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黔建建字〔2020〕76 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房屋

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

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贵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各有关

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2020 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为

进一步提升我省建筑施工现场信息化水平，以“住建云”为核心，

结合《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等要求，我厅制定了《贵州省

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5 月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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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贵州省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

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2020 年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全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为

进一步提升我省建筑施工现场信息化水平，结合《建筑工程施工

现场监管信息系统技术标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规定》等要求，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全面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以政策标准

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牵引，全面实施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

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推进“两场”联动，有效整治建筑

行业乱象，提高工程项目监管效能，以数字经济助推建筑行业发展。

二、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作用，在“住建云”建筑市场监管功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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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中，通过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技术应用和

搭建以项目为主体的多方协同、多级联动、管理预控、整合高效

的智能化监管平台，实现对施工现场人员、安全、质量、环境等

业务的在线化智能监管，将“事后处理”转变为“事前预防”、

“事中控制”，进一步落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

强化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提升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能力，提高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信息化、

规范化水平。到2021 年末，逐步实现“一套标准、一个平台、多

个系统”的施工现场数字监管体系。

一套标准，是指贵州省《智慧工地建设应用标准》。一个平

台，是指贵州省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简称

智慧工地平台）。多个系统，是指视频监控、危大工程监管、扬

尘监管、塔吊在线监管、安全双控管理、劳务实名制信息采集（数

据对接）、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关键人员在岗考勤监管等应用系统。

三、组织机构

成立贵州省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厅党组书记、厅长周宏文同志担任组长，厅分管负

责人担任副组长，厅建筑业管理处、厅信息中心、省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总站相关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全省房屋市政

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的规划、统筹和协调工

作，负责制定全省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

工作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负责全省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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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监督检查和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厅建筑业管理处，负责日常工作开展。

四、重点工作

（一）平台建设。依托“住建云”——建筑市场监管功能模

块，开发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并与“贵州

省建筑业监管和公共服务平台”等现有信息平台深度融合；搭载

多个系统，包括（视频监控、危大工程监管、扬尘监管、塔吊在

线监管、安全双控管理、劳务实名制信息采集（数据对接）、质

量安全监督检查、关键人员在岗考勤监管）等应用系统。

（二）标准制定。按“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要求，及行业

相关数据标准为基础，结合贵州省建筑业现状和施工企业现场管

理的需求，建立贵州省《智慧工地建设应用标准》。对“房建市

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以及施工现场智慧工地

新技术应用的基础设备设施参数、系统功能、数据标准、应用接

口等进行统一规定，规范指导全省建筑工程领域房屋市政工程智

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及施工企业智慧工地新技术应用，

推进建筑施工信息化管理。

（三）宣传培训。一是组织召开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

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动员大会，对全省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

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规划、目标、内容进行宣贯。二是召开房

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技术应用培训及交流会，

全年分批多次组织各地住建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建筑企业相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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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技术及应用培训。三是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加强

推广，组织企业、项目参与培训学习，营造良好氛围。

（四）示范推广。选定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安顺市、

铜仁市、毕节市、黔东南州、黔南州作为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

数字监管服务平台首批建设试点地区，贵阳市选择不少于60 个在

建工程项目作为首批试点项目；其余地区各选择不少于30 个在建

工程项目为首批试点项目。同时，2020 年度“贵州省建筑安全文

明施工样板工地”申报项目（含上半年、下半年）均应参照首批

试点项目要求统一管理。

五、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20 年4 月至2020 年5 月）

印发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方

案，各市（州）、贵安新区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召开房

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动员会，对全省房屋

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规划、目标、内容

进行宣贯。

（二）试点建设阶段（2020 年4 月至2020 年9 月）

在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试点地区采

取“统一要求+企业自选”模式，贵阳市选择不少于60 个在建工

程项目作为首批试点项目；其余地区各选择不少于30 个在建工程

项目为首批试点项目。试点项目申报确认后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应用成果综合评估，并在黄果树杯等评先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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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予以加分。

（三）标准制定阶段（2020 年4 月至2020 年12 月）

结合各地市试点项目建设情况及我省实际管理需要，由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组织专家研究编制贵州省《智慧工地建设应用标

准》，对“房建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以及

施工现场智慧工地新技术应用的基础设备设施参数、系统功能、

数据标准、应用接口等进行统一规定，规范指导全省建筑工程领

域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及施工企业智慧

工地新技术应用，推进建筑施工信息化管理。

（四）组织培训阶段（2020 年4 月至2020 年9 月）

各地结合实际，分别组织召开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

管服务平台技术应用培训及交流会，组织辖区一级资质（及以上）

建筑企业分批多次进行技术及应用培训。

（五）系统建设阶段（2020 年4 月至长期）

结合工程监管需求，设计研发贵州省房建市政工程智慧工地

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及各类业务监管系统框架建设（一个平台+多个

业务系统），满足对主要人员履职情况、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

程监测数据、塔机及特种机械监测数据、环境监测数据、自动化

视频监控数据、劳务实名制监管数据等对接。

2020 年5 月10 日，完成第一阶段系统调试。主要包含（视频

监控、危大工程监管、扬尘监管、塔吊在线监管、综合监管平台）。

2020 年5 月20 日，系统试运行，主要包含安全双控管理、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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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名制信息采集（数据对接）、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关键人员

在岗考勤监管；

2020 年5 月30 日前完成具备数据对接条件的首批试点项目各

类监管数据的采集、对接。

2020 年6 月起，根据厅信息化监管需要及试点项目应用反馈，

持续优化已有系统或新建相关业务监管系统，充分满足监管应用。

2021 年12 月，全面实现“一套标准、一个平台、多个系统”

的施工现场数字监管体系。

（六）推广应用阶段（2021 年1 月至长期）

2021 年1 月底前启动全省建筑面积1.5 万㎡以上的房屋建筑

工程和造价1000万以上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按照平台的数据对接

标准进行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全覆盖监

管。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统筹推进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监管工

作建设，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根

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部署，建立组织机构，明确分管领导负责推

动，并结合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

管服务平台建设实施工作方案，深入推进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

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全面提高建筑业信息化总体应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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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推进实施

将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作为年

终目标考核的重要工作，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推进期间，

我厅将加大督促通报力度。对工作进展快、效果好的地区、项目

进行通报表扬；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建设目标不清晰、工作开展

不及时的地区进行重点约谈或适时通报，助推各地区按时保质完

成任务；对未开展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

的项目，不得纳入我省黄果树杯、安全文明样板工地等行业领域

评先评优范围。

（三）强化工作保障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明确分工，加强协同配

合，强化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的保

障措施和责任，确保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

设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各施工企业、在建项目房屋市政工程智慧

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相关费用应从安全文明措施费中列

支，建设单位应按合同约定，保障安全文明措施费用，督促施工

单位建设费用计划并加强监管。施工单位建立完善房屋市政工程

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费用计划，按要求自主选定

满足功能规范和接入标准的各型设备，规范签订设备采购、运维

合同，强化各类设备运行维护保障工作。监理单位应督促施工单

位推进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保障费用

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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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数据管理

严格落实信息和数据安全保密制度，完善安全和保密措施，

加强涉密信息系统集成及外包服务安全和保密管理。按照国家相

关标准和规范，建立立体防护安全架构，加强重要系统和关键环

节的安全监控，提升信息安全支撑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各试点地区要高度重视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

平台建设工作，健全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突出重点任务、

推进示范引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为确保房屋市政工

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设试点工作顺利推进，请各试点

地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和联络员，于2020 年5

月15 日前反馈至我厅建筑业管理处。

联系人：杨勇；联系电话（传真）：0851-85360058

附件：1．贵州省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台建

设试点地区联络员名单

2．试点项目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服务平

台应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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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贵州省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监管

服务平台建设试点地区联络员名单

单位：（公章）

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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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试点项目房屋市政工程智慧工地数字

监管服务平台应用技术要求

序号 应用模块 应用说明及技术要求 模式

1
项目现场作业

指挥平台

应包含各业务应用模块数据集成、数据

综合分析、自动预警，建立指挥中心。
统一要求

2 视频监控

应包含视频采集、查看、视频控制、数

据存储、设备管理、权限管理、联动报

警等应用。

统一要求

3 危大工程监管

应包含危大工程清单备案、危大方案管

理、现场安全管理、应急管理等应用。

省厅将提供免费版基础系统。

统一要求

4 扬尘监测
应包含 PM2.5、PM10、温度、湿度、风

速、风向、气压、TSP 监测等数据。
统一要求

5 塔吊在线监测

应包含司机身份验证人脸管理、指纹识

别、应急锁认证，同时身份认证信息需

要上传到监管平台；应包含状态显示、

起重量检测报警、力矩检测报警、幅度

限位、高度限位、塔群防碰撞检测报警、

区域限制保护、风速检测报警、远程数

据传输、设备故障诊断、黑匣子记录、

控制输出等。

统一要求

6
关键岗位

考勤管理

应包含现场关键人员考勤照片采集、分

析、预警等。

省厅将提供免费版基础系统。

统一要求

7
劳务实名

制管理

应包含人员实名制管理、考勤管理、薪

资管理、专业岗位人员管理、场内定位

管理、诚信管理、从业大数据管理等。

数据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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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车辆清洗管理

应包含车辆离场清洗照片采集、数据分

析，设备离线预警、洗车状态异常预警

等应用。

企业自选

9
施工升降机

智能监测

应包含司机身份验证人脸管理、指纹识

别、应急锁认证面模式，同时身份认证

信息需要上传到监管平台；载重检测、

楼层呼叫、楼层检测、防冲顶功能、运

行检测、远程功能、上下限位检测等。

企业自选

10 AI 自动预警

应包含安全帽脱帽识别、周界入侵识

别、车辆识别、 反光衣识别、夜间施

工识别、火焰识别、抽烟监测识别、烟

雾识别等。

企业自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