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黔建建字〔2018〕24 号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二O 一七年第四季度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
毕节市及威宁县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贵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仁怀市、
威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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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冶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建筑市场监督管理，促
进质量安全持续稳定好转和规范市场行为，根据《关于印发贵州
省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黔建建通〔2017〕108
号）、
《关于印发贵州省2017 年度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建筑市场监督
执法检查计划的通知》（黔建建通〔2017〕111 号）和《关于开展
2017 年第四季度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及2017
年度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工作的通知》
（黔建建通〔2017〕
581 号）的工作布署，我厅第三检查组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四
不两直”的方式于2017 年12 月06 日至12 月11 日对威宁县、毕节市
进行了为期六天的监督执法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抽查了威宁县新世界新代天街B 区工程；威宁县五里岗
大道棚户区改造扶贫统建点；威宁县梦想城第一期；毕节市赫章
县中央城D 区；毕节市大方县慕俄格古城顺德广场综合体；毕节
市大方县竹园村歹鸡社区农危房改造；毕节市七星关区国林·春
天；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二人民医院共8 个项目。其中威宁县监管
项目3 个，毕节市监管项目5 个。同时抽查了威宁县金钟镇夸都社
区危房改造工程3 户，毕节市金海湖经济开发区危房改造工程2 户。
检查内容为落实主体责任、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企业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安全会议精神，各工程参
建方和主管部门履行质量安全建筑市场监督管理职责，实体工程
质量、施工现场安全和市场管理行为（含扬尘防治、消防管理、
计划生育、食品安全、职业健康等），督查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
程等。
从检查情况看，本次抽查的工程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进行建设，基本履行质量安全生产职责，工程
质量和施工安全处于受控状态。在367 项检查内容中，符合项为
283 项、不符合项为84 项，分别占总检查项的77.11%、22.89%，
对违反相关规定和存在的质量安全隐患下发了《贵州省建筑工程
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7 份。
农村危房改造建设情况：所抽查的农户改造的房屋，结构是
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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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市场方面
1、个别项目主体责任单位“安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证
件逾期未审，派往现场的总监代表无任何资料，如：中央城D 区，
建设单位： 毕节市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施工单位：江西
冰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派驻的质检员安全员不到场管理，工程监
理单位：四川佳城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监代表彭教辉无
证件资料。检测单位未能提供有效资质证书，人员配置不足；个
别项目经理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如：国林·春天B 地块的
项目经理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现场项目经理苏庆无“安
全生产考核证”。
2、个别项目施工、监理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变更未经业主同意，
未到主管部门备案。
3、个别项目经理及总监理工程师未到岗履职，所查项目未能
提供建设、监理单位见证人员和施工单位取样人员任命记录。
4、部分项目建设单位未组织完成图纸会审、设计交底工作，
如：威宁县梦想城第一期，建设单位威宁中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施工单位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程监理单位重庆林欧
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部分项目未能提供五方责任主体授权委托书
及终身承诺。
5、合同签订责任主体不明确，建设单位与具备法人的分支机
构鉴定合同，如：威宁县新世界新代天街B 区工程，建设单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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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危旧房改造公司委托给贵州化兴监理六盘水分公司进行监理。
（二）质量方面
1、部分现场资料凌乱不完整，部分隐蔽及相关技术资料缺失
无追溯性，所查项目存在检测报告取回滞后问题，部分进场材料
未经检测及审批即投入使用。如：威宁县新世界新代天街B 区工
程、赫章县中央城D 区。
2、部分项目混凝土接头烂根，后浇带支拆模错误，填充墙及
女儿墙构造柱钢筋错位、砌体灰缝过大、马牙槎留设错误、顶砖
砌筑不规范；个别项目楼板裂缝渗水，如：国林·春天B 地块。
3、所查项目基坑边坡支护均无监测资料，分部工程验收滞后。
4、砌体砂浆试块与砌体植筋检测时间本末倒置，检测报告存
在2017 年9 月23 日全部砌筑完成，植筋检测为10 月04 日进行，
质量资料凌乱，如：赫章中央城D 区项目。
5、部分项目未留置同条件试块，如：威宁县五里岗大道棚户
区改造扶贫统建点项目。
（三）安全方面
1、部分项目安全生产责任未落实到责任人，专项方案编、审、
批程序不符合要求，针对性不强，安全交底及安全教育落实不到
位、安全资料管理凌乱，未按《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要求建
立档案。
2、部分项目塔吊附着与墙体连接不符规范要求，塔吊无防雷
接地、地脚螺栓松动、基础积水，塔吊限位失灵、检测流于形式。
— 4 —

如：威宁县新世界新代天街B 区工程、威宁县五里岗大道棚户区
改造扶贫统建点。
3、国林·春天B 地块施工升降机基础设置于现浇楼板面上，
未对楼面承载力进行验算，施工升降机防坠器未进行年检、维修
保养滞后。
4、大部分施工现场用电线路存在乱搭乱接，线路未架设或埋
管输送电源，未按要求进行三级配电、两级漏保、采取TN-S 系统
配置，施工机械安装完毕未进行验收，未做接地处理，无维修、
保养记录。
5、模板、脚手架、高处作业、动火审批等各阶段验收未量化，
无监理验收签字；安全网、安全帽、安全带、钢管、扣件无出厂
合格证且未进行复检。
（四）监理方面
1、部分项目未按规范要求编制监理规划及监理细则，未规范
对施工单位报送资料进行审核，未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实
施管理；
2、部分项目旁站记录不合格，未使用监理规范用表，无监理
通知及跟进整改回复，专监与总监签字错误，监理资料滞后未收
集整理；
3、大部分项目对施工组织设计及方案审核流于形式，现场施
工没依据方案进行作业。
4、大部分项目见证取样检测流于形式，无监理巡视和平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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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情况记录。
（五）农房建设方面
1、工匠没有经过培训，技能水平不高，标准规范不熟悉。
2、受环境限制，安全设施较差。
三、整改处理意见
1、请毕节市及威宁县住建局对存在的问题责令相关单位认真
整改，并将整改的情况及时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业管理处。
2、请毕节市及威宁县住建局要高度重视此次监督检查发现的
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和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予以曝光，起到警示作用；并对此次抽查
项目中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市场行为不规范、履职履责不到位等行
为的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处罚，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业管
理处。
四、下一步工作
1、请各责任主体单位认真做好隐患排查工作，对检查发现的
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整改，切实消除隐患。要牢固树立安全生
产红线意识，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2、各地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特别是建设单位首要责任，
继续深入开展质量安全标准化建设，确保我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3、各地要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岁末年初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生
产工作，认真组织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加大监督执法检
查力度，做好“两会”
“春节”期间的值班和应急管理，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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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期间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坚决
遏制事故发生。

附件: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
知单（一）、(二)、 (三)、(四)、(五)、(六)、(七)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8 年1 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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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一)
威宁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7 年 12 月 06 日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 威宁县新世界新代天街 B 区工程
建设规模： 16 万平方米
建设单位： 贵阳市危旧房改造公司 现场负责人： 宋福轩
施工单位： 七冶土木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胡秋克 工程监理单位：贵州化兴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六盘水分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刘铁军
序
号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1 现场资料凌乱不完整;监理人员证件过期使用，施工员、质量员配置不足

2

处理意见

请监理、施工单位立即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第
整改，威宁县住建局督
十三条、《建筑法》
促落实

现场砖、水泥、防水材料未送检即投入使用，砌体植筋拉拔检测未做，地下室及一层砌体均已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完成，施工资料凌乱
十九及三十一条
威宁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
术规范》第 4.1.1 条; 《建设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3 7 号楼六层、八层临边无防护;现场无防扬尘设施；卫生间不符合卫生要求。
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 威宁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准》第 5.1 条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
卸料平台搭设与外架连接为一体，铺设脚手板存在探头现象;现场二级、三级配电系统混乱，施 术规范》第 6 条、《施工现场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4
工机具无验收记录
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第 威宁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1.0.3 及 3.3 条
5 建设单位监理委托书，委托给贵州化兴监理六盘水分公司，六盘水分公司无资质
本项目共检查 51 项，其中符合项为 35 项，不符合项为 1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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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法》第三十一条

请建设单位立即整改，
威宁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附 件

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二)
威宁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7 年 12 月 07 日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 威宁县五里岗大道棚户区改造扶贫统建点 建设规模： 19.67 万平方米
建设单位： 威宁县黔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 吕凯
施工单位： 北京城建十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 高殿民 工程监理单位： 贵州永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 冉连华
序
号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1 主体已施工至 14 层未进行基础验收；14 层楼梯与电梯井交接处主次梁钢筋漏设

处理意见

请监理、施工单位立即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混凝土
整改，威宁县住建局督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5.3.3
促落实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附录 C.0.1; 《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2 楼层未留置同条件试块;塔吊基坑积水，排水不畅
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第 威宁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3.1.2 条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第
施工临时用电二级配电不符合 TN-S 系统要求；施工机具未见验收及保养记录；塔吊基 1.0.3;《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第 3.19 条; 《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
3
础砼无强度报告及隐蔽资料、螺栓无复检报告；施工升降机防坠无复检报告
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第 3.4.1 威宁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条;《施工升降机》第 7 条
本项目共检查 59 项，其中符合项为 49 项，不符合项为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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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三)
威宁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7 年 12 月 07 日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 威宁县梦想城第一期 建设规模： 21 万平方米
建设单位： 威宁中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 郑建康
施工单位： 成都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项目经理： 刘兴 工程监理单位： 重庆林欧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 王松
序
号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处理意见

《建筑法》、《建设工程 请建设、施工单位立即
施工图未审已开工，关键管理岗位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配置不足，质量责任承诺书、授权书没 质量管理条例》、建办质
1
整改，威宁县住建局督
有签署时间，被授权人未签名，建设方手续办理不完善
[2014]44 号第一、二、
促落实
三条

本项目共检查 49 项，其中符合项为 39 项，不符合项为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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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四)
毕节市赫章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7 年 12 月 08 日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 中央城 D 区 建设规模： 13.58 万平方米
建设单位： 毕节市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 张加科
施工单位： 江西冰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孝炉 工程监理单位： 四川佳城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 席弟中
序
号
1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处理意见

现场安全管理人员配置不足，监理人员证件过期，派往现场的总监代表无任何资料 《建筑法》、建质[2008]91 号第十三 请建设、施工单位立即整
显示
条
改，赫章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后浇带拆模后，下部梁板无支撑，存在质量、安全隐患；5#楼附着式脚手架属于危
4.2.3 条; 建质[2009]87 号第五、六、请施工、监理单位立即整
2 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未按规范及工程实际情况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监理未审批；
七、八、九条;《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改，赫章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5#楼楼梯施工缝留设不符合规范要求
规范》第 8.6.3 条
3

检测报告存在 2017 年 9 月 23 日全部砌筑完成，植筋检测为 10 月 04 日进行，砌体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赫章
砂浆试块与砌体植筋检测时间本末倒置，质量资料凌乱
例》、建建[2000]211 号第六条
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施工现场总配电箱无门、配电房无消防措施、无平面布置图、系统配电图，未按三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级配电要求设置；
第 8.1、8.2 条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第 3.19
施工机具无验收记录，无接地处理措施，塔吊方案无针对性无安拆记录，未见使用
条; 《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
5
设备资料
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第 3.4.18 条
4

6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赫章
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赫章
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附着式脚手架方案无针对性编制方案，未见验收记录，底座三角架不稳定存在严重 《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赫章
安全隐患
范》第 8.1 条、第 4.4.4 条
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本项目共检查 50 项，其中符合项为 28 项，不符合项为 2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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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五)
毕节市大方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7 年 12 月 09 日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 慕俄格古城顺德广场综合体 建设规模： 5.8 万平方米
建设单位： 大方水西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 罗健
施工单位： 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何路 工程监理单位： 四川省众信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 李卷宗
序
号
1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处理意见

建 质 [2009]87 号 第 八 条 及 附 件 二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B 区深基坑边坡支护专项施工方案经专家论证，未经公司相关部门人员审批，未经监理、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
建设单位审批，抗滑桩超 16m 深人工挖孔桩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大方县住建局督促落实
部分项工程范围》第六条(三)

《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
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第
2.0.14 请施工、建设单位立即
C 区塔吊无针对性防碰撞措施；总配电房未按照 JGJ46-2005 规范要求实施；基坑无第三
条;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 整改，大方县住建局督
2
方监测单位做变形观测及自测资料
规范》第 6.1 条; 《建筑基坑工程 促落实
监测技术规范》第 3.0.3 条

本项目共检查 54 项，其中符合项为 46 项，不符合项为 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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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六)
毕节市七星关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7 年 12 月 10 日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 国林·春天 B 地块 建设规模： 12 万平方米
建设单位： 毕节市国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场负责人： 张武
施工单位：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张鹏 工程监理单位： 上海高科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 杜元全
序
号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1 现场授权委托项目经理“苏庆”无安全考核证。

2

3

4

5

建质[2014]123 号第一条规定

处理意见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七星关区住建局督促落
实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
楼层临边防护不严，局部临边及洞口未作防护，防护棚未按高处作业规范要求设置;19 层楼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范》第 4.1.1、4.2.1、6.1.5 条;
板拆除钢管堆放集中荷载过大，模板未及时清运，卸料平台通道不畅，材料未及时搬运，地
七星关区住建局督促落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第
下室积水严重另有较多土方倾泻到地下室
实
4.5 条;
请建设建立联系设计，
《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第
5#楼施工电梯安装在一层顶板上，下部无支撑，且安装部位顶板周边有裂缝及渗水，现场资
提出处理方案,施工单
4.1、4.2 条;《混凝土结构工程
料未能提供，无追溯性
位立即整改，七星关区
施工规范》第 8.5 条
住建局督促落实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第
5#楼双层楼梯施工缝留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七星关区住建局督促落
8.6 条
实
《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3#塔吊后限位被拆除
用 、 拆 卸 安 全 技 术 规 程 》 第 七星关区住建局督促落
3.4.12、4.0.3 条
实

本项目共检查 54 项，其中符合项为 43 项，不符合项为 1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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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和建筑市场监督执法检查情况通知单(七)
毕节市七星关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经查，本项目存在以下问题(隐患)，请你局于 2017 年 12 月 10 日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将隐患整改情况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报检查组。
项目名称: 第二人民医院 建设规模： 7.88 万平方米
建设单位： 毕节市碧海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现场负责人： 马贤龙
施工单位： 四川省第十五建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谯锦平 工程监理单位： 贵州宇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 胡效东
序
号

存在问题及事实

违反的相应规定

处理意见

特种作业人员证件黔 G042017031235、黔 G042016039538、黔 G042010007016 疑似 建质[2008]75 号《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七星
假证，需进一步核实
人员管理规定》
关区住建局督促落实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请建设、监理联系设计进行
未依据图纸会审情况进行后浇带施工、直螺纹套筒未进行型式检验，接头丝扣外露
2
例》、《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第 协助,施工单位立即整改，七
长度不足
7.0.1 条及 6.1.2 条
星关区住建局督促落实
请建设、监理联系设计进行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3 门诊楼地下室底板后浇带未按图纸会审记录留设止水钢板
协助,施工单位立即整改，七
例》
星关区住建局督促落实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毕节
4 医技楼模板支撑体系脚手架立杆间距，水平杆件搭设不符合规范要求
范》第 4.4 条;
市住建局督促落实
1

5

高支模 A-B/3-6 轴立杆间距为 1*0.5m 实际搭设 0.8*0.8m 与方案不符且首层无水平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七星
剪刀撑
范》第 4.3、4.4 条;
关区住建局督促落实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七星
术规范》第 6.10 条
关区住建局督促落实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请施工单位立即整改，七星
范》4.2.3 条;
关区住建局督促落实

6 2#楼 17.9m 处 6-7/E 轴搭设的悬挑通道存在安全隐患需加固处理
7 门诊楼一层外挑梁后浇带处支撑不符合要求
本项目共检查 50 项，其中符合项为 43 项，不符合项为 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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