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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六月份安全受监基本情况】 

 

 

 

【安全监督】 

 

（一）省住建厅来扬对深基坑、高支模工程进行安全专项检查 

根据《2012年全省建筑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省住建厅于 6月 13日至 14日组织

九位专家来扬，对深基坑、高支模工程进行了安全专项检查。 

此次共抽查了扬州市档案馆扩建、杉湾花园小区五期、江都双汇国际大酒店、仪征帝景蓝

湾一期二标等 15个项目。从检查情况看，各相关单位对深基坑、高支模工程的安全管理都较为

重视，方案论证、审批程序正确，验收手续齐全，现场安全状况总体受控，但部分项目也存在

问题，如：未按方案进行施工；施工方案虽经过专家论证，但未按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

修改完善；个别基坑支护设计单位未能提供资质；深基坑工程现场实际监测点位与监测方案不

符。检查组还对我市建筑施工脚手架、大型机械管理工作提出了宝贵建议。 

检查结束后，市安监站立即召开会议，对检查情况进行了通报，组织各监督科室对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复查，下发了监督记录，提出了整改要求，督促各责任单位按要求进行了整改。 

（二）“扬州市建筑施工安全咨询日”活动在华鼎星城召开 

    为深入开展全国第 11个、江苏省第 19个“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 15日，市城乡建设局

在华鼎星城项目施工现场开展了 2012年“扬州市建筑施工安全咨询日”活动。市区施工企业分

管负责人、安全科长，部分项目经理、安全员，监理企业分管负责人、部分项目总监共 300 多

人参加了咨询活动。 

    市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徐长金宣布了建筑施工安全咨询日活动开幕。市安监局、邗江区城乡

建设局、江都区建筑工程管理局分管领导，市及邗江区、江都区安监站站长等出席了开幕活动。 

华鼎星城建设方江苏能恒置业，施工方扬州四建、南通五建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在活动现场，参加人员观看了安全知识展牌、参加安全咨询并观看了建筑安全教育录像。市安

监站还发放了安全知识小册子，并组织了安全有奖竞猜活动，调动了大家广泛参与的积极性。 

监管量 
房建工程 市政工程 

备注 
标段数（个） 面积（万㎡） 造价（亿元） 标段数（个） 造价（亿元） 

当月报监 16 19.8 4.04 / /  

目前在建 281 638.42 141.21 30 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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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活动，进一步宣传了安全生产方针、政策，让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有效地推动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对稳定安全生产形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市安监站对廖家沟大桥夜间施工进行安全检查 

   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要求，为确保夜间施工安全，6 月 21 日，市安监站领导及有关监察人

员对文昌东路东延廖家沟大桥夜间施工进行了安全突击检查。重点对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夜间

施工用电、机械设备使用、从业人员安全教育、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安全文明施工等情况

进行了检查。  

    通过检查，市安监站肯定了廖家沟大桥项目部在安全生产方面所做的工作，针对廖家沟大

桥现阶段“三高”（高温、高空、高峰）的施工特点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加强施工队伍的夜间

安全管理，强化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二是要做好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保证应急救援物资

的配备；三是要合理安排人员调休，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教育培训】 

  

6月 30日，市城乡建设局组织了第三期全市建筑施工企业 B、C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考试，

共 331 人参加了考试。 

6月 7日至 16日，市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共举办了三期特殊工种作业人员主要为施工升

降机司机、塔吊司机、司索信号工和起重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混凝土泵操作工等工种考核发证

培训班，共培训 151人。 

 

 

【安全信息】 

 

（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修定、下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近年来，由于夏季高温天气导致从事户外作业的劳动者中暑甚至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给

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加强高

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卫

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 号），对《防暑降

温措施暂行办法》（〈60〉卫防钱字第 207号）进行了修订，制定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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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存在高温作业及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第三条 高温作业是指有高气温、或有强烈的热辐射、或伴有高气湿（相对湿度≥80%RH）

相结合的异常作业条件、湿球黑球温度指数（WBGT 指数）超过规定限值的作业。 

高温天气是指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 35℃以上的

天气。 

高温天气作业是指用人单位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在高温自然气象环境下进行的作

业。 

工作场所高温作业 WBGT 指数测量依照《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7 部分：高温》

（GBZ/T189.7）执行；高温作业职业接触限值依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部分：

物理因素》（GBZ2.2）执行；高温作业分级依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第 3部分：高温》

（GBZ/T229.3）执行。 

第四条 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确定的职责，负责全国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的监督管

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的监

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高温作业、高温

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防暑降温工作全面负责。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合理布局生产现场，改进生产工艺和操作流程，

采用良好的隔热、通风、降温措施，保证工作场所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第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落实以下高温作业劳动保护措施： 

（一）优先采用有利于控制高温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从源头上降低或者

消除高温危害。对于生产过程中不能完全消除的高温危害，应当采取综合控制措施，使其符合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二）存在高温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应当保证其设计符合国家职业卫生相关标准和卫

生要求，高温防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三）存在高温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高温日常监测，并按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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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 

（四）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对从事接触高温危害作业劳动者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

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将检查结果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书面告知劳动者。职业健康检

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五）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从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第 3

部分：高温》（GBZ/T229.3）中第三级以上的高温工作场所作业。 

第八条 在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

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

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 

（一）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当日发布的预报气温，调整

作业时间，但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外： 

1.日最高气温达到 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日最高气温达到 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

计不得超过 6 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 小时内不得安排室

外露天作业； 

3.日最高气温达到 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

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二）在高温天气来临之前，用人单位应当对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进行健康检查，对患

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肺结核、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环境的

劳动者，应当调整作业岗位。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三）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

作业及温度在 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 

（四）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第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提供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督促和指导劳动者正确使

用。 

第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

普及高温防护、中暑急救等职业卫生知识。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

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 

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在高温工作环境设立休息场所。休息场所应当设有座椅，保持通风

良好或者配有空调等防暑降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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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制定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定期进行应急救援的演习，并根据从事高

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数量及作业条件等情况，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足量的急救药品。 

第十四条 劳动者出现中暑症状时，用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救助措施，使其迅速脱离高温环

境，到通风阴凉处休息，供给防暑降温饮料，并采取必要的对症处理措施；病情严重者，用人

单位应当及时送医疗卫生机构治疗。 

第十五条 劳动者应当服从用人单位合理调整高温天气作息时间或者对有关工作地点、工作

岗位的调整安排。 

第十六条 工会组织代表劳动者就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事项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

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者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第十七条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

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高温津贴标准由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第十八条 承担职业性中暑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经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 

第二十条  工会组织依法对用人单位的高温作业、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措施实行监督。发现

违法行为，工会组织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用人单位应当及时改正。用人单位拒不改正的，工

会组织应当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并对处理结果进行监督。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与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用人单位整改或者停止作业；情节严重的，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的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劳动保障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工作时间、工资津贴规定，侵害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改正。 

第二十二条 各省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摄氏度（℃）含本数，“以下”摄氏度（℃）不含本数。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60 年 7月 1日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

合公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二）市城乡建设局下发《关于开展全市夏季、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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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即将来临，正值夏季高温多雨季节，工地已进入施工高峰期，同时也是施工安全生产

的关键期。市城乡建设局根据市防汛工作紧急会议精神和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夏季、汛期建筑

施工特点，决定组织开展全市夏季、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 

《通知》要求，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分别是各部门、单位汛期建筑施工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二要突出检查重点，全面排查隐患。做好以下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监控及检查工作：施工现场

排水、边坡基坑支护、模板支撑系统和脚手架工程、施工临时用电、起重机械设备、宿舍和办

公室等临时设施、临时围墙、工人劳动保护工作、老旧房拆迁（改造）安全管理；三要强化带

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计划，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通知》要求，7月至 9月上旬，企业进行自查；7月下旬至 9月中旬，各县（市、区）建

筑安全监督机构进行复查；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进行督查，督查结果全市通报。 

《通知》要求，要切实加强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对事故多发、易发的重点部位、

重点环节的检查力度，重点检查现场排水、运输道路、边坡基坑支护、脚手架工程、施工用电、

垂直运输设备、临时设施、老旧房拆迁（改造）等，要确保隐患消除，确保各项防护措施满足

汛期安全生产的需要。特别是在险情或大风暴雨天气结束、恢复施工前，必须逐个环节、逐个

部位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安全检查，确保不留隐患。 

（三）市城乡建设局建立“扬州市城乡建设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住建

部《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暂行办法》（建质[2011]111 号）和省住建

厅《关于实施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在岗考核和“两场”联动的通知》（苏建建管[2012]57号）

等文件精神，不断提升扬州市工程建设管理水平，市城乡建设局下发通知（扬建管〔2012〕27

号），决定建立“扬州市城乡建设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以下简称“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

系统”），对施工现场进行实时动态监管。 

《通知》明确了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运营商及有关技术支撑情况： 

经扬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公开招标，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作为扬州地区“施工

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中标运营商，具体负责系统的开发、推广等工作。“施工现场数字化管

理系统”采用 LBS/GPS、无线网络等技术，依托手机、摄像头等载体，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情

况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和管理。 

《通知》对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使用作了规定： 

1、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在扬州市进行全面推广运用，各县（市、区）统一纳入该系统

进行运营和考评。 

2、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具体运用范围： 

http://www.gytoday.cn/comment/index.asp?articleid=18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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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年 8月 1日以后新开工的工程项目、8月 1日前开工并申报市级及以上建设工程

类奖项的在建工程项目，必须使用“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 

（2）鼓励其他在建工程项目加入“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管理。 

《通知》要求： 

1、市城乡建设局具体负责“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推广运用和督查指导工作，各县

（市、区）主管部门要明确专门机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前将工作机构负

责人及联系人名单上报市建筑安全监察站。 

2、市城乡建设局近期将研究制定“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考评办法及实施细则，充

分发挥“施工现场数字化管理系统”在建设工程安全、质量、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作用，全面提

高扬州市工程建设管理水平。 

 

 

【他山之石】 

 

珍爱自己  拥抱安全 

有一位盲人夜晚行走总是提着一盏灯，很多人感到纳闷，认为他既看不到灯红酒绿，又看

不到红灯闪烁，其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腊吗”。其实不然。虽然他是一个瞎子，可他却把安全

当成了一盏生命的灯，在照亮别人回家的同时，自己也能安全回家。 

安全才能回家，家是避风的港湾，家是幸福的源泉，然而一桩桩触目惊心的安全事故，使

多少家庭笼罩了阴影，失去了欢乐，老人的悲痛欲绝，妻子的伤心无助，孩子的无神忧郁，使

家不再是一个完美的家，所以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神圣的使命，请像盲人一样拥抱安全吧！

虽然我们天天在讲安全，时时注意安全，然而身边的一起起安全事故屡禁不止，登高不系安全

带，工作前不进行现场危险点分析等等，是安全意识淡薄还是重视不够，是麻痹大意还是心存

饶幸，是措施不当还是处罚太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痛定思痛，举一反三，使我们对安全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安全是一张最大的选票。它关系

到企业长盛不衰，家庭安康幸福，离开安全，企业和家庭如空中阁楼，岌岌可威。然而搞好安

全更离不开高度重视、严厉管理、残酷处罚。只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才能事事注意安全。只

有残酷处罚才能触及灵魂，教育本人，警示全体。“放过一次违章，等于为十二次事故开绿灯”，

这一点从事故的责任者的反思可看出，所以高度重视、最残酷的处罚是安全保障最有效的措施。 

“愚者用鲜血换来教训，智者用教训免事故”。让我们时刻牢记血淋淋的历史悲剧，无论

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都应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精湛的业务技术、精心操作、沉着稳定地判断和

处理生产中的异常情况，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同时提醒、警告他人的违章作业，只有这样才



 

 8 

会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安全是我们心中不泯的明灯，它象征着幸福，

昭示吉祥。  

“关注安全，珍爱自己，关注安全，珍爱家人”。你想回家吗？那么就拥抱安全吧！ 

 

 

【安全文化】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包含哪些方面 

从文化的形态来说，安全文化的范畴包含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

安全物态文化。安全观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精神层，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是安全文化

的制度层，安全物态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物质层。  

1、安全观念文化主要是指决策者和大众共同接受的安全意识、安全理念、安全价值标准。

安全观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形成和提高安全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态文化的

基础和原因。 

目前我们需要建立的安全观念文化是以预防为主的观念；安全也是生产力的观念；安全第

一的观念；安全就是效益的观念；安全是生活质量的观念；风险最小化的观念；安全超前的观

念；安全管理科学化的观念等，同时还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保险防范的意识；防患于未然的

意识等。 

2、安全行为文化指在安全观念文化指导下，人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行为准则、思

维方式、行为模式的表现。行为文化既是观念文化的反映，同时又作用和改变观念文化。 

现代工业化社会需要发展的安全行为文化是进行科学的安全思维；强化高质量的安全学习；

执行严格的安全规范；进行科学的安全领导和指挥；掌握必需的应急自救技能；进行合理的安

全操作等。 

3、安全管理(制度)文化是企业行为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因此放在专门的地位来探讨。管理

文化指对社会组织(或企业)和组织人员的行为产生规范性、约束性影响和作用，它集中体现观念

文化和物质文化对领导和员工的要求。 

安全管理文化的建设包括从建立法制观念、强化法制意识、端正法制态度，到科学地制定

法规、标准和规章，严格的执法程序和自觉地守法行为等。同时，安全管理文化建设还包括行

政手段的改善和合理化;经济手段的建立与强化等。 

4、安全物态文化是安全文化的表层部分，它是形成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条件。从安全物

质文化中往往能体现出组织或企业领导的安全认识和态度，反映出企业安全管理的理念和哲学，

折射出安全行为文化的成效。所以说物质是文化的体现，又是文化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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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物态文化体现在：①人类技术和生活方式与生产工艺的本质安全性；

②生产和生活中所使用的技术和工具等人造物及与自然相适应有关的安全装置、仪器、工具等

物态本身的安全条件和安全可靠性。 

 

 

【廉政文化】 

 

（一）市安监站举办廉政教育大讲堂 

为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强化干部职工的廉政意识，更好地做好安全监管工作，6月 27日

下午，市安监站举办了廉政教育大讲堂，邀请局监察室祝主任作了精彩讲座。 

祝主任重点对局党委廉政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解读和宣讲，并结合多年以来的工作经验，

通过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典型腐败案例，深刻剖析了腐败的根源和对社会、对单位及家庭造成的

严重危害，为广大干部职工上了一堂生动的廉政教育课。 

通过这次讲座，增强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提高了全体职工的廉洁自律意识，取得

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市安监站组织开展“清风伴我行”廉政文化活动 

根据市纪委的要求，6月 29日下午，市安监站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了“清风伴我行”

廉政文化活动，分别参观了江上青烈士史料陈列馆和许晓轩烈士故居，以及江都渌洋湖村的新

农村建设。 

通过参观，大家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震撼，再一次被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献身

精神所感动，再一次深刻认识到了多少烈士用鲜血换来的伟大祖国建立之不易，再一次坚定了

建设繁荣富强祖国的决心。 

此次活动，以人物为元素，以故事为主题，以景点为线索，一路精神感召，一路清风拂面，

一路美景收获，让全体党员干部观景思廉，增强了廉政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感悟到了扬州

历史文化名城独具的廉政文化魅力。 

在江上青烈士史料陈列馆，新老党员举行了宣誓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