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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八月份安全受监基本情况】 

 

 

 

【安全监督】 

 

（一）市安监站开展市区建筑施工安全大检查督查工作 

根据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全市建设系统集中开展建筑施工、燃气安全生产大检查的

检查方案〉的通知》（扬建城〔2013〕35 号）的统一部署，市安监站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对在

建工程进行了两次督查。 

7 月 2 日至 3 日第一次督查，邀请了部分企业安全科长和专家参加，组成三个检查组共督

查在建工程 25个标段，建筑面积 151.74万㎡，其中涉及到深基坑工程 7个、脚手架工程 15个，

高支模工程 2 个。7 月 23 日至 24 日第二次督查，由市安监站牵头联合市质监站和市城建监察

支队分三个检查组共督查在建工程 37 个标段，建筑面积 160.97 万㎡，其中涉及到深基坑工程

2个、脚手架工程 17个，高支模工程 1个。 

检查中，检查人员从各方主体安全行为到现场实物安全状态进行了检查，共下发建设工程

施工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24份、建设工程施工局部停工整改通知书 4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

督抽查记录表 41份。从检查情况看，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对在安全生产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

工程项目给予通报批评。 

市安监站将继续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并与“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安全专

项整治等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夏季汛期施工特点，重点做好夏季“五防”及扬尘防治等

工作，同时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确保我市建筑施工生产安全。 

（二）市安监站开展市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检查 

为强化我市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防止和减少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安全事故，市安监站于

8月 26日-29日分三个检查组并邀请了起重设备专家对市区建筑起重机械进行了安全专项检查。 

此次共抽查了 37 个标段，建筑面积 154.29 万㎡。其中，抽查了塔吊 37 台、施工升降机

14 台、吊篮 2台。共下发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3份、建设工程施工局部停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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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80.88 15.24 1 0.042  

目前在建 224 850.13 184.13 20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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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 10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抽查记录表 31份、机械设备检查用表 53份（施工升降机

检查用表 14 份，塔吊检查用表 37份，其他用表 2份）。通过检查，总体来看市区建筑起重机械

安全使用状况良好。 

市安监站将对相关项目继续跟踪复查，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对检查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到位，

确保专项检查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市安监站开展各县（市、区）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工作督查 

根据省、市关于建筑安全管理工作的要求，市安监站于 8月 28日至 8月 30日，对县（市、

区）安监机构及在建项目进行了督查。督查采取听汇报、查档案、抽项目、查现场、反馈意见

的方式，重点检查各地、各部门落实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的情况；施工现场 LBS 系统考勤到岗率

情况；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机械设备安全管理情况；安全文明施工情况等。 

检查发现，各地均高度重视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有布置、有落实、有跟踪；安

全监管工作有特色、有创新。此次共检查 6 个县（市、区）建筑安全监督机构的安全监督档案

12 份，随机抽查在建工程 10 个，针对督查中存在的问题，由当地安监机构下达局部停工通知

书 2份，限期整改通知书 4份，抽查监督记录 4份。 

市安监站将继续跟踪，加大督查力度，强化现场监督管理，规范监督行为和工作流程，确

保我市建筑安全管理工作更上一台阶，迎接省住建厅对安全机构的考核。 

 

 

【教育培训】 

  

8 月 12 日至 13 日，市安监站举办了第 4 期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继续教育

培训班，共 179人参加了培（复）训。 

8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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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人通过了考试。 

8月 21 日，市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组织了一期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延期复核培训班，共培

训 81 人。 

8 月 8 日至 9 日，市特种作业人员考核基地举办了焊工、起重司机考核发证培训班，共 54

人参加了培训；8月 30日至 31日，举办了高处吊篮考核发证培训班，共 14人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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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一）住建部：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督查的通知（建安办函〔2013〕27号）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有效控制事故总量、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按照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集中开展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总体要求及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开展专项整治、“打非

治违”活动的工作部署，经研究，我部决定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督查。 

一、督查内容 

（一）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整治、打非治违等情况； 

（二）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重点地区、重点项目安全检查及隐患查处情况； 

（三）在建项目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按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检查表》（见附件）开展

自查自纠情况； 

（四）施工现场模架工程、起重机械、基坑工程、临时用电及安全防护等重点部位和环节

安全管理情况。 

1、模架工程：模板支撑系统、脚手架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查、论证及安全技术交底情况；

模板支撑系统、脚手架的搭设、验收、使用等安全管理情况；模板支撑系统混凝土浇筑工序、

现场监测等情况。 

2、起重机械：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登记情况；起重机械安装（拆除）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查、

论证及安全技术交底情况；起重机械安装、检测、验收、使用、维修保养、拆除等安全管理情

况。 

3、基坑工程：深基坑专项方案的编制、审查、论证及安全技术交底情况；基坑土方开挖、

支护、临边防护、变形监测等安全管理情况。 

4、临时用电：临时用电方案的编制、审查及安全技术交底情况；施工现场配电系统安全管

理情况。 

5、安全防护：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等安全防护用品质量及现场配备使用情况；施工现

场洞口临边安全防护情况。   

二、时间安排 

（一）2013年 9月。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指导、督促本辖区内的建设、施工、监理

单位和在建工程项目开展自查自纠，并组织对本地区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进行检查。 

（二）2013年 10月至 11月。在各地检查基础上，我部选择部分重点地区进行督查，并将

督查情况向全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通报。 

三、督查对象 

今年以来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多发或发生过较大事故的 12个重点地区。每个地区抽查 2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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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四、督查方法 

（一）听取汇报。听取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受检城市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安全

检查和隐患查处情况汇报。 

（二）检查项目。每个受检城市随机检查不少于 2 个工程项目，受检项目由督查组通过突

击检查、重点抽查方式确定。 

（三）问卷调查。对受检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了解

其安全生产履职情况。 

（四）座谈交流。督查组结合现场检查、资料查阅等情况，与受检地区建筑安全监管人员

及受检企业相关人员进行座谈交流，了解受检企业和项目安全检查情况。 

（五）总体反馈。每省督查完毕后，由督查组集中向受检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反馈

督查情况，要求受检地区各地级市建筑安全监管负责人及受检项目相关企业人员参加。 

五、其他要求 

（一）突出检查重点。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对重点城市、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重点环节的安全检查，督促各城市加大对辖区内企业和项目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强

化所有在建项目的安全管理，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规范检查行为。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检查表》

对所有在建项目进行自查自纠，对不符合项进行认真整改。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安全

检查时，发现受检企业和在建项目仍有不符合项的，应当对责任企业、责任人员予以严肃查处。 

（三）创新检查方式。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采取不打招呼、不定路线、突击检查、

重点抽查、随机检查等方式开展安全检查，防止安全检查走过场、流于形式，务求检查工作取

得实效。 

（二）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苏建质安〔2013〕

415 号) 

入夏以来，全省施工高峰时期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截止今天，全省共发生建筑生产安

全事故 24 起，死亡 35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呈较大幅度上升，死亡人数占我厅下达控制指标的

41%。受极端异常高温天气影响，7、8两月建筑安全生产形势非常严峻，全省共发生 11起事故

死亡 19 人，其中，两起较大事故，分别是：①2013 年 8 月 9 日，由无锡市世达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的盐城市俊知香槟公馆工程 2#楼工程，在塔吊顶升过程中，爬升架、平衡臂、起重臂坠落

导致 3名操作人员从 60多米高空坠落后当场死亡；②2013年 8月 16日，江苏优力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施工的常州武进区横山桥东郡花苑 10#楼施工过程中，因分包单位江苏中厦集团有限公

司违规作业，擅自使用正在拆除的施工电梯，致使 5名工人从 9层突然坠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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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全省范围内连续发生的两起起重设备较大事故，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提出相关

要求，全省建设领域要认真汲取两起事故教训，引以为戒，进一步深入开展建筑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坚决遏制事故频发势头。为进一步加强当前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进一步增强做好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8.16”较大事故是今年来我省

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建筑安全生产事故，血的教训给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各地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安全

生产形势的极端严峻性，落实各级安全监督管理人员职责，按照“领导挂帅、全地域覆盖、谁

检查谁负责”的要求，扎实开展好辖区内的建筑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彻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

条件，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二、进一步加大各类建筑起重设备检查力度。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应立即抽调相关

专业人员，对所有在建工程的塔吊、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和吊篮等建筑起重设备，进行全

面普查，消除隐患，不留死角。各地要督促施工企业开展起重设备自查工作，要监督施工单位

重新对建筑起重设备实际工作状况、设备使用登记情况、建筑起重机械拆装单位资质、设备操

作人员资格、专项方案的制定和执行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验收，检查、验收必须有签字备

案纪录，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一律停用，整改合格后方可使用。 

三、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各地要根据省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

部署要求和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建安办函

[2013]11 号），加大对属地大检查工作的层级督查和指导。要对照我厅制定的《全省建筑领域

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指导意见》（苏建质安〔2013〕326 号）中明确三大检查范围（全省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各类开发区建设工程管理）和

七项检查重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安全培训管理、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施工

消防管理、事故查处、高温雨季安全管理、带班制度落实），扎实深入开展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特别是对在建工程的深基坑、高大脚手架、高大模板等工程进行全方位的全面检查，对方

案编制审批手续不全的一律停工，未按方案执行的责令拆除重新按照方案实施。检查中，各地

要不断规范监督检查方法和程序，建立重大隐患跟踪督办、逐项整改销号制度，对检查发现的

重大事故隐患，要以铁的手腕抓治理、铁的纪律抓执法，坚决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对

整改不力而引发安全生产事故的，严肃查处、严肃追究责任。 

四、进一步加强高温时期安全生产工作。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做

好夏季高温、雨汛季节施工安全生产工作。要督促施工企业根据天气和气候变化，合理安排施

工进度和工序，确保施工安全。要督促施工企业针对暑期高温季节特点，扎实开展暑期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要督促施工企业针对高温作业岗位特点开展应知应会训练和演练，增强职工和高

温作业人员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监督施工企业尽量避免高温期间露天作业，确需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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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作业的要在认真落实防曝晒、防暴风、防雷击等安全防范措施。 

 

 

【廉政建设】 

 

    市安监站召开党风廉政作风建设专题会议 

8月 14日，市安监站召开了党风廉政作风建设专题会议。会上，观看了《生存与毁灭》警

示教育片，教育片讲诉了 3 位人民的公仆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人生紧要处偏

离了正确的方向，最终蜕变为腐败分子，受到严惩的故事。通过真实的讲诉，使大家心灵深受

震撼，深刻认识到要加强廉洁自律，提高防腐拒变的能力，贪一时，毁一生。 

会议传达了局能力作风建设会议精神，重申了“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市委二十

条意见和局党委二十条意见”的执行要求。会议还就预防职务犯罪风险点防控工作开展了回头

看，就建筑安全过程监督、文明工地评审、机械设备管理、重大危险源监管等方面进一步理顺

工作程序，深化风险点排查，明确了安全监督检查讲评、公示、审核审批等一系列针对性防范

措施。 

会议要求全体同志要：加强政治学习，促进廉洁从政；深化廉政风险点防控，确保各项监

控制度落实到位；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形象。 

 

 

【文明创建】 

 

市安监站组织职工参加道德讲堂活动 

城市发展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会进步需要道德的力量来推动。为进一步提

高广大干部职工的道德素质，营造和谐有序、文明健康的社会氛围，我站于 8月 16日下午组织

职工参加了由市造价站主办的道德讲堂，聆听了扬州中医院大内科主任陈宏如医生的感人事迹。 

1968 年，这位满腔热情的扬州小伙从瘦西湖畔来到延河岸边，“到最艰苦地方锻炼”的豪

言变成他 24 年的坚守。在西北最贫瘠的土地上，他克服了物质困乏、环境恶劣、条件落后等难

以想象的困难，用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忱刻苦学习、勇于实践、创造条件为老区人民解除病痛。

在陕北待得越久，陈宏如对百姓的爱就越深。这里缺医少药，自己看病只是辛苦一些，老乡获

得的却是健康和生命，那一声声婴儿的啼哭，一声声老人的欢笑，都是他生命价值的体现，陈

宏如觉得自己在干天底下最值得做的事情。 

陈医生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向陈宏如前辈学习，向身边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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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榜样学习，学习他扎根基层，服务患者，奉献社会的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

迹，努力提升道德素质，自觉成为道德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道德讲堂向每位发放了国学经典《道德经》，大家一起吟诵了里面的有关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