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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较大事故为目标，坚持企业自查自改与主管部门督查巡查

相结合、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监督检查与严格执法相

结合的原则，狠抓问题整改，坚决扭转事故多发频发局面，促

进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活动内容 

全市建筑施工“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要

以“防风险、防隐患、遏事故”为主题，把开展活动与防范化

解安全风险、明查暗防、大排查大整治和专项执法行动结合起

来，切实形成合力，营造安全氛围。 

（一）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各地住建部门和

施工单位，要深入宣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

论述精神，深入宣传学习省委省政府即将下发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企业主要负责人要面向全

体职工讲一堂“安全生产公开课”，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深入施工一线面对

面交流安全生产心得体会。二是各施工企业、在建项目要通过

橱窗、展板、宣传栏，公布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危险因素、

防范措施及应急措施等，落实全体施工人员安全生产知情权、

监督权。三是要加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

定》（37 号部令）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手册》等的宣传贯彻力

度，采取组织人员培训、举办讲座、召开观摩会等形式，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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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企业和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要以《江苏省建设工程文明

施工图集》为引导，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宣贯工作，

提高建筑施工企业和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在建项目

要在醒目的位置悬挂安全宣传标语横幅，努力营造安全生产氛

围。 

（二）推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根据《扬州市建筑施

工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巩固提升工作方案》（扬建管

〔2018〕49 号）要求，对照《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巩固提升任务清单检查表》（扬建管〔2018〕49 号附件），全面

达到“一必须五到位”，各地要依法从严查处，必要时，提请

省住建厅对其实施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 

（三）落实高温期间安全生产措施。督促建设、施工、监

理企业针对夏季高温天气特点，进一步完善夏季施工安全生产

工作制度，切实落实好防暑降温措施。施工现场要重点做到：

一是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加强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

工作，及时提供防暑降温食品和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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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人

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是要根据高温天气预报，调整作业

时间，实行“做两头、避中间”； 三是宿舍、食堂、厕所、淋

浴间等临时设施应符合标准要求并满足防暑降温需要，加强对

食堂卫生安全管控，做好传染病、食物中毒等防范措施；四是

要加强作业人员高温期间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使其了解防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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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中暑的基本常识，掌握有关事故预防和救援知识；五是要制

定完善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配备应急

救援人员和足量的急救药品。 

（四）突出非正常工作时间段安全管理。各地、各单位要

突出以下重点环节管控：一是严格执行班前晨会制度，每日上

班前，做好当天工作内容、工作范围内的安全注意事项告知工

作，项目部安全员要查分包、班组教育和交底情况；二是严格

作息时间，工作时间结束后，项目部应清理现场人员，加强工

地出入管理，并巡查有无擅自作业情况；三是确需加班作业的，

应经项目部同意，项目总监审查，登记作业人员信息、作业部

位、作业内容、指挥与旁站人员，加强现场巡查，落实照明、

劳动保护和安全防护等措施；四是严格执行项目负责人带班生

产制度，施工、监理企业管理人员必须做到和作业人员同步上

班、同步下班，总包要严查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和安全员在岗

履职情况；五是涉及超一定规模危大工程在非正常工作时间施

工的，各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不得离开现场，施工企业分管负

责人或分公司负责人应带班检查。 

（五）强化危大工程的安全管控。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贯

彻《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37 号），严格“五个环节”的管控措施，即：施工作业前必须

编制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必须按规定审批或论证、施工作业前

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必须按施工方案施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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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完成后必须经验收合格后进入下道工序。要突出抓好深基坑、

高支模、起重机械、脚手架等重点部位安全管理保障措施。牢

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加大危大工程监督执法力度，对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系不健全、隐患排查

整改不到位等问题，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并将查处情况公开

曝光。针对没方案，没审批；不进行专家论证；论证后不修改，

论证没通过不重新论证；不按方案施工等 4 种情形，要提请省

住建厅实施暂扣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罚。 

（六）抓好高处坠落事故防范。督促施工企业根据《建筑

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要求，全面落实高处

作业安全防护措施。各地要开展预防高处坠落事故专项治理，

既要检查施工现场临边、洞口、通道口、悬空作业、攀登作业、

移动式操作平台、悬挑式物料钢平台等部位实体安全防护措施

到位情况，又要检查高处作业专项方案编制、作业人员教育培

训和安全交底、验收、高处作业环境改善、职业健康等安全管

理措施落实情况，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七）落实雨汛期间安全保障措施。督促建设、施工、监

理企业加大汛期在建工程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做好重点部位、

环节的监控及检查：一是施工现场排水，要根据施工总平面图，

利用自然地形确定合理排水方向；按规定坡度挖好排水沟，设

置连续、通畅的排水设施；二是边坡基坑支护，及时清除沟边

多余弃土，减轻坡顶压力；雨后及时对坑、槽、沟边坡和固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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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结构进行施工自测，检查边坡有无裂缝、疏松、支撑结构

折断、走动等危险征兆；三是脚手架和模板支撑工程，恶劣天

气时，停止脚手架和模板支撑体系搭设和拆除作业；恶劣天气

后，检查脚手架和模板支撑体系是否摇晃、变形；四是起重机

械设备，塔吊、施工电梯等起重机械设备的基础、附着应确保

稳固，塔机垂直度应符合要求，设备性能安全可靠；五是施工

临时用电，确保各种电气设备干燥处放置，总配电箱、分配电

箱、开关箱等防雨措施可靠，各类临时用电线路无漏电、腐蚀、

松动等现象；六是宿舍、办公室等临时设施，选址安全可靠，

避开滑坡、坍塌等灾害地段，大风大雨前应整修加固，确保不

漏、不塌、不倒；大风大雨后应检查临时设施地基和主体结构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八）抓好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保障措施。督促施工、监理

企业按照《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施工现

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有关要求，制定并落实现场消防安

全制度和防火技术方案，开展防火检查巡查。施工现场要重点

做到：一是宿舍、办公等临时用房搭建材料应符合消防阻燃要

求，临时建筑防火间距、现场临时消防通道、临时消防设施等

设置应符合国家标准；二是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标志应完好有

效，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应畅通；三是电焊、电

工等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并严格执行动火审批手续和用

电操作规程；四是在建工程不得违规住人及违规设置宿舍，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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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内不得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得私拉乱接。 

三、时间安排 

活动自 2019 年 7月 1 日至 10 月 10 日，分三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和自查自改阶段（7 月 1 日至 15 日）。各

地住建部门要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动员部署，广泛宣传发动，

切实把建筑施工安全“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任

务和要求传达到每个企业、每个项目、每个责任人。要督促建

设、施工、监理等企业认真开展自查自改，深入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和整改落实。各单位于 7 月 5 日前将“百日安全生产（无

事故）攻坚”活动方案报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管处。 

（二）集中整治和执法检查阶段（7 月 16 日至 9 月 15 日）。 

各地要结合实际，细化检查内容和执法标准，全面开展执法检

查。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对非

法建设施工和经停工整改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不得复工；对

非法建设施工的有关企业和责任人，一律按规定上限予以处罚；

对存在非法建设施工的企业，一律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导致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有关责任企业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

责任）。要狠抓各类事故隐患的整改工作，加大对非法违规行

为的曝光力度，公示一批因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被

限制市场准入的施工、监理企业。 

（三）明查暗访和巩固提高阶段（9 月 16 日至 10 月 10 日）。

各地要采取明查暗访、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综合督查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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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部位的督查，特别要

抓好对停工整顿、发生亡人事故企业和项目的跟踪复查。要对

照年初签订的《扬州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目标管理任务书》要

求，抓好各项措施落实。要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防控体系建

设，从制度上、措施上堵塞漏洞，提高安全监管水平。 

市住建局将对各地开展情况进行不间断的明查暗访。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责任落实。市住建局成立由分

管领导任组长的建筑施工 “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领

导小组。各地住建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明确责任，

细化措施，制定详细工作方案，狠抓落实，迅速组织开展工作。

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要

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改，全面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台帐。各

地、各单位要按照“决不能有丝毫懈怠、决不能存丝毫侥幸、

决不能留丝毫死角”的工作要求，全面深入扎实地开展建筑施

工 “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 

（二）严格检查执法，提高监管实效。各地住建部门要集

中精力、集中力量抓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严格排查安全

隐患。措施要细化、固化，检查要加密、严密，处罚要触动、

震动，要坚决纠正监管执法上的宽、松、软等问题。要坚持严

和实的工作标准，真正深入企业、深入施工一线，对问题和隐

患必须实行闭环管理，绝不能会议一开了之，文件一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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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通知一下了之。要开展多部门综合执法、针对性专项执法，

重拳出击，重典治乱。 

（三）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监管重点。各地住建部门要根

据今年以来发生的事故案例，认真分析研究，查摆共性问题，

找准薄弱环节，持续精准发力。对现场发现严重安全隐患的项

目，要按照“一必须五到位”要求，监管向企业后方总部延伸，

倒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监督内容不能仅局限于一些显性

隐患（如临边洞口、机械设备等），要突出查隐性问题（如安

全生产责任制、人员教育、技术交底、工序验收、作业环境、

制度落实等）；监管中不能仅限于查总包单位，而忽略对监理

单位、分包单位的监督管理；执法上不仅要强化事故发生后的

惩处性处罚，更要强化日常的预防性处罚；监督时段上不能仅

限于正常工作时段，要针对夏季高温特点，适时增加对非正常

工作时段（8:00～17:30 以外）施工安全的监督检查，如晨查、

夜查，要对晨会制度、带班制度、旁站制度等不落实的施工、

监理企业和个人，依法予以严肃处罚。 

（四）强化宣传造势，营造浓厚氛围。各地住建部门要充

分借助各类信息平台，发挥媒体、网络、QQ 群、微信群作用，

采取多种形式，对建筑施工“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

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形成全社会、全行业关注、支持、参与的

良好氛围。要强化社会监督，加大对非法违法行为的公开曝光

力度。“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期间，市住建局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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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暗访过程中发现的非法建设施工行为和安全隐患严重项目，

除责令工程所在地住建部门按“四个一律”处罚外，同时在市

住建局网站上予以曝光。 

（五）从严查处事故，严肃追究责任。自即 7 月 1 日起至

10 月 10 日，我局对发生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事故，一律挂牌督

办；一律提请省住建厅对责任企业按上限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律按照省住建厅《关于加强全省建筑安全生产责任追究若干

意见的通知》（苏建质安〔2011〕847 号）要求，自事故通报之

日起，限制其一定时段内的投标资格，坚决让事故责任企业感

受到切肤之痛。7、8、9三个月，我局将对事故发生地区蹲点督

办，严查事故企业，加大督查通报和处罚力度。对事故多发地

区，下发《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函》；事故仍未有效遏

制的，对其进行约谈告诫。 

（六）加大考核力度，健全长效机制。各地住建部门要把

建筑施工“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纳入年度安全生产

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履职不力、工作滞后的，进行严肃问责。

市住建局将把此次“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的开展情

况作为年底对各县（市、区）住建局考核的重要内容。 

请各县（市、区）住建部门每月 16 目前（遇到节假日顺延）

向市住建局报送以下材料： 

1、建筑施工“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开展情况汇

总表（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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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县（市、区）建筑施工“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专项整治检查 隐患排查 教育培训 

各县（市）区自查 省辖市督查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开展活动 培训教育 

次数 项目个数 次数 项目个数 一般隐患 已整改 整改率 重大隐患 已整改 整改率 场次 人数 

            

开展执法行动情况 事故查处 

查处无施
工许可证
或手续不
全施工的 

查处重大
隐患隐瞒
不报或未
及时整改

的 

查处拒不
执行监管
指令，抗
拒安全执
法的 

查处未依
法依规进
行安全培
训、无证
上岗的 

查处谎
报、瞒报
事故的 

查处其他
违法建设
施工的 

建筑生产安全事故 罚款金额 事故追责（人数） 其他说明 

项 项 项 项 起 项 事故起数 结案起数 元 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 

 
           

本地区专项行动工作主要负责人  本地区专项行动工作联络员  

注：1、填报单位为各县（市、区）住建部门。 
2、建筑生产安全事故一栏填写自年初以来本地区建筑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3、统计数据均为 7 月份以来的累计数据。各地于 7、8、9 月 16 日前将此表和本地区攻坚行动开展情况。 


	（扬建管〔2019〕61号）关于开展全市建筑施工“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攻坚”活动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