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黔建建字〔2021〕146 号

关于印发《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质量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贵安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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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行业

协会和企业：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 20 个部门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国

“质量月”活动的通知》(国市监质〔2021〕51 号）和《省质量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通

知》要求，2021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将于 9 月份开展。为认

真落实国家和省“质量月”主办单位开展的主要活动安排部署，

促进质量强省建设，推动贵州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了《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质量月”活动

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质量月”活动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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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口号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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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

“质量月”活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

升建筑工程品质的通知》和《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开

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精神，切实提升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水平，根据 2021 年国家和省“质量月”主办单位

开展的主要活动安排部署，为扎实有序推动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质量月”活动开展，制定本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

省政府关于质量提升工作的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紧紧围

绕“四新”总目标和“四化”主抓手，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

大力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积极推进质量提升行动，夯实质量技术

基础。充分发挥“质量月”活动的平台作用，加强全面质量管理，

实施全面质量监管，努力形成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

会崇尚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我省建设工程质量总体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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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为我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二、组织领导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成立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质量

月”活动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

活动，研究决定活动重要事项。

组 长：周宏文 厅党组书记、厅长

副组长：王 春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组 员：周平忠 建筑业管理处处长

鲁长亮 住房保障处处长

陈少鸿 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

张春晖 城市建设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莫志刚 村镇建设处负责人（主持工作）

董亚伟 勘察设计管理处处长

蒋 拯 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

苗理会 城市管理处处长

李泽晖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处处长

江一舟 省建筑工程施工定额站站长

涂志强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站长

谢文辉 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站长

王 忠 省工程设计质量监督站副站长（主持工作）

谢雪梅 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总工程师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厅建筑业管理处，周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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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谢雪梅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全省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活动组织、协调、指导和督查等工

作。

三、活动主题

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大力推进质量强省建设

四、活动内容

（一）积极开展工程质量提升宣传宣贯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行业

协会和工程建设各参建责任主体要围绕“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

动 大力推进质量强省建设”活动主题，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开展质量主题宣传宣贯活动，推动树立“质量第一”意识。

一是以专题学习、交流研讨等形式,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质量

强国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的工

作部署。二是深入开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

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共贵州省委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

的解读宣贯,切实提高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和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

体质量责任意识。三是指导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通过印发宣传

资料、悬挂宣传标语、设置工程质量专题宣传专栏等多种形式开

展宣传，大力营造“质量月”活动气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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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鼓励利用微博、微信、宣传栏等平台，以及线下互动体验方

式开展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科技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绿色意识。

（二）深入开展工程质量提升专项培训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各有关单位（企业）在“质

量月”活动期间，要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开展技术交流和培训活

动。一是开展预拌混凝土质量提升专项培训，聚焦 2020 年 10 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对我省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抽查指出的问题，增

强预拌混凝土企业质量意识及主体责任，狠抓企业内部管理，进

一步规范建设工程预拌混凝土生产和使用，提升预拌混凝土质

量，促进预拌混凝土行业健康发展。二是开展落实建设单位首要

质量责任专项培训，聚焦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内涵、住宅工程质量

与市场监管联动机制、落实首要责任监管机制等内容，切实落实

建设单位质量首要责任，加强全面工程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工程

质量水平。三是开展《贵州省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试行）》

专项培训，推进落实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进一步规范工程参

建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强化施工过程质量控制，保证工程

实体质量，大力提升建筑工程品质。

（三）持续强化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根据《2021 年度建筑业

管理工作要点》（黔建建字〔2021〕44 号）、《贵州省预拌混

凝土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黔建建字〔2021〕114 号）要求，

围绕“落实主体责任”和“强化政府监管”两个重点，一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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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监督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工程质量违法违

规行为,重点检查参建各方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混凝土等工程

实体质量、建筑材料构配件以及推进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进

展情况。二是持续开展混凝土工程质量专项检查,加强对预拌混

凝土和混凝土预制构件企业的原材料及产品抽检，加大混凝土结

构实体质量检查,切实提升建设工程混凝土施工质量,防范建筑

工程质量事故发生。三是继续开展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检查，

规范工程质量检测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出具虚假报告、不实报告

等违法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质量安全隐患要及时督促整改到

位，对发现的重大质量安全问题要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作不

良行为记录、行政处罚，甚至取消资质资格。通过检查，严格落

实项目参建各方主体责任，大力推进工程质量提升行动。

（四）精心组织工程质量现场观摩

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各有关企业在“质量月”

活动期间，要通过各种形式，认真组织开展“质量月”现场观摩

交流活动，重点观摩预拌混凝土、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住宅工

程质量常见问题治理、装修工程质量控制装配式施工、绿色建筑、

节能低碳、优秀施工工法、项目管理信息化技术应用、工程建设

新技术应用等内容，积极培育示范观摩工程,推进示范观摩和样

板引路,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形成质量创优争

先、观摩学习交流的良好氛围,全面促进工程质量提升。

（五）推行工程质量安全手册制度



— 8 —

推行《工程质量安全手册（试行）》制度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是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各地在“质量月”活

动中，要以执行工程质量安全手册为着力点，进一步完善工程质

量安全保障体系。要深刻吸取仁怀“3·15”和观山湖区“10·28”

等事故教训,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全

面推动参建各方主体责任落实。要坚持项目管理与政府监管并

重、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并重、治理当前问题与夯实长远基础并

重，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提升政府监管能力。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各有关企业、行业协会要高度重视，严格遵守省委、省政府疫情防

控工作的统一部署和属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科学合理确定相关活

动的形式、规模、密度、频率等，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和应急预

案，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要结合本地实际做好“质量月”活动的

整体策划和具体组织，明确活动目标，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安

排，全方位、多角度开展“质量月”活动。要创新活动形式，充分

利用互联网等资源，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注重

实际效果，提升“质量月”活动影响力和参与度。

（二）全员参与，确保实效。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要加强对本系统“质量月”活动的指导，结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工程质量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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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病，扎实为企业、为群众办质量实事。积极引导社会关注和参

与，充分发挥工程建设各参建责任主体“质量月”活动主力军作用，

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使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使质量意识得到提高，使活动取得实效。

（三）认真总结，及时上报。各市（州）和贵安新区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各有关行业协会和四家省属及中央在黔大型建

筑施工企业要及时总结本次“质量月”活动情况，将本次活动工

作总结、有关图片、视频等资料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前报我厅建

筑业管理处。

联 系 人：张全成、袁文和

联系电话：0851-85360126（15685139387）

0851-85360117（15085976964）

电子邮箱：GZJZYZL@126.com

mailto:GZJZYZ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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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口号

主题：

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大力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口号：

1. 让质量强国深入人心 让质量提升扎实推进

2. 坚持质量第一 建设质量强国

3. 大力提升质量 建设质量强国

4. 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建设质量强国 共享美好生活

6.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享高品质生活

7. 优化营商环境 建设质量强国

8. 推动质量变革 建设质量强国

9. 加强全面质量管理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10. 弘扬工匠精神 推动品质革命

11. 夯实质量基石 共筑强国梦想

12. 全民关注质量 质量服务全民

13. 人人创造质量 人人享受质量

14. 质量提升 人人有责

15. 个个树立质量意识 人人创造中国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