设计资质资格电子化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办市

［2017］67号）要求：将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施工图

审查、合同备案、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等环节的

数据，全部纳入省级建筑市场监管一体化工作平

台，与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实时对接联

通，并保证上传数据及时、准确、完整。

对申请建筑行业、市政行业及其相应专业（人

防工程专业除外）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包括申请施

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同时申请的相应设计资

质）的企业，未进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

台的企业业绩和个人业绩，在资质审查时不作为有

效业绩认定。

八、五大标准招标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标准设备采购招标文件

（2017年版）、标准材料采购招标文件、标准勘察招

标文件（2017 年版）、标准设计招标文件（2017 年

版）、标准监理招标文件（2017年版）等五个标准招

标文件，要求《标准文件》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文件》适用于依法必须招标的与工程

建设有关的设备、材料等货物项目和勘察、设计、监

理等服务项目。机电产品国际招标项目，应当使用

商务部编制的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标准文本（中英

文）。

工程建设项目，是指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货物和服务。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

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

除、修缮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是指构成工

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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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设备、材料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是

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

二、应当不加修改地引用《标准文件》的内容

《标准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投标人须知前

附表和其他附表除外）“评标办法”（评标办法前附

表除外）“通用合同条款”，应当不加修改地引用。

三、招标人可以补充、细化和修改的内容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用于进一步明确“投标人

须知”正文中的未尽事宜，招标人应结合招标项目

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制和填写，但不得与“投标

人须知”正文内容相抵触，否则抵触内容无效。

“评标办法前附表”用于明确评标的方法、因

素、标准和程序。招标人应根据招标项目具体特点

和实际需要，详细列明全部审查或评审因素、标准，

没有列明的因素和标准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招标人可根据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

要，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对《标准文件》中的“通用

合同条款”进行补充、细化和修改，但不得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平等、自愿、公平

和诚实信用原则，否则相关内容无效。

九、《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规范》

十、《政府会计准则第5号》

十一、《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

住建部印发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

标准》编号为GB/T51235-2017，自2018年 1月 1日

起实施。

此标准规定在设计、施工、运维等各阶段BIM

具体的应用内容，包括BIM应用基本任务、工作方

式、软件要求、标准依据等。对应于IDM标准。

BIM的出现，可谓是工程建设行业的第二次革

命。在过去两年看BIM的时候，一些人对BIM还是

持观望态度。如今，BIM的快速发展超出了很多人

的想象。

BIM不只是一种信息化技术，已经开始影响到

建筑施工企业的整个工作流程，并对企业的管理和

生产起到变革作用。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从

业者关注和实践BIM技术 ，BIM必将发挥更大的价

值带来更多的效益，为整个建筑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十二、甲供材料3%增税票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建筑服务等

营改增试点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

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点政策。

《通知》明确：“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为房屋建

筑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提供工程服务，建设单

位自行采购全部或部分钢材、混凝土、砌体材料、预

制构件的，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目前建筑业有两种缴纳增值税的方式：一般计

税方法税率为11%、简易计税方法税率为3%。合同

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之后的建筑工程项目，

一般纳税人身份的企业按照一般计税方法，增值税

税率为11%。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规

定：“一般纳税人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

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甲供工程，是指全部

或部分设备、材料、动力由工程发包方自行采购的

建筑工程。”

《通知》将原文“可以选择”删除，修改为“适用

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也就是说，一般纳税人为甲供

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除了“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

税”外，没有其它选项。

这就意味着，只要建设单位自行采购主材，项

目就要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税，施工企业提供3%

的增值税发票。以往，施工企业相对处于弱势地

位，此次修改，对施工企业而言可以说是有利的。

这也是《通知》中最让施工企业欢欣鼓舞的一点。

《通知》称，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取得预收款，

应在收到预收款时，以取得的预收款扣除支付的分

包款后的余额，按照规定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适

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的项目预征率为2%，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计税的项目预征率为3%。

业内人士指出，按照规定，纳税人在同一地级

行政区范围内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不适用

《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

理暂行办法》。预收款即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服

务发生地或机构所在地预缴增值税，这一点与之前

相比没有改变，此次《通知》给予了再次确认。但对

于企业来说，预交部分税款，有一定的减少占用资

金的效果，有利于企业的现金流。

建筑业在开展“营改增”试点以前，营业税在建

筑服务发生地缴纳，试点以后，增值税的纳税地点

是机构所在地。营业税取消后，建筑服务发生地的

税收没有了。

《通知》规定：“按照现行规定应在建筑服务发

生地预缴增值税的项目，纳税人收到预收款时在建

筑服务发生地预缴增值税。按照现行规定无需在

建筑服务发生地预缴增值税的项目，纳税人收到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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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时在机构所在地预缴增值税。”虽然企业希望

能够在同一个地点缴税，但从事实上看，企业享受

了建筑服务发生地提供的服务，应当缴税。而从全

行业的视角来看，这项政策也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

的建设。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

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值税政策的通

知》。该《通知》明确，纳税人租入固定资产、不动

产，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全额抵扣；道路、

桥、闸通行费，也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对于广大建

筑业企业来说，这也是一则利好消息。

十三、《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

结算扯皮是甲乙双方最经常发生合同纠纷的

原因，施工单位由于处于弱势，结算扯皮更是拖垮

施工单位的主要原因，住建部发布《建设工程造价

鉴定规范》，2018年 3月1日实施！结算扯皮不再

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1667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建设工程

造价鉴定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为国家标准，

编号为 GB/T51262-2017，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实

施。

本规范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mo-

hurd.gov.cn）公开，并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

十四、《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

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4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

价在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

价在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十五、清理废除“市场壁垒”

为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严肃查处

违规设置市场壁垒、限制建筑企业跨省承揽业务的

行为，住建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建筑企业跨省

承揽业务监督管理专项检查的通知》，重点检查当

地政府是否取消备案管理制度、实施信息报送制

度，以及是否存在以下八种情形：

（一）擅自设置任何审批、备案事项，或者告知

条件；

（二）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任何费用或保

证金等；

（三）要求外地企业在本地区注册设立独立子

公司或分公司；

（四）强制扣押外地企业和人员的相关证照资

料；

（五）要求外地企业注册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相关证明；

（六）将资质资格等级作为外地企业进入本地

区承揽业务的条件；

（七）以本地区承揽工程业绩、本地区获奖情况

作为企业进入本地市场条件；

（八）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到场办理入省（市）

手续；

（九）其他妨碍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行

为。

住建部还要求，各地要清理废除妨碍构建统一

开放建筑市场体系的规定和做法。营造良好建筑

市场环境，促进企业自由流动，推动建筑业持续健

康发展。

十六、招标文件列出危大工程清单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已经2018年 2月 12日第37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发布，自2018年6月1日起施行。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

2018年3月8日

该《规定》要求：勘察单位应在勘察文件中说明

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

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涉及危大工

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提出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

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见，必要时进行专项设计。

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等单位在施工招

标文件中列出危大工程清单，要求施工单位在投标

时补充完善危大工程清单并明确相应的安全管理

措施。

十七、增值税率降至10%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措施，进一步减

轻市场主体税负。

会议决定，从2018年5月1日起：

一是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

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

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预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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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可减税2400亿元。

二是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工业

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

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并在一定期限内

允许已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

纳税人，让更多企业享受按较低征收率计税的优

惠。

三是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

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未

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实施上述三

项措施，全年将减轻市场主体税负超过4000亿元，

内外资企业都将同等受益。

十八、终身责任制

住建部印发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

安全监管司2018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建质综函

［2018］15号）（下文简称《通知》）。

《通知》对多项内容进行了规定，整理如下：

1、强化建设单位首责

严格落实各方主体责任，强化建设单位首要责

任，全面落实质量终身责任制。

2、推进工程质量保险制度

推进工程质量保险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通过市场手段倒逼各方主体质量责任的落

实。

3、强化事故责任追究

严格执行对事故责任企业责令停业整顿、降低

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等处罚规定。

4、推广BIM等10项新技术

进一步推动BIM等建筑业信息化技术发展。

继续开展建筑业10项新技术的宣传推广，加强建筑

业应用技术研究，推动建筑业技术进步。

十九、严惩招投标“失信”

2018年3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等二十四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对公共资

源交易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备忘录》

的通知（发改法规〔2018〕457号），明确出现以下行

为的企业将被限制“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和“政府采购活动”。

1、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

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

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2、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

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3、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

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法律规定将中标

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

分包人再次分包的；

4、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

务，情节严重的；

《通知》不仅对投标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惩戒，同

时也明确了对招标人的惩戒，招标人相关责任人和

评标专家出现如下违法行为，也将受到严惩。

1、违反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招

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

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

2、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法律规定，泄露应当保密

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

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

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3、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

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

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

之间竞争的；

4、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

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

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

的，或者泄露标底的；

5、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法律

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

容进行谈判的；

6、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

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

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

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7、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

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

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

8、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

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

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通知》同时还对采购人、供应商、招标代理机

构、采购代理机构、评标评审专家，以及其他参与公

共资源交易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惩戒做了明

确规定。

二十、工程咨询单位考核

为落实《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2017年第9号令）要求，引导和促进工程咨询

行业发展，国家发改委研究制定了《工程咨询单位

文 件 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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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信评价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于近日印发。

发改委通知文件指出，建立工程咨询单位资信

评价制度，是推进工程咨询行业自律管理、优化行

业服务供给的改革举措，是贯彻“放管服”改革要

求、取消执业限制、将工作重心向事中事后监管转

变的制度安排。在执行9号令和本《标准》统一规定

的前提下，各地资信评价工作的具体时间和工作程

序可自行安排、确定。每年9月30日之前，各省级发

展改革委要向我委报送最近一次的乙级资信评价

工作情况和结果。

《标准》阐明，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评价标准以近

3 年的专业技术力量、合同业绩、守法信用记录为主

要指标，资信评价等级分为甲级和乙级两个级别。

二十一、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

点，如下：

建筑工人实名制是指建筑企业通过单位和施

工现场对签订劳动合同的建筑工人按真实身份信

息对其从业记录、培训情况、职业技能、工作水平和

权益保障等进行综合管理的制度。

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房屋建

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建筑工人。

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作业的建筑工人应经

过基本安全培训，并在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

平台上登记。

建设单位在招标文件和工程合同中应明确承

包企业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条款，并督促承

包企业落实所承包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

各项规定和措施。

建筑企业负责本企业和所承建项目的建筑工

人实名制管理的具体实施。

工程监理企业应审查承包企业所承接项目的

建筑工人实名制实施方案，对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

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在监理日志中予以记录。

建筑工人实名制基本信息应包括姓名、年龄、

身份证号码、籍贯、家庭地址、文化程度、培训信息、

技能水平、不良及良好行为记录等。

项目用工必须核实建筑工人合法身份证明，必

须签订劳动合同，并明确工资发放方式，可采用银

行代发或移动支付等便捷方式支付工资。

严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借推行实名

制管理指定或暗示建筑企业采购相关产品，不得巧

立名目乱收费增加企业额外的负担。

二十二、取消施工合同、节能备案

2018年5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号），将大大精简审

批环节，主要包括：

取消施工合同备案、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等

事项。社会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单位可以自

主决定发包方式。

将消防设计审核、人防设计审查等技术审查并

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相关部门不再进行技术审

查。

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与施工许可证合并

办理。规划、国土、消防、人防、档案、市政公用等部

门和单位实行限时联合验收，统一竣工验收图纸和

验收标准，统一出具验收意见。对于验收涉及的测

量工作，实行“一次委托、统一测绘、成果共享”。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时一并进行设计方

案审查，由发证部门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其

他部门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单独审查。推行由政

府统一组织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等事项实行区域评估。

落实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关要求，环境影

响评价、节能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等评价事项不

作为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地震安全性评价在工程

设计前完成即可，其他评价事项在施工许可前完成

即可。

可以将用地预审意见作为使用土地证明文件

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地批准手续在施

工许可前完成即可。

将供水、供电、燃气、热力、排水、通信等市政公

用基础设施报装提前到施工许可证核发后办理，在

工程施工阶段完成相关设施建设，竣工验收后直接

办理接入事宜。

对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

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批事项，实行告

知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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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网

与市民生活有关！
今天的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了这些事项

东方网 5 月 14 日消息：市委副书记、市长应

勇 14 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推动本

市都市现代农业绿色发展；部署取消和调整一

批行政审批事项；听取本市今年汛期气候趋势

预测，部署加强防灾减灾和防汛防台工作等事

项。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实施意

见》，本市有关部门制定了《上海市都市现代农

业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

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引领，

以品牌建设为抓手，以质量效益为目标，把增加

绿色农产品供应放在突出位置，打造产品绿色、

产出高效、产业融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都

市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示范区。

会议原则同意《三年行动计划》并指出，推

进上海都市现代农业绿色发展，是积极响应中

央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总部署的重大任务，也是

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的必然要求、推进生态之

城建设的重要基础。要进一步优化农产品品种

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提高农业规模化水平。要

增加绿色农产品供应，打造农产品特色优质品

牌，努力走出一条都市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路，更

好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根据《关于取消 27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和证明材料的通知》等文件精

神，本市有关部门对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等进

一步清理，经过严格审核和论证，拟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等事项50项。

会议指出，“放管服”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要做好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实施工作，切实将各项改革

落到实处，确保落地见效，对执行不到位的要追

责。要加快推进配套改革和相关制度建设，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进一步深化“减证便民”、“证照分

离”、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改革，以及当场办结、提

前服务、当年落地“三个一批”改革，进一步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市今年汛期将呈现

“降水总量略少，影响台风强度强，高温日数偏

多，强对流天气强度强，局地性强”的特点，防汛

形势依然严峻。

会议指出，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对上海这座特

大型城市至关重要。要加强气象预测和分析预

报，更好地服务市民生产生活。要全力推进排

水系统等设施建设，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

工程进度，尽早发挥工程效益。要深入开展隐

患排查和整改，关注道路积水点等薄弱环节，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安全度汛，确保城市

运行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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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工地君参加了由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

量监督总站组织的观摩——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承

建的“双创带中的首发园区”，临港重装备产业区

H36-02地块项目。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一工地接受市观摩上海建工五建集团一工地接受市观摩

来源：上海工地

效
果
图

观
摩
现
场

项目简介

本项目坐落于临港产业区内，总建筑面积约

20.6万m2，其中包括22栋研发中心、研发厂房，1栋

共享大厅，1栋垃圾房及集中地下1层车库。建成后

的项目将东临中央公园，南接重装备产业区，西向

研发办公区，将生活区与产业区无缝衔接，使企业

办公区与中央公园连为一体，对接先进制造业的技

术研发，实践着产城融合的建设发展理念，成为上

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试验田。

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试验田，该项目

究竟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点呢？请大家跟随工地

君的脚步一探究竟。

工程亮点——以新技术践行智能制造

一、首例黏滞阻尼器项目

西2楼为高层建筑，为提高工业化水平、减少现

场湿作业。为此，项目部多次试验，采用“预制框

架+黏滞阻尼”结构体系，足足有78根黏滞阻尼器。

预制黏滞阻尼器通过活塞与缸筒间的相对运

动产生阻尼力消耗外界输入给结构的振动能量，进

而降低结构振动响应，这一突破不仅使工程单体预

制率提升至45％以上（其中，东、西塔楼单体预制率

高达47％）混凝土用量减少7％以上，减少了地震位

移角，增强了装配式建筑的抗震能力和防灾性能，

为全国首例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运用黏滞阻尼

器。

正是因为这一“智造亮点”，使得项目获得了如

下荣誉：荣誉证书-CERTIFICATE OF HONOR；该工

程获评住建部“2017年装配式建筑科技示范工程”，

西1。西2。东1。东2。东3楼五栋单体 入围“上

海市装配式建筑示范工程”。

二、预制预应力混凝土双T板叠合楼盖技术

为了满足业主方对工程建设后公共建筑大空

间的功能定位，项目部又创新地应用了预制预应力

混凝土双T板叠合楼盖技术，并特别对双T板变截

面端部及L形、倒T形梁的挑耳进行了创新设计。

大尺度的双T板，使得建筑取消了次梁，提高施工效

率的同时也降低了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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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它细部技术

除此之外，项目部还优化了包括框架柱四角集

中配置受力纵筋、框架梁底筋节点区钢筋避让、钢

筋锚固板的框架顶层端节点等在内的框架梁柱、节

点的配筋和连接方式，从细处入手，“疏通”工程的

“血管”。

对此，工程研究院院长助理、本项目的技术顾

问韩亚明说到：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们的预制叠合梁，梁

底筋平面与空间位置高低错开，避免梁底筋的碰

撞；同时，预制柱主筋集中布置，避免梁底筋与预制

柱主筋的碰撞。这样的施工方案，不仅提高了效率

和质量，也减少了钢筋碰撞。

工程质量——精细管控

以“智造”带领“制造”，精细管控是项目的另一

大特色。

一、将套筒灌浆施工

构件的有效连接一直是预制装配式建筑的质

量把控重点，灌浆的密实度对整个工程的质量起着

决定性作用。

预制柱灌浆模型

在吊装过程中，操作人员只需拿着RFID扫描仪

对构件进行逐一扫描后即时便可上传照片进行构

件质量反馈，在确保每一块构件达到高于规范标准

后才会申请“吊装”命令，从细处确保每一处的构件

质量。

三、影像资料

施工中，由专人负责收集浆料配制、灌浆等过

程的影像资料，在确保灌浆施工的可追溯性的同

时，今后将作为直观学习和展示工程质量的宝贵财

富。

RFID芯片BIM技术 芯片扫描

为此，项目部将套筒灌浆施工作为质量控制的

重点工序，不仅在灌浆施工前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进行操作交底，为了确保学习效果，同时以三维实

体灌浆模型展示了PC套筒灌浆流程，增强操作人员

感性认识。

二、基于RFID芯片可视化管理平台

项目部融合了“BIM+物联网”技术，研发了“基

于RFID芯片可视化管理平台”，通过RFID芯片实时

追踪和反馈构件状态信息；通过BIM模型实现构件

状态可视化；通过手机APP快速查验构件的所有设

计和施工信息，使各环节的管理信息可追溯。

文 明 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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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1日，陕西汉水电力实业集团公司

承建的岚皋110千伏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4名劳务

分包人员自行乘坐运货筒易索道吊篮收工下山，全

部坠亡。

初步调查分析：

1、基建队伍12项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

2、劳务分包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严重违反安全

规程。

3、作业组织管理不到位，现场安全失控。

4、包管理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

管控不力。

施工单位措施：

1、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讨论大反思思想认识、

责任、措施落实等方面的薄弱环节。

2、全面检查工程项目安全管理情况，排查整改

安全隐患。

3、强化施工分包管理，严格落实分包队伍"四统

一"管理要求。

4、加强作业人员安全管控。

5、加强集体企业安全管理。

来源：建设施工安全

6月11日违章坐运货索道吊篮下山
安康一工地4名施工人员坠亡

警钟长鸣





危险品仓库 消防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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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把握““危大危大””实质实质 抓好抓好““危小危小””管理管理

来源：建设施工安全

理清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范围及其

内容。

规范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定义是搞好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前提，理清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范围及其内容是开

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依据。

关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范围有关

文件先后作了说明，均是以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定义为基础的，现以《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

办质〔2018〕31号）为例分析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工程的范围。

（一）列入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的

项目至少有24种类型。

32



!"#$%#&'()*+,-$.*+!"/01232456789:;

!"#$!"#$%&'($)*+,-./$0

<=>?@ABCDEFGHI JKD$LAMN>OPQR QSMN>TUQR

!"#$%#&'()*+,!-.$&'/0(
)*+1234&'!5(67.8$9:$;<=>?@
.8$9ABC?3DE &'FG3H "IJKL$ #$%&
MNKO(PQRSTUV'W '&&XYE Z.&'[\
]^_`KabcQdefgKhijklmno@pqpr
st@kuvno@pwx.8@yz{|}.8@~(.8
����d��������gK��O(!-���Q
�����!-.8$9lmn$9������K�.
A���.8Q�S���lmn:$�������
�E Z#&' ¡¢£$9K¤:¥¦§¨K�q�$9©
ª«¬®¯D°�±2©²³´E

!-�µ¶·�·$9�¸¹º»¼®¯K$9½!
-�¢q$9K.A$¾ $¿KyB (%')¿ÀÁ$K.i
ÂÃi½¹º�¯ÄÅ!-Æ�ÇÈÉ®ÊE

Ë.AÌ9�K�ÍÎÏÐÑÒÓÔ�Õ¢Ö$9.A×ØK�MÙÚÛ.AwÜÝµ¶·�·RÞ`ßËàÞ`áK
STâãä�eåæK�çè¢qé "@*´Èê�Èëì�RíîKÕïST5â×ØKðQñò@ó.òôÓiõjkì
�$mö÷o�eì�ø.$mß$mù¢qé "@*´Èê½úHKùÈë$®sûüý:½$msþKkÿ�o!"üý:
½$m��Kãä�eø�#$£$mß ½Ó%ST&'()K*+,õ-./0ß 5â�ej1á$m2

34sûüø.$m.c5678;çKÃ56ý:æ½9#Éý:@Èë:$ý:@3:;<ý:=>?UVý:ß
±2A:ù.$&'±2A:k@ÉoA&B.&'±2Èë:$CG½ DKË:$EFGHzm@IJKLhMe
N±2A:Èë:$OP×ØKQ2âUVRS�TjTK2UVì:$WX±2Èë:$ÊbÉÜbß

ST34!"üø.$mÊbz9jëY$mTÊK6ùkZ[@\]@^_` +@abcdefgoRkÿ�oý:½h
CKçijkClmn�#<o#pq}kClrstT`KSTuvwx±{\[yzfgK®U{[|n}J~
Ü�z��5çèRý:K(�{[ßSTmnw��J�@�]�����J}���L(�\]ß.õST±2È
ë:$�>*�´K¤���]^E�d�K���.��$mß

STË�øü$m�V�jký:ì�o@k��ì�o@kUVì�o@kVîì�oRÿ�ì�íîßST(.B.&'�
dRMR ,-±2��fgK��M .%%R.c ,-â K(�Vì ,-���¡ßðàÓ�K34¢q$9:$K(£¢¤
¯¥�e¦§V¨fgK4mQRSV©V¨��ß4¢¤¯¥(£�ªdefgK4mQ¯¥(�¤�deKY;RS±
2ß



!"#$%&'()*+,-

!"#$!"#$%&'($)*+,-./$0

./0123456 789:034 ;<9:034

!"#$%&'()*+,-.!/0$%&'()*123
4)*56789:;<=>?@=?AB?CDEF45GHIJ
ABKLMNOP5QRS)*TU0$VWXYZ[5\]^_
`abc6de5fgVhABX!i5jk=@lm?noLpqa
br2st5fguvwx68?wxyz?wx{|}~��5�
�kOb����5[�U/�AB����!i?AB�� !"#
$"?�K=�� %&'����?������!i?��O��?
 �L¡?¢£¤¥{|?>�¦§!iE`¨©ª?�«¬/®
`¨¨w?O?¯?°?±b«²¬³´5µ¶�!/0·%&'(
)*+,-̧ ¹}~bº´» ¼½¾5)*¿{À6}~ÁÂÃÄ5
ÅÆÇÈÉÊËÌÍ»)*[�ÎÏÐÑÒÓ�Ô?ÐÑC¹ÕÖ
×ØÙ�Ô?ÐÑ³Ú[ÛÜ?AByÝÞc6ßAByàCáâ
�ÔEÎÈãÜ5är_åæçèVÄ,é³c6 (')ka5êëì
íÎÏAByÒÓ�ÔãÜ»

)*îïfgVðñ/ò5�óôõXö÷øùúA5CÐû2
_`abCÐüýýþ5ÿ!"#é³�zCÐ«$%5&O�'
()è* *CÐüý+,5-./0ô1¯CÐüý?CÐ2§5'345 +,67CÐ8§¦9:5;<%CÐ=>?à
@5û5ABCD5'ECÐüý5JAByFG¿H�ÔbIJKLôML5)*?¿N/�Ô?{|¿HüýÚObPQ
R�Z5)*STUU� &'-.½ÉABy/I³´��VØWXÆ5QY)*J, .Z{|[\X &'-/½ÉAByÒÓ
³�»

=>012?@AB !"12CDEFG HIJKLMN

!OPQ%&'()*RSTU



!"#$%&'()*+,-."/012345

!"#$!"#$%&'($)*+,-./$0

!"#6789 :;<=>? @ABCDEF

:GHIJKL=M NOPQRSTU VWXYZ[CD\]67

!"#$%&'()*+ !"#,- ./0123456-
7849:;<=>$!?@ABCDE:FGH:IJK-
LMNOM=!"PQR$$STUVW@XYZ!"R$TU
VW@XY[\NF]^@_-=`Rabcd;Lefg!
hFR$i^jklFmno

JK@Lpqr $%&!!'(")!- st *#uvwxnyz{
|} $+'+"~��� ,uvwz{|} *#'(~-:�� ,u�
} *$'*~o

Le�'�!R�^LeT̀ #49W��XY
���'�`RL��LUV��XY
���'�`R��������XY
e��'�`#�L�e������XY
JK_�D�|��������UM F¡��¢�[£¤

¥¦§¨l©@DªUM¡�«%¬?®o¦§�¯°qH
7±²³´µ³¶¡·¸�8��¹'ºF:�»¼½i¾¿
À�ÁÂÃÄÅ+ÆFÇ±ÈÉoÊ7ËÌÃ�|uLp%Íq
¬?Î[Ï�ÐÑwÒÓÔÕ¦§ ����ÐÑw±²Öw×ØÙÚÛÈÉÒÓ¯ÜÝ¯���ÞßaÉ�àF�Ðá
âãäåÕº��Ðáæçè8éÕº-ÙêÚÈÉ¬?ÎxnyFÔÕ-%%ëìÃ��í}-î|Ã���ïo ð7�
àÃ�Nñò�óôõö÷Ü×Ø �ËÌÃ�êÚÓ<ÒÓ¯ø+ùÝ ���î|���ï�úûÃLüMý�þê�^¯
���¢o

ýJKOÿ�!L�'�¸z"UM¡��O#ý$Õ%&'F(Xt)�Þß*¸+,-F./�¯�0^s12
Ù.34�5F67�89Ã:Õ%I;&'o <=r>ËÌ -./?Ì¦§@²���89ÃÚ:AºBC¯�DE��
ðFÜG¯�HIJKLw£'MNOI¯�¡ÆP"��QR¯�>%Fî|Ã���S�úûÃ��Mýo
ÙXY�TUVL�'�JK³þ¡�*WFX<Yn��JKZ[Ã`R�Le���\]^_ �`R�Lp^l¦§@
²`a���`R��be�_�`R�cd��`a�:�`R�����efÏ`a�:�`R� 00Ug³�cdI
;¯�:�!&*$h}`R��di�: o

^_`abcdefghi



!"#$%&'()$*%+,'-./0123 !&'-4 !56!7#8%&'(419:-;<=>?@>A-.BC.
DEFBGHIJ>-KLMNOPQ<R+STURVWXYZ[R\]^_`abRcdOPQ<e,fRghRijeEFk

l#8%,'(.mnopqrst1>uvw.DEFxy>wSz8%xy>({|}~�����C�,'��m���
|�>���Vxy���

!"#$%&'()*+,-./01234567
���>-4��uvw�Yxym��>��w�Yr.DEF���R���� � ¡�¢£o¤¥¦§#8*PQ<¨©

ªstm«¬®88s̄ "#$%°&%±²m³´>l!7#8%Sz,'��©ªµ¶m·q1>,'-4¸¹º»!7#8*PQ<
¨m¼½SX>¾¿SXÀÁ $'��+ÂÃ>ÀC (�k ¼½m%¼wNOPQ<�+S^_<�cÄOPQ<��OPQ<�VWX
YZ[�ÅÆ�^Ç�\]^_`abk

§#8*PQÇ¨m%¼¼½ÈÉC�Ê¼½�ËÌ¼½�Í/Î°Ï¼½�%¼ÐÑ�ÒÓ�0M¼½ÔÕÖ×Ø�ek ,'-4
ÙÚiÛ¼½SXczÜ�¼½·Ý>ÕÞÛ¼½SXßàzáâãäå³æÆR³´>
ç¼½czR¼½èéêRë�ìíÒîeæÆ!ïðñ>ò¢@��tPQ<¨¼½ó
ém�YôõöT÷>A-4SXøDùúûüýmþÿ>!"m�#>$ûÛ�Ym%
&�

Ã�>A'(!7#8%��,'©ªµ¶m)*>º»ò8*PQ<¨�Ê¼½
m+,SX�

89:;<=>?@A-BC&'(D/0EFGHI,JK
)R-./º.D0.>M123|}M!4EFò,'mSX³´>��567.

DwÛ8.DEF9:mÛ�(.SXR;<¦.Dm=c>,'-.ß�>?@/º
oAµB0.� ,'-.ò,'SXC£�YRC£àø£DÛêE>òFGC£>H£
.DEFm,'SXPûÛ��XI� J1£o¤K2Û,'��C�m��|�>9
CvmLÄ.DEFm,'���

"*/º,'SXM.>NO.DEFmPQr8R
,'-./ºSY�Y,'M.>TIM.>Uíë�pqV¥>8.D�WÛ�,

'ÄXMY7âã>Z[H£.D\]^ë=c>l.!_`,'st�ambcrú
d>e£D�f-g�

L9MNOPQ !"RSTUVWXYZ[\]̂ _`abEcQcd+efghi
jklmn9o6DijZdp+qrst

hi¡�¢jklmnopqm-~-¿Sz,'st�dm«¬8�+"$$%,'(±
rl�¢£o¤¥¦8%SzPQ<¨©ªstm«¬Ï88s +"$$(,r $-.±²st
u>-.¸¹þ(v+SEFm)*>-.ë�DYÈSJòmnopqm-~-¿S
z£Dwx� wxÔÈÉyz{NOPQ<R+S^_<|}~�,'S¿+S�½R|
�âZf�½R|�â��%¼R.$/0!8*��,fS¿,'+S�½RV;�+S
S¿�½RVWXYZ[,'S¿+S�½e�

l�Ô�B��½mÈÉ>-.vFSJ��S���£D����>ò�½�L
Mm��£D���,>���YlSz8%�ä�ûm��� -.ç¸¹�-k�D
YSJm����>9:�w.DEFxy� �¢A'SJ��SYR� r%¡mS
XX¢>£$Û+SEFm:w�

,'-.l#8%,'(.mpq1>¸¹`¤��Rº¥¦7>���^xyùv
rst§¨>��©ª�Y«¬>uv:|}~�mV®r{a>9:mw�Yxy�
u v7wxyz{|}~�� #R $R� $%$�
����&'$%()$$*"!*! ���7�.�

!"#$%&'()$*%+,'-.



SHANGHAIJIANSHEANQUAN

˚Ø˚Ø˚Ø

!
"

#$%&
'()*+,-.-/#$

01203 013

456789,
'()*+,-.-/#$

:13

! ;<=>?
@AB#$

!!! CDEF "#$G2:,;<=>?
@AB#$"

CDEF %&$G2:,;<=>?@AB
#$"

'&

H I = J K
@ A B # $
L H I = J
K M N O P
#$

HI=JK@AB#$" QJEFR '%&$G2:,HI=JK@
AB#$LHI=JKMNOP#$"

'' S T = @ A
B#$

ST=@AB#$" -UBVCDEF "&$G2:,ST=@
AB#$"

'" E W N X Y
Z

EWNXYZ" !!!

'( [ & @ A B
#$

[&@AB#$" !!!

'# \]#$

^_`abc#de#fgDh#eiDhLjkl#mn
opq,\]#$"

!!!

!!!

rs#tu#EB#vw#xyL\]z{
|}~�����$�%VL����#|
�|�����,��l#mno,\]
#$"

!!! �o��ln#����lnL����
���`a���,\]#$"

'% ��#$  ¡¢£¤#¥m¤#¦?¤h#,§¨#©ª#$"

') l n « ¬ p
#$

ln«¬p#$" h#EF %&$G2:,ln«¬p#
$"

'* ®¯OP#M
NOP#$

®¯OP#MNOP#$" !!!

'+ > ° m p 
#$

>°m#±B²³´°mp#$" µF ()$G2:,>°mp#$"

'!
± B ² ³ ´
° m p  #
$

!!! µF )&$G2:,±B²³´°mp#
$"

"& c # � ¶ ·
#$

c#�¶·#$" ¸�¹F ')$G2:,c#�¶·#$"

"' x0NX#$ x0NX#$"

""

 º = l n
» ¼ ½ ¾ ¿
m À p  #
$

º=ln»¼½¾¿mÀp#$" !!!

"(

+ & ° m Á
V ¦ J# O
Â#ÃVÄh
##Å

!!! ÆÇ '&&&,-G2:,+&°mÁV¦J#
OÂ#ÃVÄh##Å"

"# &ÈÉ'#$
 ¡ÉÊË#É#Å#ÉÌ¯#ÉDÍ^_`a#$h#pq(ÎÏÐÑ#bXG<ÒÊËÓÔ,-.-
/#$"

建 设 安 全 管 理

33



上 海 建 设 安 全

SHANGHAIJIANSHEANQUAN

˚Ø˚Ø˚Ø

!!" # $%&'()*+,-./0

1231456
78

" &'()9:,;<=>?@112,ABC;78DE: #$%& 145678
' &'()C;5678FGH!
( ;IJK,LMNOD3564PQ1
) 564PDRSTJ"PUVWJXYZ[\]
* 564PDE:^_`P"GabcdefFghGHij
+ C;78,=klbmnlDopq12

, 12Wr,12PDE: ' stuV`v#wFx?312vo;IQ1!12v
DE:yz"z{Z|}~z

- '�12;��� )!#pq12;��� ".!

/ &'()�p�"�����"&'���"���D�GHijE����&# �
��Wr,��12;���� (.!

". o��12��V,;IJK#564P��x�opq12

C;PU

" PUt1�F�5�����b^_��
' PUDJ�U" ¡56#`P¢}F�£¤PU¥¦;§
( PU,J&"¨�t©#ª«"¬"3®¯PUZ°±�,²FghGHij
) ;³DE:�´Zµ2TJ#¶·¸2}¹JZ¸���"º»¼TJ
* ½$¾µ2¹T¿ÀP2}Á�Â� '0*1

C;Ã3XYÃ

" &'()C;78DE:ÄÅC;"ÆÅÇ;5678#:;JKDJrÈÉ9:
,XYÃ

' ÃvÊË"Ã$;]JrtÌ:FghGHij

( C;Ã��ÍJ'�4PnÎÏb564PnÎÏ#564P"'�4P��Ð 
ÈÉ,nÎÏQ1

) ÑC;Ã3XYÃD-WÇ;56]#ZÇ;56]ÒÓFÔC"FÕÖ
* ÃvDJr781P×bÍUef#ØÙ"Út�Û�&
+ Ãv-WÜr"Á�tÝÞÐßFghGHij
, ÍCÃ3XYÃk,²à  (.1#XYÃ3:;JKk,²à  (1

C;½3C;W
r

" C;½,áâãä¼ÅFghGHij#C;½DCrå:�;Iäæ,çä]¨

' C;½"C;Wr,èJFghGHij

( C;Wr=,éê";]ëìJrFghGHij

) C;½DE��íîÛbÂï�ðñ,�&

* C;½DJròóeô"'2õ;ö}×b78×

()÷¹

" ÷¹:;D3ïø:;ÍJ

' ùú)ûb�ü÷¹ýDE:-.;Bõ;

( ÷¹þB]DE:ÿ!"-.#²þB]

) ý$LMNODJ1564P

* ý$32}"%&�k,²FghGHij

+ ÷¹PUb-.;BPU,�JFghGHij

, &'()D�GHijCK'(÷¹

:;¬)

" Ñ*RÜ3Í*RÜD+,-�:;{./0#¹1È2©Y34
' &'()D5±96:;&'"7J8"N;�6962)

( 96:;&'"7J8"N;�6962)D9:;<=##>&?@DA©YB
Ù"7CD

) :;È6fED�G±FG#fEFH>
* :;¬)I�FJ.#DJ9K{.

34



SHANGHAIJIANSHEANQUAN

以上列表显示至少有24种类型的工程被列为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1、基坑工程；

2、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

3、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4、无联系构件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5、承重支撑体系工程；

6、起重吊装工程；

7、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8、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

9、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10、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或附着式升降操作

平台工程

11、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12、高处作业吊篮；

13、异型脚手架工程；

14、拆除工程；

15、暗挖工程

16、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17、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18、钢结构安装工程；

19、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20、人工挖孔桩工程；

21、水下作业工程；

22、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

23、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转体等施工工

艺；

24、“四新”工程。

以上工程几乎涵盖了建设工程的大部分工程

项目。

（二）未列入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有7项。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中，有7项未列入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即：

1、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

2、无联系构件的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3、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4、高处作业吊篮；

5、异型脚手架工程；

6、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7、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

在拆除工程中，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

施、通讯设施或其它建、构筑物安全的拆除工程未

列入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关注：在未列入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均没有下限值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

涉及到这些项目均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三）列入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有17项。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中，有17项列入超

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即：

1、基坑工程；

2、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3、承重支撑体系工程；

4、起重吊装工程；

5、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

6、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7、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或附着式升降操作

平台工程；

8、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9、暗挖工程；

10、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11、钢结构安装工程；

12、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13、人工挖孔桩工程；

14、水下作业工程；

15、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转体等施工工

艺；

16、“四新”工程。

在拆除工程中，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

拆除中容易引起有毒有害气（液）体或粉尘扩散、易

燃易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以

及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

影响范围内的拆除工程直接被列入超过一定规模

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关注：在列入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项目中只有5项有下限值，即：

1、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2、起重吊装工程；

3、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4、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5、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转体等施工工艺。

其中，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以及大型结构

整体顶升、平移、转体等施工工艺只有达到超过一

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下限值。

也就说，未达到下限值的原则上不属于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或不属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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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基本上

涵盖了建设工程大部分工程项目或工程建设的各

个阶段，且多数项目均没有下限值的设定。其中，

虽不能直接判断出群死群伤或重大经济损失，但它

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全和稳定，因而这些工程被直接

划入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范畴，如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

引起有毒有害气（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

发生的特殊建、构筑物的拆除工程，以及文物保护

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影响范围内

的拆除工程。

分析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及其内

容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地组织和开展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

雨季来临雨季来临！！最全工地雨季防护实用措施最全工地雨季防护实用措施！！

来源：建筑安全技术与管理

雨季施工主要思路首先是雨季防洪领导小组

的建立，该小组还要负责建立防汛计划以及各种紧

急预案措施。同时，项目部要设专职的值班人员，

这样才能保证昼夜都能有人进行值班，对天气情况

了如指掌。同时，施工人员的雨季施工培训工作也

要随之展开，对施工现场的准备工作要做一次全面

的检查。最后，除了施工现场，生产生活基地的排

水设施也要进行检查，随时清理排水以及各种垃

圾，这样才能做到雨水排水通畅。

具体防护措施：

一、办公区排水

1、检查办公室、宿舍及料库屋面有无漏雨现

象，对漏雨的部位及时修理完好。

2、室外地面全面硬化，道路场地等排水坡向正

确、排水沟畅通无阻，确保施工现场无积水。

二、施工现场排水

1、雨季来临前，着重检查工程重点防范部位地

下楼层，沿主体四周地面设置300×500（b×h）排水

明沟，下雨时配备水泵进行集水坑排水，并将水排

到地面上的排水沟中。

2、整理施工现场，保证排水畅通。

3、检查场内外的排水设施，确保排水设备完

好，以保证暴雨后能在较短的时间排出积水。根据

实际情况，利用施工现场的集水井就近为原则作为

现场排水集中点。

三、生活区

1、雨期来临之前项目后勤人员应对生活区的

临时房屋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是否存在

漏雨、稳固、雷击等隐患，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2、检查食堂、厕所等的排水沟，及时疏通污水

管道。大雨来临前要清理化粪池，避免化粪池因大

雨袭击而溢出。

3、施工现场人员宿舍、围墙等的基础应高出自

然地面300mm以上，并用灰砂砖做大放脚，以保证

该部分结构的安全。室内地面应高出室外100mm

以上，防止雨水等浸入。

四、原材料及半成品的储存和堆放

1、钢筋在施工现场进行堆放时，应放置于地势

较高，不受雨水侵蚀的位置，同时钢筋下部采用木

方等材料垫高不小于200mm。对于加工成型的钢

筋，应尽量放置于钢筋加工棚内的避雨水处，防止

钢筋被雨水腐蚀生绣。

2、水泥要搭设库房，做好库房的防雨工作及地

面的防潮工作，防止受潮。 其它材料应根据材料的

性质采取相应的堆放措施。

3、所有材料均要求堆放在基坑边坡外不少于

3m的安全地方，应不得在边坡旁堆放易散落的材

料。

五、土石方工程

1、刚铺完尚未夯实的灰土，雨期土方回填施工

应严格控制回填土的含水率，及时取样试验，将回

填土的含水量控制在设计要求范围内，如含水量偏

高，可采用翻松、晾晒或均匀掺入干土等措施；必要

时应事先对土源加以覆盖，避免出现橡皮土。

2、如遭雨水淋浸泡，则应将积水处的松软灰土

除去并重新补填新灰土夯实，受浸湿的灰土，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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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干后再夯打密实。石灰、土要准备好塑料薄膜遇

雨时进行覆盖。

六、边坡工程

1、雨期施工时禁止在边坡一米范围内堆放材

料。

2、在雨期施工前检查边坡是否有偏移、裂纹，

并用水泥砂浆找坡坡向排水沟，保持边坡四周无积

水。

3、做好坡边沉降记录，遇到大雨以上天气应随

时测量。

七、钢筋工程

1、钢筋根据工程进度适量进场，钢筋原材存放

不得过多，现场的原材料应做到先进场的先使用，

后进场的后使用，避免存放时间过长而使钢筋锈蚀

严重，锈蚀和污染的钢筋须清理后方可使用，进入

现场的钢筋原材及成品钢筋要分规格堆放整齐，并

垫离地面200mm以上，遇雨时用塑料布临时加以遮

盖。

2、雷雨天气严禁进行焊接工作，若遇特殊情况

施焊时，必须有必要的防雨措施，防止雨水淋湿焊

接接头造成钢筋连接性能的改变，从而影响工程质

量。

3、绑扎完成的钢筋如遇雨天，雨后钢筋视情况

进行除锈除污，不得把锈蚀及粘上污泥的钢筋用于

工程中。

八、模板工程

1、现场堆放的模板、木方要码放整齐，并垫离

地面200mm以上，用苫布盖好，避免因日晒雨淋引

起变形。

2、支立好的墙模，如遇大雨未浇筑混凝土，应

进行遮盖，防止因雨淋而造成脱模剂的失效。雨后

要认真检查其平整度、垂直度和脱模剂附着情况，

合格后方可浇筑混凝土。

九、混凝土工程

要准确掌握天气预报，混凝土浇筑尽量避开雨

天，如遇时应采取如下措施：

1、混凝土浇筑中遇到大雨时，将已浇筑的混凝

土振捣密实并根据规范要求在合适位置及时留置

施工缝后立即停止浇筑，并用塑料布覆盖，并将塑

料布与钢筋绑扎牢固，防止被风吹走。顶板混凝土

浇筑中如遇小雨时及时振捣抹压和覆盖，保证水泥

浆不流失。

2、雨后对临时施工缝加强处理，将留浆、薄弱

处剔除，将梁、板、墙中的污物、积水清理干净经过

验收后方可继续浇筑混凝土。？

3、为把好混凝土质量关，雨期施工期间，要求

混凝土搅拌厂家根据砂、石的实际含水率及时调整

混凝土的用水量，保证混凝土的质量。并定期派人

去搅拌站检查其砂、石堆料场，水泥仓库，检查砂、

石的含泥量，水泥的防雨情况。严禁将含泥量超标

的砂、石和失效的水泥用于工程中。

十、砌筑抹灰工程

1、雨季期间砌筑前，要检测各种砖或砌块的含

水率。既不要干砖上墙，又要防止过量吸水。要防

止砌块被雨水淋得太湿或被雨水浸泡，下雨时要用

塑料布将砌块（砖）覆盖，含水量较多的砌块（砖）应

待适当晾干后再用。遇中、大雨时应停止施工，砌

筑表面应采取防雨措施。

2、砌筑时如出现浆水顺墙面流淌现象，说明砌

块（砖）的含水量达到饱和，则应选择干砖与湿砖搭

配砌筑，或用稠度较小的砂浆。

3、水泥应入库存放，库内地面应砌筑高于室外

地面300mm的砖地垄墙，在墙上铺脚手板，铺垫油

毡，防止水泥受潮。水泥库四周要进行有效维护，

并挖好排水沟，防止雨水流入库内。

4、砂石堆场要有良好的排水措施，防止下雨时

泥土流入砂场内。

5、砂浆搅拌应集中，搅拌站应搭设防雨棚，运

送砂浆的车辆要作防雨盖以防雨水进入砂浆内。

6、项目试验员根据天气情况，定期对砂、石含

水率进行测量，要求施工前对砂、石含水率进行测

量，及时调整配合比，严格控制砂浆稠度。

7、下雨时，禁止露天砌筑作业。在零星小雨中

必须砌筑时，应适当减少砂浆稠度。

十一、屋面工程

1、屋面工程施工赶在雨季时，要密切注意当地

近期天气预报，抢晴天施工，严禁在雨中进行防水

施工作业。对已施工部位用塑料布进行覆盖；雨后

发现防水层被雨水冲刷破坏时，应返工重做。

2、屋面保温材料在运输存施过程中，严禁雨淋

并防止受潮。

3、屋面上铺筑保温层时，宜划成小施工段，及

时做好上部找平层，以防突然降雨淋湿和浸泡保温

层。

4、穿越保温层、找平层的孔洞以及预留锚钩等

细部节点，应随时做好临时封闭遮盖，防止雨水侵

入。

5、在粘铺防水层时，施工前应根据所用材料的

建 设 安 全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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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艺要求认真做好找平层含水率的测试和粘

结试验，符合技术要求后方可施工，以确保防水层

铺粘质量。

6、雨水水落管等应争取及早安装，以防止屋面

雨水顺外墙面冲刷，污染外装修。内排水的雨水管

安装前，应先做好临时排水道路，防止雨水不能通

畅排除而积存在管内。

十二、防水工程

1、外墙防水工程禁止在雨天施工，防水基层含

水率必须在规范要求的范围内（≤4%）。

2、垫层混凝土施工时，按要求做好排水坡度，

并在坑边设置积水坑，及时抽水。

3、卫生间、消防泵房等通风不畅部位的防水施

工应采取通风和排风措施，保证空气流通，做好个

人防护，同时做好防火消防工作。

4、外墙防水施工时，应密切注意边坡土体的稳

定性，每次雨后应检查边坡的位移情况，位移较大

时应停止施工。

十三、装饰工程

1、室内装修最好在屋面楼地面工程完成后再

做，或采取先做地面，堵严各种孔洞、板缝，防止上

层向下漏水。并封好窗井口及电梯井口，各层楼梯

间作好挡水埂。

2、室外抹灰应及时注意遮盖，防止突然降雨冲

刷，降雨时严禁进行外墙面装修作业。

3、安装好的门窗，应有人负责管理，降雨时应

及时关闭并应插销，以防止风雨损坏。

4、各种门窗和细木制品以及其它各类龙骨及

装饰材料、玻璃、配件等，在运输、存放过程中要严

禁雨淋和受潮，以防止粘接、变形或生锈。

5、石膏条板、纸面石膏板、石膏覆面复合板以

及其它请质隔墙材料严禁雨淋、浸水和受潮，以防

材质变性造成质量隐患。

6、外墙涂料应在晴天组织施工。

十四、幕墙工程

1、不应在大风、大雨气候下进行幕墙施工，雨

天以及雨后未干燥情况下不得进行密封胶施工。

2、用于幕墙工程的电气设备及电动工具必须

做绝缘电压试验。并在雨期施工前检查其绝缘装

置是否完好，不符合要求的要及时整改。

3、上到楼上的铝板和铝塑板必须要固定牢固，

防止大风吹下伤人。

十五、临电安全

1、雨季期间应定期、定人检查临电设施的绝缘

状况，检查电源线是否有破损现象，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

2、现场临时供电线中采用三相五线制配线，机

电设备闸箱、灯具、设有防雨淋设施。所有机电设

备必须设单一开关，严禁一闸多用，并安装漏电保

护器，停工时应拉闸停电，闸箱应加锁，在使用前，

应检查和测试。

3、配电箱内必须安装合格漏电保护装置，及时

检查漏电保护装置的灵敏性，并随时关好电箱门。

4、从事电气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佩带好劳

动保护用品，并应两人同时作业，一人作业，一人监

护。

十六、塔吊基础及吊装

1、塔吊雨天后应及时进行线路检查和路基检

查，并进行空车运转，确定无问题后方可正式吊装。

2、观察基础沉陷情况，并作好观测记录，如有

沉降应立即进行处理，保证塔吊使用时的安全。大

雨、暴雨及大风时应停止吊装作业。

3、高空操作人员雨后施工，要注意防滑，要穿

胶底鞋，不准穿硬底鞋上高空操作。塔吊接地电阻

值要进行实测，其电阻值不大于4欧姆。

4、塔吊基础四周挖200mm×300mm的排水沟

与现场临时排水沟连接，内侧抹灰，沟底向临时排

水沟方向设5‰的流水坡度。5、塔基上设置四个沉

降观测点，定期及雨后进行沉降观测，发生问题及

时处理。

十七、脚手架工程

1、检查外架特别是高处的外架已设计并安装

了较完善的避雷装置。

2、雨季防滑，在工作面、马道等人员通行的地

方设必要的防滑设施。

3、在距脚手架外立杆外设一排水沟，及时将雨

水排走，以免脚手架基础被雨水浸泡造成地基沉

陷。设专人在雨前检查立杆垫木是否有效，有无塌

陷；雨后基础有无沉陷，立杆有无下沉，脚手架有无

变形，如有不正常之处，须迅速加以加固和修整。

4、大雨期间，不得进行脚手架的搭设和拆除；

大雨、大风后应及时对脚手架进行检查修理，有安

全隐患的整改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5、脚手架地基应坚实，立杆下应设通长垫木或

垫块。

6、在外架上搭设的回填土施工用的专用通道，

必须严格按照JGJ130-2011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

手架安全技术规范中门洞开设的构造要求进行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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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与搭设，同时必须经现场安全员检查验收通过后

方可使用。

十八、道路工程

1、搞好施工地段的排水系统，防止雨水长期浸

泡路基，下雨时应指派专人巡视，发现积水或阻塞

的地方及时疏通放水。在两侧路肩上每隔5—10m

挖一道横向排水沟，将雨水排至边沟。

2、集中力量，缩短路段，加快施工进展，切忌全

面铺开。？二灰碎石施工时，应注意天气变化情况，

保证摊铺和碾压成活等工序，抢在下雨之前完成，

防止摊搞好的二灰碎石未经碾压即遇雨被灌，无法

继续施工。？

3、因地制宜，采取必要的防雨措施。压实后的

二灰碎石层对防雨能力有一定的功效，因此，当路

基成活后，应尽快将砾石层做好，二灰碎石到场后，

突然降雨，来不及摊铺碾压时，可临时攒成大堆，表

面拍实，或用苫布覆盖。

十九、绿化工程

1、绿化土及排盐淋层施工时如遇下雨天气，立

即停止作业，待水分达到要求时再进行施工，防止

绿化土被机械碾压成泥。

2、树木、草皮施工时要注意在栽种前不被雨水

冲刷，防止自带土被水冲刷掉，导致植物成活率

低。？

3、土壤施肥避开下雨天气。

二十、设备安装工程

1、对原材料及半成品的防护，能进入仓库或楼

层的要垫高码放并保证通风良好，尤其是进场的保

温材料严禁被雨淋和浸泡，必须及时采取防雨水等

措施。机电库房应有防进水措施，宜在存放电气材

料或其他须防潮材料设备的库房设置排风机，保持

库房内通风。

2、对露天堆放的材料如管道、或设备应垫高，

遇雨时用塑料布覆盖。

3、进场的机电设备开箱后必须要采取防雨措

施，并应尽量减少露天存放。

4、设备预留孔洞应做好防雨措施，如施工现场

地下部分的设备已安装完毕，要采取措施防止设备

受潮、被雨水浸泡。

5、剪板机、套丝机等机电加工设备应有防雨设

施。

6、雨天时不应进行室外电焊作业；室内电焊作

业应注意作业区的干燥；雨季电焊作业前宜烘干焊

条；在狭小空间焊接操作时，应有有效通风措施。

二十一、防雷击

1、为保护建筑物、机电设备、人、畜免受雷电破

坏及伤害，一般采取装设避雷针、避雷带、避雷器、

引下线及接地极组作防雷电保护。

2、建筑施工工地的临时工棚、施工作业平台、

宿舍，要求按实际情况采取防雷接地保护措施。设

置避雷针、引下线及接地级组作防雷电保护。

3、要求避雷装置必须有良好接地，必须定期检

查测量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其独立接地极接地电

阻不大于4欧，否则应及时处理。

4、对防雷接地装置进行定期巡查，并加强日常

维护，重点检查接地线有无损伤、碰断及腐蚀现象。

5、雷电季节内，观察雷电活动的情况，雷电交

加天气，施工人员应转移入室内，不得安排露天高

空及室外作业。

6、在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

离树木和桅杆。

7、现场空旷场地不宜打伞，不宜把钢管、铁锹

等扛在肩上。

8、当雷电频繁、闪电强烈时节，人员不得靠近

防雷装置，如：避雷针、避雷器、引下线附近，不要在

大树下面避雨，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

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点设备或其他类

似金属装置，以防雷击伤人事故发生。

9、机械设备防雷措施？塔吊等现场施工设备

安装时应做好接地，建筑工程基础形成后，塔吊须

和地基防雷接地做好共地连接。塔吊供电系统电

源PE线和塔吊做共地处理。外用电梯导轨顶端、底

部分别接地。配电箱内安装适配的电涌保护器

（SPD）。

建 设 安 全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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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5日下午，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

一幢28层的公寓楼正在进行节能改造工程。电焊

工在电焊作业时，引燃脚手架及安全网，造成整个

公寓楼起火，火灾导致58人死亡，70多人受伤。至

今已近8周年了。惨案的教训是深刻的，由此引发

的反思却久久在人们心中回荡。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社会发展到了新时代，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越发强烈，人们对生活、

工作环境的改善也日成趋势。一般的建设工程生

命周期可达百年左右，甚至更高，但装饰装潢工程，

它的生命周期一般在5-10年，因此建筑装饰装潢的

市场需求，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消费的重点。但如

何在源头确保安全、健康、绿色的前提下满足这种

社会需求，已成为建筑装饰企业和材料供应企业研

究的课题。

江苏卡洛琳涂料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在这一历

史背景下成立的集装饰材料研发、生产、施工于一

身的新型企业。公司主要从事水性涂料研发、生

产、销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建筑幕墙工程施

工。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档装饰内外墙乳胶漆、真石

漆、多彩漆、液态花岗岩、水性木器漆、质感漆等产

品的施工、研发、生产型现代化企业。公司率先通

过了IS09001质量体系认证，IS014001环境体系认

证。获得“安徽省集中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推广证

书”［皖建推（2017）-129号］；“中国国际名牌发展促

进委员会、全国优质名牌战略推广联合会”的“绿色

环保产品”称号；具有“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备案

证”［BW（化）--17-20170019］；成为“上海市化学建

材行业协会的团体会员”；

回顾公司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我们本着“安

全至上、绿色创新”的初心，脚踏实地地走一条安全

绿色的发展之路。

守护安全 崇尚健康

安全是社会的永恒主题。守护安全、崇尚健康

卡洛琳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王根强

摘 要：11.15火灾惨案的教训是深刻的，由此引发的反思却久久在人们心中回荡。

一般的建设工程生命周期可达百年左右，甚至更高，但装饰装潢工程它的生命周期一般

在5-10年，因此建筑装饰装潢的市场需求，已成为当前人们生活消费的重点。我们本着

“安全至上、绿色创新”的初心，脚踏实地地走一条安全绿色的发展之路。

主题词：守护安全、崇尚健康；环保先行、追求绿色；品牌引导、创新发展；人才领军、

企业文化；

从静安“11.15”火灾惨案引发的
装饰安全理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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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在创造建初期就立志为

安全加上一道安全网。公司生产基地与世界知名

企业合作，采用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生产设备，公

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工艺装备，完善的

检测设施和健全的质保体系，拥有各类生产设备77

余台（套），配备国内新型的真石漆及乳胶漆生产线

5条，其中从国外引进了日本全自动自动灌装机、瑞

士隔膜板、德国反应釜等一系列国际先进设备。先

进的设备配置，为公司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2014年卡洛琳漆销售量为70000吨，销

售额21000万元，发展到2016年销售量为117333

吨，销售额35200万元。

防火涂料，根据使用环境主要可分为饰面型和

钢结构防火涂料两大类。按其遇火后涂层的变化

状态又可分为膨胀型和非膨胀型两大类。目前我

国饰面型防火涂料主要为膨胀型，而钢结构防火涂

料则膨胀型和非膨胀型均有生产。卡洛琳自主研

发的饰面型防火涂料是一种集装饰和防火为一体

的新型涂料品种。当它涂覆于可燃基材表面上时，

平时可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一旦火灾发生，则能

够阻止火势蔓延，达到保护基材、使人们有足够的

时间离开火场和组织抢救的目的。

卡洛琳自主研发净味全效360内墙乳胶漆，“竹

炭清新居”不同于普通竹炭，以高科技技术添加的

“天然活性竹炭因子”中，发达孔穴结构和巨大的比

表面积，能使原先的甲醛捕捉效率明显提高。同

时，“高效除醛科技”会快速分解吸附在竹炭孔穴中

的甲醛，不断降解竹炭中甲醛的浓度，并将其转换

成无害小分子和成膜物质，此反应不可逆，因此不

会造成二次污染。真正体现“天然活性竹炭因子”

和“高效除醛科技”的强强联合。

环保先行 追求绿色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

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要加快构建生

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

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

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

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

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

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新时代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一是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

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三

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

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

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

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

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六

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

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卡洛琳公司十分注重生态保护和节能环保工

作，努力实现“节能降耗、绿色环保”。投资500多万

元实施了废水深度处理回用技改项目，使60％以上

的污染水得到了回收再利用；安装了淡碱浓缩扩容

装置，90％以上的碱实现了回收再利用；在90％以

上的设备上应用变频节电技术，电耗减少35％；全

部回收蒸汽凝结水，废热回收达100％；积极导入

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和清洁生产审核，通

过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省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

使节能环保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和经常化，

节能环保效果十分显著，打造花园式的洁净企业。

品牌引导 创新发展

品牌建设是所有企业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加强品牌建设，其作用力既是

相对企业整体素质提升而言，也源于员工个人素质

在岗位上集中显现出的水平尺度所推动。树品牌

已不仅是企业形象的需要，而且是美好文化价值、

优秀管理结果以及与用户间建立信任的认可和评

价，是现场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品牌的宗旨是：奉

献社会，服务人民。其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服务

人民、奉献社会，以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推行优

质规范服务，让城市更美丽、让生活更亮丽”。良好

的、有知名度的品牌是旗帜，招示的是城市人的精

神风貌，是城市体现的文明水平，其在顾客和用户

中的正面形象，既是亮光，也是品位，还是美感。品

牌既是企业展示良好形象的亮点，更是用户寄予高

度期望的聚焦点。企业的社会责任与行业的品质

形象就成为了互为作用和内外合力的品牌托举。

品牌建设不一定是产品服务的包装打造，更多的内

容就在于服务本身的品质追求和行业的风范引

建 设 安 全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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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当今世界，商品的同质化倾向已经日益明显，

很多企业都可以同时提供基本一样的商品。在这

种情形下企业形象使人印象深刻就显得格外重

要。 品牌个性是指在繁多的信息递变过程中，可以

不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品牌标志。随着时间的推

移，品牌个性应该越来越鲜明，由于品牌个性是需

要时间才能积累下来，然后留在顾客心中的良好映

像，所以提升了品牌的整体价值。

卡洛琳公司自创办以来，十分注重品牌形象。

1、每年投入资金几十万元左右，并且以10％左

右的速度逐年递增，用于制作精美的样本和宣传图

册，提升企业形象。公司除在产品和包装上印有精

美商标外，在样本和宣传图册的设计制作力度也较

大，使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2、积极参加各种大型的交易会。公司成立至

今，每年都积极组织参加各种展览会、展销会，每年

两届广交会等，通过展会结交了大批客商，使公司

产品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扩大了“卡洛琳”品牌

在国内市场上的影响力。

3、加大媒体广告的宣传力度。公司在广告宣

传上舍得投入，为打响“卡洛琳”商标，公司加大商

标和企业的宣传力度，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2%作为

宣传经费，专款专用，在报纸、专业杂志、电视台、电

台、国际互联网、高速公里广告等大力宣传公司形

象、主导产品和商标，从而使企业及商标的知名度

不断扩大。

4、加强商标管理，建立规范的《商标管理制

度》。商标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

业知识产权的主要内容，为贯彻实施“名牌兴业”，

争创“名牌”的发展战略，提高企业知名度与美誉

度，公司制定了《商标管理制度》，并成立了商标领

导小组，建立了由董事长直接领导、公司办公室具

体落实、专人负责、各有关职能部门指定人员配合

的商标管理体制。到目前，公司已在品牌建设上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先后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江苏

省质量信得过企业等荣誉。今后，公司将进一步拓

展“卡洛琳”商标商品的销售市场，提高“卡洛琳”商

标的知名度和信誉度，营造良好的品牌优势。同时

也将一如既往地努力提高“卡洛琳”商标商品的科

技含量和产品质量，进一步健全“卡洛琳”商标的管

理制度和自我保护措施。继续努力做好、做大、做

强企业，树立“卡洛琳”商标的品牌形象。

公司注重企业管理、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成

立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技术中心配备有旋转粘

度计、磁力加热搅拌器、强力仪、建筑涂料耐洗刷

仪、反射率测定仪、重型冲击试验器等一系列先进

的检测和科研设备。公司与南京理工大学、东华大

学等多家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科研合作关系，在涂

料技术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编

制新工艺，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公

司每年将销售收入的5％作为科研经费用于科研开

发，高标准的设备配置，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储备、高

强度的经费投入和科研院所的大力支持，使中心每

年开发新产品在30个以上，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并

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产品2个以上。公司被认定为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具有国内领先的新

技术、新工艺2项。

公司各部门、各科室都制订了详细的工作程序

和操作规程，严格按照体系操作：

1、材料选购。公司生产用料采用定点定量采

购，对定点配套单位建立了材料质量检测评估体

系，严把材料进货关。

2、生产管理。公司通过抓培训，树立全体生产

员工的质量意识，推行“全员质量管理”，人人成为

优质产品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同时，公司配备专业

的管理人员，使整个生产现场的质量管理得到控

制。

3、材料及产成品的检验。公司质管部全体人

员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执行，根据

质管部门的职能要求，以严格、挑剔的目光审视公

司的整个生产流程，从原材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全方

位、全过程进行质量管理。通过宣贯质量管理体系

和一系列的内外部培训，提升员工的技术业务水

平，使公司产品交付做到无质量投诉，顾客满意度

达到100％。

4、全方位服务管理。卡洛琳漆营销网络遍布

全国，目前在全国形象店2000多个，旗舰展示中心

800家，企业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促发展的经

营理念努力打造行业领先品牌。

人才领军 企业文化

公司一直致力于售后服务网络建设，提高客户

满意度，并一直将售后服务网络建设放在战略性高

度，明确提出了“诚实、诚恳、诚信”的经营信条、“质

量第一、信誉至上、以人为本、开拓创新”的经营宗

旨和“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的质量方

针。公司编写了《服务和顾客满意度管理程序》，并

将它作为今后营销和售后服务活动中必须遵守的

规范，完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推进客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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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司还逐步完善了“三包”制度、“缺陷产品召

回制度”等，是用户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人才。公司现有员工

1500多名，其中大专以上人员500多名，直接从事研

究开发的科技人员5名。在人才方面，公司力求做

到以下几点：

1、人尽其用，给予一个展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2、付出越多，得到的也越多，公正合理的分配

薪酬；

3、培养企业内部人员，从各个部门进行提拔，

给每位员工一个发挥才能的机会；

4、进行内、外部的培训，提高管理和技术人员

的专业技术水平。

公司不但注重人才队伍，还不遗余力地加强

企业文化建设。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已逐渐形成

了“质量第一、安全至上、以人为本、开拓创新”的

企业宗旨、“同舟共济、敬业爱岗、励精图治、铸造

辉煌”的企业精神、“诚实、诚恳、诚信”经营信条

和“打造精品、信誉服务、珍惜资源、奉献社会”的

卡洛琳的责任！这种精神已成为公司的企业精

神，成为公司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公司在

日常工作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开展各类文化活

动。通过导入企业CIS策划，统一品牌形象；组织

编制员工守则、厂纪厂规，建立企业网站、设立黑

板报宣传窗，使公司的经营管理理念深入到每一

位员工心中；每周定期组织安全培训活动，将安

全意识根植于心。

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具有时代特征、民族

特点和区域特色。建设企业、建材企业要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紧跟时代脚步，

开发符合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人们满足感的产

品，为人们生活点缀丰富多彩的个性需求。建筑装

饰装潢是永不凋谢的行业。我们卡洛琳肩负起历

史发展的责任，扬帆起航，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

征程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品质。

武汉博晟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张 伟 余 洋 许晓萌 胡 映

摘 要：建筑施工人员实名制安全培训准入管理模式将实名制管理与安全培训相结

合，通过多媒体安全培训、VR安全体验、安全实操训练等多种培训方式，能够有效提升施

工人员安全素质和技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实现了以培训促管理、以准入促安全。

关键词：实名制准入；多媒体安全培训；VR安全体验

建筑施工人员实名制安全培训
准入管理模式的实践与应用

一、实名制安全培训准入推行的背景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建筑工人实名

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全国建筑工人管理

服务信息平台数据标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旨在改革建筑劳务用工制度，开展建

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做好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

息平台建设工作。征求意见稿一经发布，将建筑实

名制安全培训准入又一次推到了建筑业深化改革

的风潮前沿。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成效直接关系着建筑

业新型劳动关系构建的成败，长远来看，也深刻影

响着建筑业深化改革和实现高质高效安全生产的

成败。《安全生产法》中早已规定：生产营单位应当

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

等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要严格安全准入制度，严格

高危行业领域安全准入条件。住建部此前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建筑劳务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落实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各项

建 设 安 全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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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已上升到建筑施工

企业战略发展的高度，而安全培训作为提高建筑业

安全生产水平的重要手段，实名制管理与安全培训

相结合，成为建筑企业做好实名制管理的重要手

段，以培训促管理，以准入促安全，落实实名制安全

培训准入管理，是解决建筑业用工管理一系列联动

问题的关键。

二、当前实名制安全培训准入管理存在的问题

人员信息登记不及时。建筑施工企业人员流

动性大，信息登记工作过程繁琐，有些工种用工周

期短，存在工人已离场而信息登记工作还未结束的

情况，人员信息登记不及时或漏登的问题较严重。

人员实名制登记难保证。实名制管理的目的

是为了保证施工人员的权益，但是部分从业人员出

于某些原因会提供虚假身份信息进行登记，企业负

责实名制登记的管理人员很难判断人员信息是否

真实，易发生人员冒名顶替现象，为施工现场的安

全管理带来风险。

实名制安全培训不到位。在进度紧张的生产

过程中，施工企业可能存在因赶工期而忽视安全培

训的现象，导致安全培训不到位、不合格人员进

场。相关研究表明，施工现场90%以上的事故是由

于人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而安全培训的缺失则是

其中要因之一。

实名制准入数据利用率低。施工企业建立了

一系列人员登记信息及培训档案，但是不同企业之

间培训档案所要求的格式、信息采集内容、存档形

式等具体要求差异较大，人员实名制准入管理方式

五花八门，人员转场后往往需要重新登记信息、重

建档案，造成数据资源的严重浪费，利用效率底下。

实名制准入管理环节缺失。尽管部分施工企

业进行了一系列安全培训、完善了培训档案，但是

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之前，企业仍然缺乏有效的手段

来严格判断工人是否达到作业条件，因此存在一些

培训未合格、考核不达标的作业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的问题，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埋下了巨大隐患。

三、实名制安全培训准入管理模式简介

施工人员实名制安全培训准入管理模式，通过

采用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信息采集及智能

控制等技术，囊括实名制建档、多媒体安全培训考

核、VR安全体验与教学、安全实操训练、安全准入管

理、智能门禁通行、移动安全监督等多种功能模块，

打造“互联网+安全培训”创新体系，以全面提升施

工人员安全技能和素质、降低施工企业用工安全风

险，为建筑施工企业提供全方位、高质高效的安全

培训解决方案，有效解决施工企业安全培训和管理

的难点。

1、实名制登记建档

施工人员初次进行实名制登记时，在多媒体安

全培训工具箱上通过刷身份证、门禁卡、录指纹完

成人员基本信息登记建档工作，保证人员身份的一

致性与唯一性，从而杜绝冒名顶替或采用虚假信息

登记的情况。

2、多媒体安全培训

利用多媒体安全培训工具箱进行安全培训，内

置专业、系统的多媒体培训课件和考核试题，随时

随地可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能满足入场三级安全教

育培训、管理人员培训、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等各类

安全培训需求。

工具箱内置的培训课程具有行业针对性，可以

满足不同行业施工单位作业人员入场、分部分项工

程、危险作业、工种、管理人员等各类安全培训的需

求；培训课程均采用flash动画制作，生动幽默又贴

合实际，通俗易懂；课程内容具体到施工的每个环

节，从而保证整个安全培训的完整性、系统性；课程

中的许多案例分析、事故经验教训等来自真实案

例，使得课程具有说服性，增加受训人员对于事故

的理解。

3、考核与档案管理

多媒体培训结束后，使用无线答题器进行答题

考试，系统自动阅卷并当场显示考试结果、自动生

成培训档案、数据同步上传至实名制安全培训准入

管理平台，且档案均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填写并支持

一键批量打印，便于企业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和永

久存档。同时，实名制培训档案可跟随人员转移，

解决了现场人员流动性大、档案管理不便、数据资

图1 实名制安全培训准入管理模式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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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浪费等问题。

4、VR安全体验与教学

从业人员通过安全培训掌握了本岗位的基本

安全知识，但是缺乏对于事故的认知，难以深切理

解事故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安全生产的警惕性不

足。因此，进行安全体验式教学，加深从业人员对

于事故的理解与重视，对于提高人员安全素质具有

重要意义。

虚拟现实（VR）沉浸式教育可以构建出逼真的虚

拟学习情境，以高度还原实际的建筑施工场景为背景，

通过VR体验式的安全教学，可以对建筑施工现场的高

处坠落、物体打击、机械伤害、坍塌、触电等事故进行第

一视角事故体验、第三视角事故回放、事故原因剖析。

联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的VR技术，细腻

还原了人员受到伤害时的反应，使体验者真真切切地

感受各类事故伤害后果的严重性并深刻反思，通过震

撼教育使施工人员建立对安全生产的“敬畏之心”，从

而提高其安全意识。

图2 VR伤害体验画面

5、安全实操示范训练

从业人员通过安全培训与安全体验，基本掌握

了基本安全知识，对事故有了深刻理解，对于安全

生产有了更深切的认知，此时进一步辅以安全鞋冲

击体验、平衡木体验、综合用地体验等多种施工现

场常接触的作业内容，以及劳动防护用品和灭火器

等设备设施的使用等安全示范实操训练。通过对

受训作业人员的实际操作行为进行针对性示范教

学、纠错训练、技能要点巩固等，可以有效提升其安

全操作技能与水平和现场实际作业能力，从而更进

一步的保证安全生产。

图3 安全实操训练图

6、实名制准入管理

施工人员信息、培训档案、体验记录、实操记录

等自动同步上传到实名制准入管理平台后，施工入

场处设置实名制准入门禁系统，并与准入平台实现

关联。人员通过门禁时，系统将通过其档案数据信

息自动判断该人员是否达到准入条件，合格则予以

放行，否则禁止进入。同时，准入平台还会自动记

录人员进出情况统计报表，方便监管部门和上级单

位查看准入管理等情况。

四、实施实名制安全培训准入管理模式的效果

某项目施工单位引入实名制准入管理模式并

进行试点，试点为期三个月，试点期间，该项目施工

人员安全培训人数、培训合格率和安全培训效率均

得到有效提升，受训人员满意度稳步提升。

试点期间，累计有300人完成了实名制登记，其

中有280人进行了超过575人次的安全培训，人均培

训学时为42.15学时，共有268人达到准入条件；有

32 人因未达到培训要求或培训不合格而禁止入

场。试点期间累计有540人次参加考试，合格人次

为523人次，考试合格率达到96.85%。试点期间的

建 设 安 全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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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施工人员安全培训调查表

图5 试点期间人员考试情况统计 图6 使用前后培训用时对比

人员考试情况统计如图5所示。

由图5可知，试点的三个月里，参加培训的人员

数量稳步提高，人员考试合格率由88.57%提升至

99.67%，表明该模式可以有效提高人员的安全知识

水平，提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并且该模式可长期

使用。

试点期间，随机选取该施工单位安全部门15名安

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时间的相关问卷调查，收到

有效调查问卷13份，通过统计和对比管理人员安全培

训所用花费的备课、现场培训、考试、阅卷和档案整理

时间，相关结果见图6，从图中可看出，使用实名制准入

管理模式后可显著提升安全培训工作效率，有效缓解

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培训的压力。

五、实名制安全培训准入管理的意义

1、规范从业人员的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通过实施实名制准入，建筑施工企业可以加强

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实现人员信息规范化、真

实化、有效化管控，提高人员信息登记工作效率，减

少信息重复登记的工作，落实实名制准入相关要

求。同时，实名制建档也可以加强对从业人员权益

的保障，从业人员人人有档可查，档案信息可以获

得其他施工企业认可。

2、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减少事故发生风

险。

从业人员安全知识的缺乏会引发人员的不安

全行为，而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一项

重要原因。采用实名制准入管理后，从业人员必须

进行安全培训，且相关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施工现

场工作。严格准入控制，让从业人员主动学习安全

生产知识，掌握安全技能，提升安全素质，从而有效

减少事故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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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16日开展的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各

省、市和有关企业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的统一

部署，通过设置展台、举办展览、开展演出、VR体验

等现场活动结合互动直播、知识竞赛、在线解答等

线上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同步深入开展

安全和应急公益性宣传和咨询服务。全国上下联

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将“安全生产月”活动

推向高潮。

2018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北京设立

主会场，国务委员王勇出席参与了安全咨询讲解和

应急互动体验，现场约3000人参加了主会场活动。

天津市举行2018年“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

活动，采取展板展示、文艺展演、文化体验、在线访

谈等方式深入开展宣传咨询服务，副市长姚来英在

现场回应群众关切。

河北省在石家庄市举办全省安全咨询日主会

场活动，副省长李谦为安全生产志愿者代表授旗启

动“安全进万家、幸福你我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山西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副省长贺天

才带领70多个部门单位与群众进行“零”距离安全

咨询互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兴安盟、乌兰察布等

多地在咨询日活动现场，通过现场咨询、应急演练、

VR体验等方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

辽宁省暨沈阳市“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

动，通过精彩纷呈的节目弘扬安全文化、强化安全

生产社会共识。

吉林省暨吉林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专

题文艺演出、安全承诺宣誓等形式提高安全素养。

作者 新华社

2018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现场精彩纷呈

建设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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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市设主会场，各地市、县区

在当地设分会场，同步开展咨询日活动，副省长聂

云凌参加了主会场活动。

上海市举办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互动频繁、人头攒动，咨询人员细致解答市民

问题。

江苏省无锡市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

设置生产、消防、建筑以及急救等10余类宣传咨询

服务点，接受群众的咨询和提问。

浙江省安全宣传咨询活动围绕“生命至上 安

全发展”主题，推出多项展示和体验活动，丰富广大

群众的安全知识。

安徽省暨合肥市咨询日主题活动设有VR体验

馆、直升飞机救援展示区、消防医疗地震救援设备

区，全方位宣传安全和应急知识，安徽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邓向阳到现场参与活动。

福建省“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现场，设置了

VR虚拟火灾逃生体验、电脑心肺复苏虚拟体验、3D

动漫虚拟灭火体验等多个高科技体验展位。副省

长杨贤金出席并宣布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启动。

江西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鹰潭市市民广

场举行，副省长吴晓军出席并宣布宣传咨询日活动

启动。

山东省济南市举行“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

活动，现场四十余个咨询台围绕安全和应急相关内

容提供现场咨询。

河南省举办“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郑

州市主会场以及分会场共有1800多家企事业单位

参与，现场受教育群众达到12万人次以上。

湖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原创安全生

产歌舞和方言喜剧小品表达出群众对安全发展的

关切。

湖南省暨长沙市安全宣传咨询日现场，应急知

识现场连线，安全专家现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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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暨广州市2018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现场，省、市35个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集中

为市民群众提供生产生活安全咨询和体验服务活

动。

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委办与南宁市联合举行全

区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界群众共计1500余人参

与。

海南省暨海口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现场，各

行各业劳动者代表在主席台上进行了安全宣誓，副

省长范华平带头在“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签名墙上

建设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专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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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

重庆市举行2018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重庆

市政府副市长李殿勋在现场为群众解答关心的安

全生产问题。

四川省举行宣传咨询日活动，共有2000余人参

加了全省主会场活动，21个市（州）、183个县（市、

区）以分会场形式同步开展宣传咨询活动。

贵州省暨黔西南州2018年“安全生产月”宣传

咨询日活动在兴义市隆重举行。

云南省在昆明市举办咨询日主会场活动，曲靖、

昭通、红河、普洱、楚雄、水富、漾濞等地同日开展分会

场活动，副省长和良辉在主会场回应群众关切。

西藏自治区在拉萨市举办咨询日主会场活动，

昌都市、山南市、日喀则市、林芝市、那曲市、阿里地

区同时举办分会场活动，自治区副主席刘江参与主

会场活动并致辞。

陕西省暨西安市2018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现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梁桂带头向群众发放

安全宣传资料，共发放宣传资料10万余份、宣传品3

万余件。

甘肃省酒泉、嘉峪关、张掖、白银等多地市区两

级联动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营造安全月

浓厚氛围。

青海省开展第17个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活

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宣传咨询点与专家咨询台，邀

请八大行业知名专家解答群众疑惑。

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各地、各部门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宣传咨询服务活动，自治区副主席马汉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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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住建部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要求，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市住建委“安

全生产月”活动安排，2018年6月28日，在各建设管

理大口、行业协会的积极支持下，经多方推荐、精心

筛选，最终确定：中建八局承建的上海华信中心新

建项目1#、2#楼，建工二建集团承建的上海市档案

馆新馆（一期）工程东部裙房、南部裙房，建工五建

集团承建的临港重装备产业区H36-02地块项目东

3楼、南6楼、南7楼，中建八局承建的上海世博会地

区A片区绿谷项目（地上部分）A03A和A03B地块工

程A03B-2楼为2018年综合观摩工地，开展了以“生

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的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综

合观摩活动。

中建八局承建的上海华信中心新建项目

来源：安质监党建

上海市2018年安全生产月综合
创优观摩活动暨现场会顺利举行

建设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生产专题活动

银川市参加了咨询日主会场活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密、巴州、喀什等多

地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把“安全生产月”

活动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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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内容不仅体现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

管理、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建材信息报送制度、

施工现场人员信息管理、监理报告制度等住建

部、市住建委、市安质监总站监管重点和城市精

细化管理要求，还展示了建筑行业发展趋势、企

业内部管理体系及效能等。据统计，全市施工、

监理、设计、管理等单位4500余人次到观摩工地

进行了观摩学习。

活动日当天，在上海华信中心新建项目现场召

开的“2018年安全生产月暨综合创优观摩工地现场

会”，既是对全市安全生产月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

总结，也是对下一段安全工作的部署。市住建委裴

晓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朱

建纲主持会议。市安质监站总站、徐汇区建交委、

中建八局相关领导，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管理大口、

工程参建单位的代表近200人参加了现场会。

市住建委裴晓副主任讲话

裴晓副主任对各观摩工地在安全、质量等方面

起到的典型引领示范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参建

各方借此机会，仔细观摩、认真学习，把新的技术、

好的做法，先进的理念学到手、带回去，也希望建管

部门认真总结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上升到标准的

高度，在全市范围内统一推广。裴晓副主任就进一

步落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全面抓好当前的安全生

产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牢固树立“生命至

上，安全发展”的理念，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二是政府和企业要进一步

落实好“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监督，做好精细

化管理；三是要落实好安全质量责任，加强诚信建

设，打击弄虚作假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

处力度。

裴晓副主任强调，加强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为上海当好新时代改革开

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进者，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和

国际文化大都市，全面建设成卓越全球城市和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做出应

该有的贡献，为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创造良好的安

全生产环境。

工地观摩主要内容:

建工二建集团承建的上海市档案馆新馆（一期）工程 建工五建集团承建的临港重装备产业区H36-02地块项目

中建八局承建的上海世博会地区A片区绿谷项目 4500余人次到观摩工地进行了观摩学习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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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应急管理部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联合召开中央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视频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

指示精神，督促中央企业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做好安

全生产工作。应急管理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付建

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

委员徐福顺出席会议并讲话。

付建华强调，各中央企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安全

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深刻汲取有

关事故教训，认真查找管理中的漏洞和问题，强化

安全风险意识，提高重大风险辨识和安全管控能

力，防范事故发生。

付建华要求，各中央企业要认清当前安全生产

形势的严峻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狠抓主体责任

落实，切实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责任。要进一步完善

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和全员岗位责任制，强化责任

制考核和落实。要不断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加大煤矿、危险化学

品、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冶金有色等行业领域治理

力度。要推进安全科技的创新和运用，健全安全生

产应急管理体系，提高事故和灾害处置能力。要切

实做好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做好应急准

备，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管理部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中央企

业分管负责同志、企业安全生产部门和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应急部和国资委联合召开中央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页

建筑行业是个高危行业，具有高空作业、露天

作业、交叉作业及流动性大、劳动强度高等特点。

建筑业的五大伤害是指高处坠落、触电、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及坍塌。这五种伤害占建筑业伤害事故

的85%以上，为建筑业中重点预防的伤害。高处坠

落是指在两米以上高处作业发生的伤亡事故；触电

事故是指建筑施工临时用电发生的事故；物体打击

是指失控物体的惯性力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机械

伤害是指机械做出强大的功能作用于人体的伤害；

坍塌事故是指物体在外力或重力作用下，超过自身

的强度极限或因结构稳定性破坏而造成的事故。

而高处坠落是建筑领域安全生产事故五大祸害之

一本预防高处坠落的好读本

协 会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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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每年的安全生产事故统计，高处坠落事故约占

全部事故的50%左右。而高处坠落事故一旦发生，

非死即残，后果极为严重。因此，防高处坠落是建

筑企业防范和整治的重点。

在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之机，传来了一个好消

息，由赵际萍主编的《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危险

点的认知与预防》，已经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公开发

行。该书由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严 浩、浦东新区安全质量监督站党委书记、站长

潘平担任主审，并附“前言”。 主编赵际萍常年工作

在安全质量监督的第一线，出版过多本教育漫画

集，这次她将自己的所感所想所知所虑全部融入与

该书，作为对建筑安全事业的奉献和回报。

《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危险点的认知与预

防》运用图文并茂的方式，阐述了施工现场预防高

处坠落的基本知识和防范措施，生动形象地描述了

施工现场及作业人员防范高处作业风险的基本知

识。该书分四大部分描述施工现场的危险点及控

制措施。一是防高处坠落的基本要求；二是从高处

坠落多发区域的的高处作业、临边作业、洞口作业、

防护栏杆、攀登作业、悬空作业、移动操作平台、落

地操作平台、悬挑操作平台、交叉作业、建筑安全

网、吊栏作业、脚手架作业的13个主要危险点剖析

防范措施和要求；三是运用20个典型的高处坠落事

故案例形象地证明防范的重要性，文章从案例简

况、事故原因分析、安全警示三个方面阐述高处作

业防范的基本知识；四是转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业 标 准《建 筑 施 工 高 处 作 业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JGJ80-2016）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条文说明。该书共有漫画284幅，全

书共307页。

该书既可作为一本预防高处坠落的教材，指导

施工现场的防范工作，也可作为作业人员自己阅读

的知识读本，寓教于乐，所以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

书。

本刊编辑部

警钟长鸣





中新网客户端西宁7月5日电 (记者 胡贵龙)记

者4日晚间从青海省海南州同德县有关部门证实，

当日19时26分许，该县境内一排水管道施工现场发

生塌方，致2名作业人员遇难。

一现场目击者称，事发工地位于同德县江河花

园附近，2名作业人员当时正在一深约2米的坑内安

装排水管道接口，突然一声巨响，两人被土方掩埋。

19时43分许，同德县公安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

场，经过半个多小时紧张救援，被埋两人均被救出，

经医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事故原因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来源：建设施工安全

7月4日青海同德一排水管施工现场塌方致2死

人民网南京6月12日电（耿志超）6月12日下午

3:40左右，南京江宁区双龙大道南方花园35号楼沿

街外立面出新改造工程脚手架在拆除过程中发生

倾倒，造成3人受伤。受伤人员立即被送往医院救

治，据诊断，1人腿部骨折，2人轻伤留院观察，目前，

医院正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护及生活保障。

据了解，情况发生后，南京江宁区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施工现场已安排专业人员封闭消险。脚手

架倾倒造成部分车辆受损，应急处置等工作正在开

展。事发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6月12日南京一施工现场脚手架
突然坍塌多人被砸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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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会同工业和

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

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统计局、气象局、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林业和草原局、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铁路总公司等部门

对2018年4月份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

经核定，4月份，我国自然灾害以低温冷冻、风雹、洪涝

和地质灾害为主，干旱、雪灾、地震和森林火灾等也有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委办公室发布
2018年4月份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

简 讯

7月17日，应急管理部在四川宜宾召开“7·12”重

大爆炸着火事故现场警示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系列重要论述和国务院领导同志

批示要求，督促四川省和各地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

各项化工危化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落实，坚决防范较

大以上化工危化品事故发生。应急管理部党组成员王

浩水、四川省副省长彭宇行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深入剖析了“7·12”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

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严重违法违规导致的生产安全事

故，充分暴露出企业主要负责人漠视员工生命，视法律

法规为儿戏，一是违法违规建设，逃避政府监管；二是

选址和工厂平面布局严重违规；三是项目设计水平低，

从建成之日起就已经构成重大隐患；四是工艺来源不

明，反应釜多是利旧；五是评价报告与现场严重不符；

六是边施工边生产；七是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管理制度

一概没有，成品、材料没有任何标识且随意堆放；八是

人员资质违反要求。充分暴露出地方有关监管部门对

重点工作落实不到位，以及地方政府安全发展理念不

牢，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没有

严把安全关。

会议指出，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这起事故挂牌督

办，四川省要组织精干力量认真组织开展事故调查，一

要彻查企业未批先建和报审资料与现场实际不符的问

题等，查清谁是企业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依法予以严

惩；二要彻查该企业的工艺技术来源及其安全性问题，

设备设施的来源及合法性问题，彻查设计、评价、施工

等第三方单位履责问题，彻查安全生产条件论证及安

全评价报告结论符合性问题；三要彻查政府有关部门

在项目引进、审批、建设过程中的监管问题，依法依规

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抓好《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危化品安

全综合治理方案》等重要文件的贯彻落实；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要重点抓好招商引资工作中安全问题，全力支

持安全监管部门严格管理；深化精细化工安全专项整

治，加快推进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和自动化改造；推动企

业落实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继续深

化危化品安全综合治理，推动安全风险“一张图一张

表”的绘制等。

来自各省级安监局、四川各地市政府、相关企业、

应急管理部有关司局的负责人参加会议，查看了事故

现场，观看了事故警示片。

目前，四川省政府已成立调查组，将按照科学严

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对事故展开

调查，真正做到原因查不清楚不放过，责任者得不到处

理不放过，广大职工受不到教育不放过，防范措施没有

落实不放过。

应急管理部在宜宾召开“7·12”重大爆炸
着火事故现场警示会

来源：应急部宣教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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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471.9万人

次受灾，26人死亡，9000余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000余

间房屋倒塌，3700余间严重损坏，4.2万间一般损坏；农

作物受灾面积1541.7千公顷，其中绝收381.5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258亿元。4月份全国因灾死亡失踪人

口、倒塌房屋、损坏房屋数量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减

少8成左右，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数量减少9成。总的

看，4月份全国灾情属偏轻水平。

4月份，全国自然灾害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低温冷冻灾害影响范围较广。4月份，全国

共出现3次冷空气过程。其中3－7日是一次全国性寒

潮过程，强度最强、影响范围最广，降温幅度超过14℃

的国土面积达253.5万平方公里，其中，华北、黄淮、江

淮等地下降15－20℃；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

地最低气温降至0℃以下。据统计，4月份低温冷冻和

雪灾共造成全国1228.5万人次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366.3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359.8千公顷，直接经济

损失237.1亿元。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农作物绝收

面积和直接经济损失增加8成左右，且均为2013年以

来同期最高值，灾情明显偏重。

（二）风雹灾害影响南方部分地区。4月份，全国

共出现2次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集中在4月上中

旬，特别是四川和贵州雷暴大风较为严重，局地出现9

级以上短时大风，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冰雹。据统计，

4月份风雹灾害共造成全国19个省（自治区）166.7万

人次受灾，4人死亡；4.2万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农作

物受灾面积120.1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16.6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11.7亿元。与近5年同期均值相比，因

灾死亡失踪人口减少8成以上，为2013年以来同期最

低值，灾情明显偏轻。

（三）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洪涝灾害。4月份，我

国共出现3次暴雨天气过程。其中，19－23日，中东部

地区出现较强降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及湖北、四川

盆地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共68个县（市）日雨量突

破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4月份历史极值，湖北宜都（22

日降雨量246.9毫米）破历史极值。据统计，4月份洪

涝和地质灾害共造成全国76.6万人次受灾，18人死

亡，近7000人次紧急转移安置；500间房屋倒塌，3500

余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55.3千公顷，其中

绝收面积5.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9.2亿元。与近5

年同期均值相比，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和农作物绝收面

积减少3成以上，灾情属偏轻水平。

2018年6月16日16时40分许，蓬江区越秀星

汇名庭四期发生建筑工地吊装材料滑落事故，导致

1人死亡，3人受伤。

当时林某夫妇、温某随楼盘销售人员王某共4

人前去看房，从售楼部到样板房途中遭遇事故。随

后，四人被立即送往医院，林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目

前，另外三名伤者暂无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后，江门市、蓬江区相关部门立即赶

往现场处理，开展调查取证并采取相关措施。经初

步调查，该项目施工单位为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住建部门已责令事故工地及涉事企业其他

工地全面停工。17日，全市将开展在建工地安全检

查和整治行动。

警钟长鸣





6月16日广东江门一工地吊装材料滑落 致1死3伤

来源：建设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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