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贵州省 2020 年度上半年回头看对黔东南州、

铜仁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市场行为执法检查通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贵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贵州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

程局有限公司、七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各有关单位:

按照《贵州省 2020 年度贵州省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市场监

督执法检查计划》安排，第五检查组于 6 月 15 日至 6 月 21 日对

黔东南州、铜仁市在建项目进行了上半年回头看建筑工程质量安

全市场行为执法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内容

黔东南州抽查了房建工程 6 个，共下发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

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 5 份，其中 2 个项目责

令停工整改。具体为凯里阳光大酒店、凯里凯威琉森堡小区 5、6

栋、三穗生活垃圾发电项目、天柱天玑组团 8#楼项目、三穗金湖

春城项目、岑巩县幸福壹号二期。建筑市场方面共抽查了 397 项，

其中符合项 302 项，符合率 76%；工程质量方面共检查 172 项，

其中符合项 127 项，符合率 73.8%；施工安全方面共检查 776 项，

其中符合项 458 项，符合率 59%。另按照文件要求对三穗县瓦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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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5 户农村危房改造做了现场调查，5 户住房基本安全。

铜仁市抽查了房建工程项目 6 个,共下发贵州省建筑工程质

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 6 份，其中 1 个项目

责令停工整改。具体为玉屏县河滨小区 3#楼、玉屏县城南商会上

巷子棚户区改造项目、松桃武陵弘润小区一期建设项目 10#楼、

松江一品工程建设项目、印江县木黄镇中学建设项目 1#楼及会堂

项目、印江县万润温泉新城项目（3-1#地块）1#、2#楼。建筑市

场方面共抽查了 391 项，其中符合项 285 项，符合率 72.9%；工

程质量方面共检查 145 项，其中符合项 90 项，符合率 62.1%；施

工安全方面共检查 722 项，其中符合项 427 项，符合率 59.1%。

另按照文件要求对印江县木黄镇平所村 5 户农村危房改造做了现

场调查，5 户住房基本安全。

二、总体评价

主管部门能及时将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到项目，并开展质量安

全检查。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在建筑市场、工程质量标准化、施工

现场安全标准化、消防环保等方面有一定的推进；但从各项检查

的符合率看，施工安全符合率均不到 60%，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标

准实施有待提升。

三、检查发现的问题

（一）主管部门方面：普遍存在质量安全监督站人员编制少、

人员被抽借的现象，造成监督管理人员严重不足，工作加班加点、

疲于应付各种检查、无暇思考成在的问题。对本次检查需复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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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项目，存在不能按时整改回复的现象。

（二）市场行为方面：1、主要存在施工许可证办理不及时和

不能按合同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2、项目监理机构组成与中标单

位投标文件承诺不一致，现场人员配备不足，有总监不在现场的

现象，对部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理不力，隐患通知单

未闭合，检查验收不及时；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部分内容缺失，

旁站记录不全，部分监理未履职履责。3、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有不

在现场现象、项目经理未履行带班制度和签字、现场专职安全员

未按规定配置。4、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对国家和省厅的相关规范标

准、文件不熟悉，现场没有相关规范标准和文件。

（三）受检项目实体情况：1、实体质量方面：钢筋加工尺寸

不标准、钢筋安装绑扎不按图施工和不符合规范标准，漏扎漏绑

现象严重，楼梯段预留施工缝位置不符合规范，混凝土施工缝接

头处错台、漏浆、爆模现象突出，砌体工程和构造柱钢筋工程不

符合规范要求，屋面防水工程不按图和标注施工；2、实体安全方

面：扬尘治理、现场消防、文明施工、高处作业、临时用电、悬

挑脚手架、临边洞口、塔吊和其他机械设备还存在较多不符合规

范文件要求现象；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不按 37 号部令和

31 号文编制专家论证方案；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和对危险性

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验收；未建立安全教育培训制度；未单独

列支、使用安全文明施工和扬尘治理措施费。3、推进工程质量安

全标准化方面：相关人员对质量安全标准化理解不到位，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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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上没有质量安全标准化图册和相应的规范标准，安全生产标

准化的差距较大。

四、典型案例

案例一：黔东南州凯里阳光大酒店。从江永城建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石科银；建设单位为凯里经济开发区阳光酒店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为唐建军；监理单位为贵州昌广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张玉涛。

主要违规事实：（一）市场行为方面：1、4 月 26 日执法检

查小组下发停工整改通知书，未经复核合格仍然违法施工（原进

度状态为地下室底板，现进度状态为负三层墙柱、负二层梁板钢

筋）；2、项目部组织机构人员配置不齐，项目经理未认真履行带

班制度，技术负责人不在现场；3、专职安全员配备不够(1.3 万

平方只有一人且不在现场)；4、农民工工资未设专用帐户，未实

行实名制及管理台帐；5、未将工人信息上传当地主管部门；6、

没有危大工程清单，深基坑危大工程没有验收，没有专人现场监

督监测；7、一级深基坑没有提供检测单位资质及监测数据；8、

没有建立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台帐。（二）质量方面：1、地下室

底板积水较深，排水能力不足；2、地下室剪力墙水平、垂直施工

缝止水钢板埋设不符合规范要求，施工缝高低接头处止水钢板断

开不连续；3、现场施工通道旁北侧高边坡支挡已失效，存在隐患；

4、梁腰筋单肢箍布置间距未按要求设置，弯钩一端为 90°且平

直段长度不足 10d；5、主次梁相交处，主梁两侧加密箍仅设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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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场梁、柱、板、剪力墙混凝土拟同时浇筑，现场施工工序不

合理；7、框架柱与梁交接处未按设计要求设置单肢箍筋。（三）

安全方面：1、边坡支护无施工及验收资料；2、边坡放坡坡度、

锚杆和设计方案局部不相符；3、满堂脚手架搭设存在立杆间距和

步距、剪刀撑和水平撑、脚手架顶端自由端大于 500mm、顶托外

伸长度大于 200mm 等与专项方案不符；4、塔吊底座围护不符合要

求，变压器下面堆放建筑材料和值班室；电梯井临边无防护，无

扬尘公示牌，民工维权牌等，安全资料不齐全；5、临时用电未按

TN-S 系统、“三相五线制”设置、无专用接零保护系统；未按“一

机一闸一箱一漏”设置；无验收记录；6、塔吊未见备案记录，与

外线（10kv）安全距离小于 6m；7、施工机具无防护罩、使用倒

顺开关；8、未按规定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

该项目在4月26日执法检查中已责成凯里开发区住建局下达

停工整改通知，6 月 16 日回头看检查时，该项目没有对执法检查

小组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回头看检查时不能提供整改的相

关资料，现场施工地下室两层主体，二次检查时又发现存在新的

重大质量安全隐患，检查组责成黔东南州住建部门实施停工整改

并作相应的行政处罚。

案例二、黔东南州岑巩县幸福壹号二期。施工单位为平煤神

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世应；建设单位为贵州省岑巩

县隆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陆治文；监理单位

为贵州建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向仁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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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违规事实：（一）市场行为：1、未办理施工许可证；2、

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基本不到场；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签字

审核审批存在代签现象；3、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目标考核不完善；

4、专家论证方案未按规定修改调整就实施；5、未对危大分部分

项工程安全验收；6、未提供项目经理履行带班制度记录；7、高

支模专家方案论证中有一人证件为“合同成本管理”；8、建设单

位未支付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合同约定由施工单位垫资到预售

时)；9、监理规划针对性差，未经企业技术负责人加盖注册章；

10、监理旁站方案内容不符合要求；11、无危大工程监理实施细

则，验收记录仅有悬挑架，未单独组卷。（二）质量方面：1、转

换层大梁底、剪力墙根多处露筋；2、阳台构造柱与挑梁砼浇筑一

次成型，现场多处已凿打断开，不符合规范要求；3、-0.400～

2.950mB7-9 轴交 B7-A 轴（墙梁结点部位）,2.950～5.950mB7-2

轴交 B7-H 轴（墙梁结点部位）经现场回弹实测值为 33.7、42.4

达不到设计要求（设计砼强度为 C50）；4、卫生间板厚实测仅为

9cm，不符合设计要求(设计要求 10cm)；5、多处楼梯施工缝呈贯

穿裂缝；6、剪力墙单肢箍筋一端为 90°，安装间距不符合要求。

（三）安全方面：1、模架：模架水平横杆漏设过多，立杆顶部自

由端高度大于 500mm，模架梁底横杆与外架立杆连接；2、悬挑脚

手架:施工方案计算高为 16.2m,现场搭设高度为 21m。部分悬挑型

钢上漏设钢丝绳，悬挑型钢端部无钢丝绳固定环，部分楼面拉环

穿 2 根钢丝绳，悬挑型钢尾部压环只设一道，悬挑架连墙点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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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挑型钢处外架密封不严；3、高处作业，防护栏杆高度低于 1.2m,

楼面洞口防护盖板未标准化且未固定；悬挑卸料平台方案无针对

性且计算规范依据已作废，卸料平台变形，无验收限载标牌。电

梯井道内未按规范要求设置水平兜网；4、扬尘污染治理设施不全；

5、施工现场无排水沟、主要通道未完全硬化，消防通道跟本无法

通行；严重影响现场文明施工和施工消防安全；6、高边坡防护栏

高度低于 1.2 米且无安全网或踢脚板；7、高边坡无支护且无设计

方案；8、建设单位未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9、临时用电：

总配电室内双列配电柜一侧操作距离和安全距离严重不足；一级

配电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时间不符要求；开关箱存在一闸多用现

象；存在电源电缆线挂设在钢管上和部分防护不到位；施工用电

组织设计报审不符程序，且对施工无指导性；10、塔吊：防雷接

地装置未按要求对角设置，且引下线为螺纹钢；第一道附着拉接

杆有两处销键为上开口销做锁止；未见塔吊运行安全检查、附着

安装、维护记录；部分塔吊安全资料签章错误；施工方案无指导

性；11、施工机具：部分机具未与保护接零系统形成连接；未见

机具和设备台账和相关资料。本项目因施工现场存在重大质量安

全隐患，检查组已责成芩巩县住建部门实施停工整改并作相应的

行政处罚。

案例三、铜仁市玉屏县河滨小区 3#楼，施工单位为沿河土家

族自治县乡镇企业建筑有限公司玉屏分公司，项目经理张荣芳；

建设单位为铜仁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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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为铜仁市金鑫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总监曾火祥。

主要违规事实：（一）市场行为：1、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目标

考核不完善；2、专家论证方案未按规定修改调整就实施；3、未

对危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验收；4、未提供项目经理履行带班制度

记录；5、隐患排查制度整改内容不齐全；6、安全文明措施费台

帐不完善；5、监理规划封面未加盖注册印章（企技、总监），针

对性不强；6、旁站记录缺土方回填、地下室防水卷材细部构造、

梁柱节点钢筋隐蔽过程；7、缺危大工程巡视检查记录。（二）质

量方面：1、转换层大梁底多处用粗钢筋做垫块且露筋；2、填充

墙砌体竖缝砂浆不饱满；3、部分门过梁支座长度达不到设计要求；

4、填充墙自由端未设置构造柱；窗洞口宽度大于 1.5m 或 2.1m

未按规范要求设置钢筋混凝土抱框柱或构造柱；6、原设计 28 层

调整为 29 层，有设计变更，但未办理规划变更许可，设计变更未

报设计质量审查机构审查，实施转换层梁底加腋的施工由建设单

位自行完成，未能提供相关的施工资质等资料；7、钢筋原材进场

复检出现多批次钢筋检测结果不合格现象。（三）安全方面：1、

扬尘污染治理设施不全；2、施工现场凌乱不堪（脏乱差）；3、

消防器材较少，消防用水取水点远；4、疫情防控意识不强；5、

悬挑脚手架:悬挑型钢端部无钢丝绳固定环，悬挑架连墙点过少；

悬挑架内立杆距墙距离过大，失去防护作用。顶层作业层脚手架

无脚手板；6、高处作业：防护栏杆高度低于 1.2m,楼面洞口防护

盖板未标准化且未固定，电梯井道内无安全平网。部分卸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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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钢焊接接长，且支座悬空。卸料平台钢丝绳上未设安全环；7、

临时用电：未设置总配电室；一级配电柜内未设保护接零端子排，

一级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时间不符要求，通道不通畅，施工现场

未按三级配电设置，电源线路未做绝缘保护；临时用电组织设计

未结合现场编制，无线路平面布置图，对临时用电施工无指导性；

8、塔吊：防雷接地装置未按要求对角设置；附着装置连接未采用

标准件，而是采用高强度螺栓改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资料不

齐全（安装告知书、监理单位签章错误等），塔吊基础现场为桩

基础，方案为矩形板式基础，且无计算式；9、施工升降机：附墙

装置采用钢管顶托支撑；连接点锁止节点不符要求；连接销件反

装；楼层停层门高度过高，防护不严密，部分楼层未设防护门；

楼层呼叫器设置不全；基础有三分之一悬空，采用钢管作支撑，

无锚固措施，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施工方案未结合现场编制，无

指导性。本项目因施工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检查组已责成玉

屏县住建部门实施停工整改并作相应的行政处罚。

五、处理意见

(一)处罚建议。

对检查中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黔东南州凯里阳光大酒店

项目，由黔东南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下发执法处罚建议书。

黔东南州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根据《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对涉嫌违法的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实施处罚，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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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相关责任，处罚结果及时进行网上公示

并不良行为记录。

(二)通报批评及不良行为记录。

对检查中存在严重问题的以下三个项目相关单位及责任人：

1、黔东南州凯里阳光大酒店项目，施工单位从江永城建筑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石科银；建设单位凯里经济开发区阳光酒店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唐建军；监理单位贵州昌广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张玉涛。

2、黔东南州岑巩县幸福壹号二期，施工单位平煤神马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世应；建设单位贵州省岑巩县隆成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陆治文；监理单位贵州建友工

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向仁喜。

3、铜仁市玉屏县河滨小区 3#楼，施工单位沿河土家族自治

县乡镇企业建筑有限公司玉屏分公司，项目经理张荣芳；建设单

位铜仁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舒林；监理单位

铜仁市金鑫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总监曾火祥。

共 9 家责任单位、6 位项目负责人、3 位项目总监进行通报批

评，并按有关规定认定的不良信用信息在贵州省建筑市场监管和

公共服务平台中记不良行为记录。

对从江永城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石科银；建设单位凯里

经济开发区阳光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唐建军记不

良行为记录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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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世应；建设单位

贵州省岑巩县隆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陆治文；

监理单位贵州建友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向仁喜。施

工单位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乡镇企业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荣

芳；建设单位铜仁市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舒林；

监理单位铜仁市金鑫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总监曾火祥；

监理单位贵州昌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张玉涛记不良行

为记录 3 个月。

对黔东南州岑巩县幸福壹号二期，三穗生活垃圾发电项目，

三穗金湖春城项目；3 个项目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要求整改回复

相关资料，给予通报批评。

六、附件

检查组对 11 个项目下发的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

查情况通知单。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 8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