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毕节市、威宁县

2019 年上半年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市场行为执法检查的通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 黔南州城乡建设和规划委员会， 贵

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仁怀市、威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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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贵州省2019 年贵州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质量安全市场监督执法工作方案的通知》（黔建建通〔2019〕

36 号）要求，我厅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四不两直”要求于

4 月15 日至4 月19 日对毕节市、威宁县进行了上半年建筑工程质

量安全市场行为执法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检查内容主要为各级住建行政主管部门质量安全监管职责履

行情况和工程项目各参建方主体质量安全责任落实情况；工程质

量、安全标准化推进情况；各级主管部门、企业、项目传达近期

安全生产会议精神；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安全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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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扬尘治理、工地消防安全等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参建各单位

质量安全和市场情况以及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情况等。

本次抽查了毕节市建设项目6个，总建筑面积35.20万平方米，

共抽查内容1054 项，符合项为885 项，符合率为83.96%。分别是

毕节市七星关区同心大道青湾安置楼（一期）1#2#楼(符合率

77.96%）、毕节市碧海新区一号安置地块安置房项目（10-12 单元）

（符合率91.47%）、大方县众悦城项目一期3#楼（符合率85.44%）、

大方麒龙·香山美域一期（符合率83.81%）、黔西中泰峰境一期

（1-7#楼）（符合率96.82%）和黔西教育园区第一中学实验综合楼

(符合率66.67%） 。

本次抽查了威宁县建设项目2个，总建筑面积17.29万平方米，

共抽查内容331 项，符合项为243 项，符合率为73.41%。分别是威

宁麒龙·香林美域第【1】标段(符合率83.12%）和威宁自治县2018

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阳光新城）C 地块（符合率62.80%） 。

总体看，毕节市和威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能及时将有关安

全生产文件精神落实到项目，并开展全覆盖检查；工程质量、安

全标准化工作得到有效推进，工地质量安全环保等状况得到有效

改善。本次检查对3 个建设项目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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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共性问题

一是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未落实到人,对项目管理人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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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作业人员审核不严，对部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

不力，专项方案实施情况不符合要求；塔式起重机使用登记未设

置在明显位置；临时用电末端部分未达一机一箱。二是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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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未落实到位，消防教育和交底针对

性不强，灭火设备偏少。四是施工现场部分道路不平整、有积水，

部分位置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部分材料堆放未按总平面图堆放

且堆码不整齐。

（二）项目现场存在问题：

1.毕节市七星关区同心大道青湾安置楼（一期）1#2#楼。建

设单位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现场未能提供；施工单位

组织机构和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目标考核内容缺失，

项目经理未认真履行带班制度，专项方案实施情况不符合要求，

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制度，未进行应急预案演练；施工现场管理

混乱，高处作业防护措施严重不足，标准层临边和水平洞口无防

护，电梯井防护未按标准化管理，施工电梯进料台口无防护；临

时用电TN-S 系统形同虚设，设备机具均未设接零保护，漏电参数

设置不匹配，末端箱一箱多闸，线路设置不规范；1#塔式起重机

附着非原厂件且未经计算；施工电梯用电未设末端箱，附着即有

钢管加长又有焊接加长；悬挑脚手架挑梁设置不规范，首层未封

闭，层间防护不严密，构造措施不完善；钢筋加工制作部分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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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求，保护层垫块偏少。本项目因施工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检查组按权限已责成毕节市住建部门实施相应的行政处罚。

2.毕节市碧海新区一号安置地块安置房项目（10-12 单元）。

施工单位少数项目部人员到岗履职不符合要求，监理单位总监未

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编制审批不符

合要求，现场实体防护作业层和脚手板少数防护不严密，临时用

电末端箱个别未达一机一箱，钢筋工程局部钢筋保护层未达规范

要求。

3.大方县众悦城项目一期3#楼。建设单位未提供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监理单位未见总监承诺书，总监资格不符

合要求，项目监理部人员未按要求配备，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

则编制审批不符合要求,监理对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方案审核不

符合要求，见证取样制度未完全落实,对施工单位人员及特种作业

人员审查不符合要求。检测机构未提供工程质量承诺书。施工单

位少数特种作业人员证件过期，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部分

验收记录未见，钢筋工程钢筋连接局部不符合要求；塔式起重机

未办理使用登记，未指定机械设备管理人员，附着连接形式不统

一；施工现场部分道路不平整局部有积水。

4.大方麒龙·香山美域一期。监理单位未按要求审核施工单

位项目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资格，监理单位对现场消防安全

管理资料缺失。检测机构未提供工程质量承诺书。项目施工组织

设计审批不规范，电工、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持非建筑施工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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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资格证件上岗，施工单位部分隐患整改记录未闭合，临时用

房和材料防火安全资料不全，扬尘防控责任组织机构人员未按要

求落实，料具和钢筋加工区场地平整通畅未达要求。

5.黔西中泰峰境一期（1-7#楼）。施工现场部分道路有积水，

个别特种作业人员持非建筑施工特种作业资格证件上岗。

6.黔西教育园区第一中学实验综合楼。建设单位未按要求办

理建设工程手续。施工现场临边洞口防护不严，卸料平台无方案

未验收且实体存在安全隐患，临时用电末端混乱不符合要求，主

要道路和材料加工区地面未硬化且排水达不到要求，材料堆放凌

乱未标明名称规格，生活区未按要求配备灭火器，施工检测记录

不完善结构实体和填充墙记录未见。监理单位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承诺书未见，项目监理部人员配备及到位情况不符合要求，监理

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内容不完善审批不规范，施工组织设计和专

项方案审批不符合要求，见证取样制度未完全落实。本项目因施

工手续不全等问题按权限已责成毕节市住建部门实施相应的行政

处罚。

7.威宁麒龙·香林美域第【1】标段。监理单位未按要求组织

有关人员参加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验收。塔机基础周边

建筑材料堆放过多，塔机结构生锈须维护保养。电工、焊工人员

使用非建筑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上岗，漏电保护器参数不匹配，

接地系统使用螺纹钢不符合要求。施工单位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

未落实，未进行消防安全交底。脚手架操作层脚手板搭设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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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网、部分临边洞口、电梯井内防护的设

置不规范。部分料具场地未平整夯实，材料堆码不整齐，建筑垃

圾未及时清运。质量检测记录未收集完善，钢筋绑扎质量局部未

满足规范要求，施工单位施工技术交底未按规定进行。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资格不符合要求，未按规定进行危险性较大工程审

批和验收，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内容不全，旁站记录不完善。

8.威宁自治县2018 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阳光新城）C 地块。

施工单位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到位,安全隐患排查制度不健全，整改

回复不及时，专项方案审批不符合要求如脚手架、卸料平台、临

时用电等均不符合要求，钢管、扣件、三宝无检测报告，卸料平

台无交底验收,部分特种作业人员持无效证件上岗。现场临时用电

TN-S 系统不完善，PE 线设备和机具基本未接，末级开关箱未按规

范设置，漏电保护参数不匹配，线缆无有效防护措施。安全防护

基本未做，架体和建筑大于300mm 洞口和两栋变形缝大于250mm

未设置防护措施。外架基础未设排水沟，搭设与方案不一致，安

全网设置不符合要求，连墙预埋设置长度不足。卸料平台未设限

载标识，卡环压板不符合规范要求。钢筋位置、数量、保护层厚

度实体质量抽测不符合要求，楼板厚度不符合要求。监理单位未

组织有关人员参加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验收，隐患整改

未见相应记录。监理单位缺总监承诺书，个别专监无培训证，监

理实施细则针对性差，监理通知单回复情况未完全闭合。施工单

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安全交底未落实，未按规定落实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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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管理。施工现场扬尘整治无有效防治措施,部分

道路未硬化，料场未平整夯实，材料堆放不整齐，建筑垃圾未清理。

三、其它，农危房改造入户调查情况

按文件要求将检查延伸到危房改造对象，此次共计入户调查

12 户。毕节市大方县黄泥塘镇眉井村3 户、化联村3 户；威宁县

金钟镇米斗村3 户、明星村3 户。从调查情况来看除威宁县金钟镇

米斗村2016 年实施改造对象管庆明对补助资金有争议外，其他农

危房改造对象均资金到位群众满意。经调查，威宁县金钟镇米斗

村2016 年实施改造对象管庆明农危改资金均已到户，未到位资金

是威宁县“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县财政补助资金，因该户未达

文件《中共威宁自治县委威宁自治县政府关于2016 年“四在农

家·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威委〔2016〕127 号）要

求，故未得到该补助。

四、处理意见

（一）请各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检测单位、施

工单位及监理单位认真做好隐患整改工作。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整改，切实消除隐患。

（二）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各单位要将此次检查作为改

进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提高监管水平的契机，举一反

三，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认真查找工作中的不足，加大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强制性标准的贯彻实施力度，进一步落实企

业的主体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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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政府监管责任，依法依规进行安全和质量标准化

管理，深刻认识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强化红线意识、风险意

识，确保抓好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四）农危房威宁县金钟镇米斗村2016 年实施改造对象管庆

明对补助资金有争议一事，要求威宁县进行调查落实，是否还有

其他危房改造对象也有此类情况或者其他不满意情况，切实做好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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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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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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贵州威宁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9 月 4 日 16 日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处理结果于 4 月 26 日报检查组。

对其中的 项，请按权限实施行政处罚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于 年 月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 威宁自治县 2018 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阳光新城）C地块 79#楼 建设规模：95091.42m2 建设单位：威宁搬迁扶贫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曾凡巍 施工单位：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周海军 工程监理单位：贵州骅辉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李玉平

序号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处理意见

1 临时用电 TN-S 系统未按方案实施，系统不完善，设备及线路保护不力，资料不全。 JGJ46-2005

立即整改

2 6#塔式起重机使用登记未做，档案资料不完善。 建质〔2008〕76号

3 楼层水平洞口宽度大于 250mm未设置承载力满足使用要求的盖板。 JGJ80-2016 4.2.1

4 消防水池深基坑开挖无方案，无支护。 建办质〔2018〕31号

5 砌体自由端未设构造柱。 GB50203-2011

6
监理单位：总监无承诺书，专监无培训证，监理实施细则针对性差，监理通知单回复差，未

组织危大工程验收。

GB/T50319-2013

T/GAEC201-2018

7 现场建筑垃圾随意丢弃，道路不平整，多处积水严重，卫生差，无任何防尘措施及防尘设备。 JGJ146-2013

经确认以上情况属实。本项目共检查 164 项， 其中符合项为 103 项， 基本符合 8项，不符合项为 5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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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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毕节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9 月 4 日 18 日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处理结果于 4 月 27 日报检

查组。对其中的 1、2、3、4项，请按权限实施行政处罚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毕节市七星关区同心大道青湾安置楼（一期）1#2#楼 建设规模：122867.36m2 建设单位：毕节市七星关区新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古金龙 施工单位：重庆顺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家峰 程监理单位：贵州深龙岗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谢正平

序号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处理意见

1
临时用电 TN-S系统形同虚设（全部停止使用），现场设备机具均未接 PE线，漏电不匹配，末

端箱一箱多闸，线路设置不规范。
JGJ46-2005

立即停工整改

2 1#塔式起重机附着非原厂件，且未经计算。 JGJ196-2010

3 正在安装的施工电梯用电未设置末端箱，附着即有钢管加长，也有焊接加长（立即停止使用）。 JGJ215-2010

4 高处作业：标准层水平洞口无防护,标准层临边无防护,电梯井防护未按安全标准化管理。 JGJ80-2016

5
脚手架：悬挑脚手架挑梁设置不规范。脚手架首层未封闭，层间防护不严密，构造措施不完

善。
JGJ130-2011

经确认以上情况属实。本项目共检查 177 项， 其中符合项为 138 项， 基本符合 4项，不符合项为 3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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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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毕节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9 月 4 日 19 日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处理结果于 4 月 29 日报检

查组。对其中的 1、2、3、4项，请按权限实施行政处罚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于 2019 年 5 月 19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 黔西县教育园区第一中学实验综合楼 建设规模：1.3 万平方米 建设单位：黔西润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彭阳

施工单位：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方明 工程监理单位：浙江同洲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薜广明

序号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处理意见

1 无施工许可证。 建筑法

立即停工整改

2

高处作业：临边洞口防护不严，部分无防护；进出口防护棚简易；卸料平台无方案，无验收，无防

护门，栏杆简易，与外架相交位置立杆公用，无限载牌；部分落地式卸料平台高度超过 15m，高度

大于 2.5：1。

JGJ80-2016

3
脚手架：首层、施工层防护不严，多数无防护，层间无防护；架体多数主节点无小横杆，离墙间距

过大，连墙点设置不规范；立网不全，多处底部二层无安全立网。
JGJ130-2011

4
模架：立杆未按方案 900/900搭设；扫地杆设置高度大于 200mm，未纵横设置，自由端长度大于 500mm，

未设置剪刀撑。
JGJ162-2008

5 施工用电：临时用电未按 TN-S系统要求，末端用混乱，总配电漏电电流保护参数过大。 JGJ46-2005

6
文明施工：主要道路和材料加工区地面未完善硬化处理，无排水设施，造成多处积水。材料堆放零

乱，未标明名称、规格。生活区未按要求配备灭火器材。
JGJ146-2013

7 个别规格结构受力钢筋锈蚀较为严重。 GB50204-2015

8 填充墙边距构造缺失。 GB50203-2011

经确认以上情况属实。本项目共检查 174 项， 其中符合项为 116 项， 基本符合 6项，不符合项为 52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