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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全监督工作统计
自 5 月 1 日到 5 月 31 日，安全监督项目 635 个，建筑面积
1807.88 万平方米。本月新增监督项目 34 个，其中：房建建筑
16 个，建筑面积 54.01 万平方米，市政公用（含后配套）8 个，
装饰装修 10 个；安全监督终止项目 37 个，其中：房屋建筑 25
个(面积 43.3 万平方米)、市政公用（含后配套）12 个。
5 月份我站共执行安全监督检查 291 次，涉及 236 个监督项
目，签发安全生产条件复查意见书 11 份；签发施工安全隐患整
改通知书 105 份，其中停工类 26 份。
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统计
目前，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方案登记
82 个，其中，深基坑工程 22 个，模板工程 46 个，其他工程 14
个。
起重设备产权登记 86 台，其中塔式起重机 41 台，施工升降
机 34 台，物料提升机 11 台；新增设备安装备案 85 台，其中塔
式起重机 53 台，施工升降机 24 台，物料提升机 8 台；新增设备
使用登记 75 台，其中塔式起重机 49 台，施工升降机 18 台，物
料提升机 8 台；新增设备拆除备案 92 台，其中塔式起重机 35 台，
施工升降机 42 台, 物料提升机 15 台；新增设备使用注销登记
100 台，其中塔式起重机 56 台，施工升降机 35 台, 物料提升机
9 台。
三、安全监督工作动态
（1）开展昆山市 2020 年上半年度工程质量安全综合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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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结合苏州市住建局印发的《关于转发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实
施江苏省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办法（试行）的补充通知＞》
等要求，于 5 月 7 日起由住建局建工科牵头，联合市安监站、质
监站、建设监察大队等科室组建 6 个小组（含开发区），对全市
72 个建筑工程进行综合大检查。主要对在建工程参建主体市场
行为情况、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情况、施工现场扬尘管控情况
等开展细致检查，并将对台账进行翻阅检查。针对本次大检查的
考核结果将作为我市建筑业企业参与苏州市信用综合评价的重
要依据，并在苏州“三合一”招投标及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
预选承包商评分中使用，并对大检查中存在重要隐患的企业进行
通报，依法予以行业严惩。
（2）赴浦东调研学习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实施经验。
5 月 14 日，市住建局由潘志勇副局长带队，携质监站、安监站
一行 5 人赴上海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调研学习住宅工程
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实施经验。调研会上，首先由上海保险机构对
浦东新区住宅工程质量缺陷保险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从目前
浦东实行的情况的来看，该举措是通过市场化的介入在原项目管
理的基础增加一把质量和安全管理的“锁”，有效提升项目的质
量和安全管理，同时也能很大程度上解决住宅质量投诉问题。之
后，市住建局与浦东方面就该保险制度推广范围、承保范围和期
限、保费计取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同时，双方对建筑工程安全生
产责任险、安全生产智慧工地建设也进行了探讨，虽然浦东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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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责任险，但也进行过研讨，给予了市住建
局宝贵意见。
（3）召开全市小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暨农房建设管理
工作会议。5 月 13 日下午，全市小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暨
农房建设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市领导周继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
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严格按照省市决策部署，健全监管机制，前移预防关
口，压紧压实安全管理责任，要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程
建设安全生产监管网格，各板块、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认
真依法履职，切实抓好小型（临时）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抓紧出台我市进一步加强小型（临时）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的
指导意见，加强小型（临时）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督查考核工
作。各板块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相关制度，明确小型（临时）
建设工程安全监管工作流程、网格监管等要求。市住建局局长、
农房办主任王卫东主持会议，并表示要建立小型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监督考核制度，加强业务指导，并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进
行专项督查、联合巡查。各建管部门要加强小型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宣传工作，营造良好氛围。同时，强化风貌管控、质量安全和
程序管理，确保农村房屋规划建设有序、安全推进。市住建局副
局长黄毅恒传达了苏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型（临时）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监管的通知》精神，就我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型（临
时）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指导意见（讨论稿）进行解读。
（4）迎接无锡市住房保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来昆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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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无锡市住房保障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一行 9 人赴昆山
市住建局对建筑项目文明工地和智慧工地管理经验进行交流学
习。首先，交流团奔赴由昆山市经协建筑装璜有限责任公司承建
的昆山赵厍地区安置房 N13 地块（金玉园）一期（1#、2#、4#、
6#楼、地下汽车库 A 区、开闭所）工程进行现场观摩，对施工现
场的文明施工、安全生产，特别是智慧工地建设给予了肯定。随
后，市住建局与交流团开展了安全生产、智慧工地等业务方面的
交流。市安监站负责人介绍了我市建筑领域的基本情况，并将今
年推广的安全生产 8 项举措一一与对方进行了介绍，同时也将智
慧工地推进情况、超危大工程专家论证“回头看”制度、政府采
购的第三方安全生产服务的落实情况进行了交流。对方 9 人一致
认为我局推广的安全生产 8 项举措很有针对性，表示将借鉴 8 项
措施用于无锡市的建筑工地。
（5）市安监站组织开展第二期建筑施工安全监督人员业务
培训。为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强化我市建筑施工
安监系统的安全生产综合管理能力，全面履行安全监管工作职
责，按照市安监站年度安全培训计划，5 月 22 日，市安监站组
织开展 2020 年度第二期建筑施工安全监督人员业务培训，全市
各区镇建设管理部门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市安监站全体人员参
加了培训。此次培训邀请了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专家
蔡平华担任主讲，针对建筑施工第三方安全检查情况进行讲评。
培训会上，专家苏晓东结合我市在建筑施工第三方安全检查中发
现的建筑实体和安全管理上存在的主要安全隐患、设备隐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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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等逐一作了讲评，并对建筑工程实体安全、安全管理、
事故预防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给以措施建议。此次培训得
到了各区镇建设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收到了圆满的成效，对我
市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人员今后做好建筑工程实体安全检查工作
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6）轨交工程开展“红蓝军”应急救援综合演练。5 月 26
日上午，由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苏州市轨道交通市域一号
线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铁十一局集团承办的盾构始发基坑坍塌
等事故应急处置“红蓝军”对抗现场综合演练拉开帷幕。本次演
练模拟盾构始发前，工人在洞门狭小的空间内进行掌子面破除作
业，基坑内掌子面突发涌水涌砂坍塌后造成工人高处坠落受伤、
同时引发地面塌陷，致使地面燃气管、自来水管受到破坏的综合
险情。演练中，中铁十一局集团苏州轨道交通 S1-TS-02 标项目
部应急救援分队（红军）联合 S1 线其他救援总队、临近支队迅
速反应、调动应急力量，安全警戒、技术方案、医疗救护等七个
小组分工明确，各级人员对应急职责及救援程序清晰明了、处置
得当。救援信息发布、指挥部署、隔离警戒、伤员救治转运、维
修管道、钻孔注浆等多个环节一气呵成。同时，昆山市住建局协
调昆山市相关医疗救护、消防、燃气、自来水等单位紧密联动、
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所有演练项目。并由城轨工程行业专家组
成的考评组对本次综合演练全程进行指导和点评工作。演练结束
后市住建局局长王卫东对此次演练进行了总结点评，指出，本次
演练具有整体联动、组织顺畅、处置得当、针对性强、贴近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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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希望苏州轨道交通 S1 线工程参建单位继续高度重视工
程质量安全工作，加强协调联动、强化应急队伍建设、重视基础
投入，不断提升质量安全和应急管理水平。
（7）坚持领导带班督查，严格企业主体责任。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安全发展理念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责任体系，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
保障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中向好，结合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
产形势，2020 年市住建局领导班子成员带领相关职能科室人员,
开展安全生产领导带班督查工作，对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抽查，主要对建筑企业履行安全生 产企业主体责任，施工
现场文明施工、安全管理、隐患排查等情况，执行住建局《危险
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落实《建筑施工高处作业
安全技术规范》，对疫情防控、扬尘污染防控及执行“四不开工”
等情况进行了检查。截止 2020 年 5 月底，共督查在建项目 34 个，
并要求整改单位按“五落实”要求进行全面整改。
四、安全监督工作通报
为强化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参建责任主体安全行为，切实消除施工现场
安全隐患，依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规程》等要求，我站对全市
在建建筑施工项目开展安全监督抽查或专项检查，对发现的安全
生产事故隐患和不良行为，签发了停工整改通知书。现将 5 月停
工整改项目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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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停工整改项目通报
序号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存在问题
1. 文明施工：(1)建筑垃圾未及时清理(2)扬
尘材料堆放未覆盖。
2. 施工用电：(1)配电室未配备合格的消防器

昆山市城北中学艺体

1

馆新建装饰工程（装
饰、安装）

材(无灭火器，未设应急灯，无黄沙箱)(2)总
江苏创佳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

配箱漏保选型不正确，未设接线排(3)电缆线
随意拖拉，开关箱一箱多用
3. 满堂脚手架：(1)专项方案内容不全面，缺
乏针对性不能指导现场施工(通道部位搭设方
案中未提现)
4. 安全管理：(1)检查时安全员不在现场
1. 高处作业：(2)3#楼与 2#楼连廊处临边防
护栏未设置(3)3#厂房东侧消防水池检修口无
临边防护，检修口内使用木质简易爬梯(4)1#
厂房洞口防护不严密(5)2#楼预留洞口（大于
20*20）钢筋网片未固定牢靠。
2. 施工用电：(1)同一个开关箱直接控制 2 台
及 2 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且现场电缆
线随意拖拉)

2#厂房,3#厂房,1#仓

2

4.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1)3#楼内脚手架脚手

库,2#仓库及消防水

江苏德禹通建设有限公

板铺设不到位(2)2#厂房首层未设置硬隔离措

池泵房,1#连廊,2#连

司

施(3)1#厂房楼梯口粉刷平台搭设不规范，立

廊,事故池

杆倾斜，无防护栏杆，脚手板未满铺(4)连墙
件设置数量不符合方案和规范要求(抽查 2#
楼)(5)1#厂房内堂脚手架搭设不规范，扫地杆
局部未设，抛撑设置数量不足
5. 文明施工：(1)灭火器材失效(2)疫情期间,
项目大门口未见相关防控人员，体温测量点已
撤离。
6. 施工机具：(1)现场电动推车无相关报验手
续。
该工程于 2020.5.11 下午 18:50 左右，主楼施
工电梯 20.21 层进出口西侧平台模板发生火
灾，于 1 小时后火势得到控制，并于 19:45 分

3

商业酒店及室外配套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左右将失火外平台扑灭，具体失火原因在调查
中。1、施工现场的临时消防用水设施提前拆
除，正式消防用水未投入使用；2、现场未设
置集中吸烟点，楼层作业工人烟头乱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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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管理：(1)特种作业人员（1 建筑电工
/2 建筑架子工/3 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4 建筑
起重机械司机/5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6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7 建筑焊工/8 建筑
施工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9 桩机操作工/10 建
筑混凝土泵操作工/11 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机动

中金华东数据中心扩建

车司机/12 其他特种作业人员）所持证书非建

项目-7#建筑（中央机房

4

2）,8#建筑（中央机房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

3),9#建筑（中央机房

公司

设主管部门核发的资格证书(电焊工 1 人)
2. 施工用电：(1)同一个开关箱直接控制 2 台

4),10#建筑（中央机房

及 2 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2)电箱进出

5),室外连廊

线 混乱 (未 按电 焊机 专 用箱 规范 )(3) 电 箱无
门、无锁、无防雨措施
3. 高处作业：(1)钢筋网片未固定牢固(抽查
7#楼 3 层)
4. 施工升降机：(1)平台门设置不符合规范要
求(抽查 7#南侧电梯)
一、临时用电 ：(1)违反“三级配电”要求，
用电设备直接接二级箱，现场存在违规使用拖
线板现象。（7#楼 1 层，5#楼 6 层） 二、悬
挑式卸料平台：（1）卸料平台钢丝绳绳卡设
置与方案不一致，绳卡间距、安全环设置与方
案不一致（3#6 层、5#楼 6 层）； 三、塔式起

浦岸花园 3-5#住宅楼、
7#住宅楼、6#配套用房、

5

门卫 1、门卫 2、变电所
1、变电所 2、垃圾房、

淮安市永利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重机：（1）6#塔机积水严重（2）6#塔吊防坠
装置虽安装，但司机未使用该防坠设备； 四、
高处作业：（1）5#楼工人搭设脚手架时未设
置“生命线”；（2）地库 D6 区域支模架 2 名

地下车库

工人未带安全带，工人作业在木方上施工；
五、扣件式脚手架：（1）7#楼外脚手架与建
筑主体结构间距过大，未见相应防护措施；
六、安全管理：
（1）未严格落实昆住建通（2020）
46 号文件要求，未开展建筑工人健康管理。
一、安全管理：（1）、PC 构件的堆放场地不
符要求，现场叠合板堆放 7 层（2）违反昆住
建（2018）169 号文件要求，未严格落实加强
混凝土泵送施工安全管理，验收记录不完整；
二、扣件式脚手架：（1）1#楼外脚手架与建

花桥经济开发区金淞路

6

北侧、远国路西侧商住

淮安市永利建筑工程有限

用房项目-1#住宅（桩

公司

筑主体结构间距过大，未见相应防护措施；
三、安全管理： （1）抽查现场电焊作业人员
周义、杨明亮，未见特种作业资格证书； 四、

基）,2#住宅（含桩基）

模板工程：（1）抽查 1#楼 5 层扫地杆设置不
到位，局部梁底未设置立杆； 五、临时用电 ：
(1)违反“三级配电”要求，用电设备直接接
二级箱，现场存在违规使用拖线板现象。（1#
楼 1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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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华东数据中心扩建

1. 安全管理：(1)针对我站 5 月 6 日开具的局

项目-7#建筑（中央机房

7

2）,8#建筑（中央机房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

3),9#建筑（中央机房

公司

部停工整改通知书，该项目未能在限定时间内
整改完成，现场施工用电部位仍存较多隐患
(2)未严格落实昆住建（2020）46 号文件要求，

4),10#建筑（中央机房

未进行健康普查。

5),室外连廊

1. 文明施工：(1)施工现场无消防水源(临时
消防水管过早拆除)(2)未按要求配置消防灭

苏州外国语学校昆山校

8

区-宿舍、食堂（含人防、

江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火器材
2. 施工用电：(1)同一个开关箱直接控制 2 台

桩基、门卫 5）

及 2 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
花桥经济开发区商务中
心内、312 国道南侧（H
地 块 ） 商 住 用 房 及 312

9

国道南侧、兆丰路西侧
（地下）社会停车场-鑫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

1、发生火灾

宇 嘉 苑 1# 楼 （ 26+ 地 下
2F）

1. 施工用电：(1)施工现场无总配电箱，未
做到三级配单二级保护(2)二级箱保护零线断
线，接线不规范

10

昆山同昌汽车新材料
有限公司 5#厂房

2. 安全管理：(1)现场项目经理、安全员未
江苏瑞羽建设有限公司

到岗(2)安全防护用品未见发放到个人发放记
录(3)公司企业负责人，公司安全科带班检查
流于形式
3.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1)钢管扣件未见检
测报告
1. 高处作业：(1)电梯井口未设置防护栏杆
或固定栅门(二层、三层各大小电梯井)(2)进
入施工现场的人员未佩戴安全帽(三层脚手架
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多人未佩戴安全帽在
场地内休息)(3)二层三层幕墙施工位置临边

11

昆山市腾隆金属制造

昆山圣康建设工程安装

有限公司 2#厂房

有限公司

防护未设置(4)脚手架上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
带
2.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1)未按规范要求设
置（纵向/横向）扫地杆(各层脚手架部分扫地
杆缺失)(2)抽查一层三层内脚手架违规使用
挑板
3. 施工用电：(1)配电系统未按“三级配电”
设置(配电箱私拉乱接，未设开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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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1)抽查 20 号楼，北
侧立面连墙件数量不足(2)抽查 13 号楼一层挑
空位置脚手架扫地杆缺失
爱丽舍皇家-爱丽舍

12

皇 家 花 园 9#-21# 、
27#-28# 、 30#-36# 住

2. 高处作业：(1)操作平台的组装不符合设
江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宅楼及地下车库

计和规范要求(抽查 13 号楼，楼梯口操作架杆
件缺失较多)(2)电梯井口未设置防护栏杆或
固定栅门(抽查 13 号楼，井内架体满封)(3)抽
查 13 号楼，3 层阳台位置防护栏杆缺失
3. 文明施工：(1)建筑材料、构件、料具未
按总平面布局进行码放

周市镇长江北路东侧、

13

优比路北侧住宅（1#住

1.存在 4 人不戴安全帽现象；2.现场大面积裸

宅楼、2#住宅楼、3#养

露堆土未覆盖；3.钢结构洞口及钢梁位置未设

老服务及社区用房、4#
配电房、5#住宅楼、6#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置安全平网，部分钢梁上未设生命线；4.钢结
构施工，楼面四周未设防护栏杆；5.未见总配

住宅楼、7#住宅楼、8#

电箱，分配电箱私拉乱接；6.物业用房钢结构

住宅楼、9#配电房、非

吊装方案未备案，汽车吊进场未见验收。

人防地库）

1.基坑东侧顶部未设置防护栏杆；2.上下通道
不符合要求；3.安全管理台账多册缺失；4.保

14

巴城镇通澄农贸市场标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建设工

护零线未接地；5.总配电箱有一路未设分路隔

准化建设改造工程

程有限公司

离开关；6.未见二级配电箱；7.一箱多用，且
使用拖线板；8.总配电室内违规堆放易燃材
料。
1.内脚手架上无可靠立足点的作业人员未佩
戴安全带；2.未见今年以来安全技术交底和验
收记录，暴露你公司安全管理严重缺失；3.未

15

2#厂房及连廊,2#厂房

昆山市周市建筑安装工程

及连廊（桩基）

有限公司

见今年以来公司、项目部安全记录；4.现场及
脚手架上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5.抽查厂房
二层，连墙件数量严重不足；6.楼梯未拆模处
防护栏杆缺失；7.违规使用拖线板；8.厂房内
停放电瓶车充电，私拉乱接；9.项目经理未到
岗履职。
1.在 2 米以上的无可靠安全防护设施的高处作
业时，未悬挂安全带；2.脚手架搭设过程中未
按要求设置生命线；3.未见企业负责人带班检

巴城污水处理厂扩建工

16

程-巴城污水处理厂扩
建工程

查记录；4.北侧基坑南面边坡部分位置未按方
江苏中湖市政园林工程有

案设置钢筋网喷浆；5.南侧脚手架搭设四步以

限公司

上，未设置可靠的防倾覆措施；6.脚手架分段
搭设、分段使用未办理分段验收；7.南侧水池
外围边沿处，没有设置外脚手架的工程未设置
防护栏杆；8.操作平台搭设不规范，违规使用
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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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2 米以上的无可靠安全防护设施的高处作
业时，未悬挂安全带；2.脚手架与建筑物结构

17

15#社区及物业用房

苏州市新绿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间距较大，未采用硬隔离措施；3.分层施工的
楼梯口未安装防护栏杆；4.违规使用拖线板；
5.同一个开关箱直接控制 2 台及 2 台以上用电
设备；6.操作平台搭设不规范，违规使用挑板；
7.操作层大量杆架缺失，存在安全隐患。

陆家镇南圩路南侧、

1. 悬挑式脚手架：(1)悬挑脚手架搭设与方

富荣路西侧地块住宅

案不符，部分悬挑钢梁无拉杆，悬挑梁下无锚

项目 1#-16#住宅楼、

固点。

地下车库、物业综合

18

楼、幼儿园、幼儿园
配电房门卫、变电所、

上海舜恒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社区物业楼配电房、

2.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1)5 号楼外架连墙件
设置不足，且首层未设置硬隔离措施
3. 高处作业：(1)抽查 5 号楼 15-23 层，楼
层内预留洞口未设置钢筋网片

变电所开关站、变电

4. 安全管理：(1)现场部分安全隐患详见停

所开

工整改通知书。
1. 文明施工：(1)现场冲洗台未设置，部分
泥土带出施工现场(2)施工现场作业区和生活
区主要道路未进行硬化处理(施工现场主干道
未硬化)(3)裸露的场地未采取覆盖、固化或绿
化 等措 施(4) 现 场未 按要 求安 装 视频 监控 系
统、喷淋系统、实名制考勤系统
2. 安全管理：(1)特种作业人员（1 建筑电工
/2 建筑架子工/3 建筑起重司索信号工/4 建筑
起重机械司机/5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6

意大利面、鲜湿面、

19

挂面生产项目-挂面
车间,公厕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7 建筑焊工/8 建筑
福建省惠东建筑工程有

施工机械安装质量检验工/9 桩机操作工/10 建

限公司

筑混凝土泵操作工/11 建筑施工现场场内机动
车司机/12 其他特种作业人员）所持证书非建
设主管部门核发的资格证书(2)项目经理变更
未办理相关手续(备案项目经理不在现场，变
更项目经理手续未完善)
3. 起重吊装：(1)汽车吊支撑腿未按要求垫
钢板
4. 施工机具：(1)桩工机械未按要求整改完
成不符合项取得合格检测报告，现要求施工单
位整改合格后委托其他备案检测机构重新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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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施工用电：(1)总配电房大门不防火，总
配电柜配置不合格(2)现场多个开关箱保护零
线未跟通，个别开关箱一箱多用。

20

昆山市新豪机械有限

昆山市东莲建筑实业有

公司 3#厂房

限公司

2. 模板支架：(1)纵、横向水平杆（间距、
连接）不符合规范要求(板下支模、梁下支模
联系杆未做到三道两个方向设置到位)(2)梁
两侧立杆顶部扣件未扣(3)设置的（竖向/水
平）剪刀撑不符合要求(与方案缺一道水平联
系杆，缺竖向剪刀撑)。

张浦镇新吴街北侧、
锦上路西侧地块住宅
用房项目 1#-3#住宅
楼、5#-10#住宅楼、

21

1. 模板支架：(1)支架搭设完毕未按要求组

11#物业用房、12#住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宅楼、15#-17#住宅

限公司

织验收(10 号、15 号楼地下室模板专家回头看
不合格部分已浇筑。)

楼、18#楼(配电房)、
19#楼（配电房）、20#
楼（配电房）、地下
汽车库
1.现场未见安全资料；2.现场未见九牌一图及
安全标志；3.现场未见项目经理与安全员；4.
施工现场积灰积尘较多，未有效落实扬尘防控

22

昆山市金格英语培训

盐城市途顺建筑工程有

措施；5.现场未设置办公区；6.未在危险性较

中心室内装修工程

限公司

大分部分项施工前编制专项方案；7.操作平台
的临边未按规范要求设置防护栏杆；8.配电系
统未按“三级配电”设置；9.配电系统未按“二
级漏电保护”设置。
1. 塔式起重机：(1)塔司攀爬塔吊未使用防
坠装置（安全绳自锁器）
2. 模板支架：(1)7.8 米的支模体系，未设置
安全平网（5-8 米设置一道，8 米以上至少两

苏州朝朝兴文具有限

23

道）

公司-1#车间（含桩

江苏振泰建设工程有限

基）,2#车间（含桩

公司

3. 扣件式钢管脚手架：(1)脚手架生命线未
设置

基）,配电房

4. 文明施工：(1)建筑材料、构件、料具未
按总平面布局进行码放
5. 施工用电：(1)开关箱一箱多用，多个电
箱保护零线未接
6. 安全管理：(1)进场工人均未做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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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明施工：(1)建筑材料、构件、料具未
按总平面布局进行码放(模板材料堆放混
乱)(2) 施工现场作业区与办公、生活区未严
格分开(作业区与办公区未做隔离)
昆山市奥博汽配有限

24

2. 基坑工程：(1)设置的专用梯道不符合要

公司汽车配件组装项

浙江裕众建设集团有限

求(使用爬梯上下，未设置上下通道)(2)未严

目-5# 厂房,6#厂房,

公司

格遵守先支撑后开挖的原则，现场钢围檩未设

办公及消防泵房

置
3. 施工用电：(1)钢筋作业区，施工用电保
护零线未接，电线乱拖乱拉未套管防护，开关
箱存在一箱多用的现象，钢筋作业防雨棚设置
不规范。

25

昆山市胜丰五金木业有

昆山市鑫阳建筑工程有限

限公司车间 C

公司

钢结构作业，一名工人未系挂安全带。

1.裸露的场地和堆放的土方未采取覆盖、固化
和绿化等措施；2.施工道路积尘严重；3.洞口
防护不严，短边大于 20cm 的洞口需设置钢筋
网片；4.抽查基坑开挖，耳板牛腿方案中间间
距为 1.6m，实际间距为约 4m，且方案中尺寸

2#住宅楼、3#配电房、

为 300mm，实际为 100mm；5.开挖处电缆线未

开闭所、4#住宅楼、5#

26

配电房、开闭所、6#-10#

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住宅楼、20#垃圾房、M1#

采取防护措施；6.楼梯临边防护缺失；7.外脚
手架生命线安全绳未设置；8.外脚手架部分区
域未用安全网封闭，内外侧防护栏杆缺失；9.

门卫及地库

现场未采取三级配电二级漏电保护系统；10.
围挡不平整，未设置公益广告；11.地库模板
支撑系统，立杆垂直度不足，扫地杆缺失较多，
梁底下立杆间距过大约 1m，地库顶板上作业面
临边防护栏杆缺失，堆放材料过多。

（二）监理行为整改项目通报
序号

工程名称

监理单位

存在问题

2）,8#建筑（中央机房

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

(1) 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3),9#建筑（中央机房

有限公司

中金华东数据中心扩建
项目-7#建筑（中央机房

1

实施监理。（通报两次）

4),10#建筑（中央机房
5),室外连廊

2

商业酒店及室外配套

昆山新意建设咨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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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实施监理。

张浦镇新吴街北侧、
锦上路西侧地块住宅
用房项目 1#-3#住宅
楼、5#-10#住宅楼、

3

11#物业用房、12#住

(1) 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江苏全世泰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宅楼、15#-17#住宅

实施监理。

楼、18#楼(配电房)、
19#楼（配电房）、20#
楼（配电房）、地

五、提请行政处罚情况
2020 年 5 月共对 4 家企业、3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
项目总监）提请暂停在昆承接业务处理。
（一）、提请暂停企业在昆承接业务
序
号

企业名称

处罚原因

移交部门

1

江西省中宁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关于建筑施工现场节后复工暨建筑起重机
械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

建工科

2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筑施工现场节后复工暨建筑起重机
械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

建工科

3

安市永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4

上海舜恒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昆住建〔2020〕157 号关于花桥金淞路北侧、
远国路西侧浦岸花园项目质量安全隐患处
理情况的通报
昆住建〔2020〕160 号关于陆家镇南圩路南
侧、富荣路西侧地块住宅项目“5.10”火
灾事故处理情况的通报

建工科

建工科

（二）、提请暂停人员在昆承接业务
序号

姓名

职 务

企业名称

1

邰绍亮

项目经理

江苏德禹通建设有限公司

2

庾云洪

项目经理

北京城建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

胡

冰

项目经理

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

李敬文

项目经理

昆山市城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5

孙杰雷

项目经理

昆山市华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6

常代平

项目经理

江苏农垦盐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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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敏军

项目经理

昆山陆家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8

郭

梅

项目经理

江苏前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

林

斌

项目经理

昆山市周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

袁

伟

项目经理

昆山市周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1

易守忠

项目经理

江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2

曹晓欢

项目经理

淮安市永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3

周

杰

项目经理

淮安市永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4

朱一凡

项目经理

上海舜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5

张保征

项目经理

淮安市永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6

苏建明

项目经理

江苏德禹通建设有限公司

17

方

武

项目经理

江苏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8

周健文

项目经理

江苏兴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

俞坤根

项目经理

昆山升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20

章宝荣

项目经理

上海家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1

王路遥

项目经理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

陈

翊

项目经理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

夏永祥

项目总监

昆山市恒昌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24

陈文龙

项目总监

苏州三联建设顾问有限公司

25

樊惠男

项目总监

苏州工业园区恒和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6

邓

武

项目总监

江苏众信工程投资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7

鲁宝辉

项目总监

昆山市鼎森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28

宋为俊

项目总监

江苏森鑫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9

宋为干

项目总监

江苏森鑫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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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王次田

项目总监

江苏誉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1

侯建栋

项目总监

江苏誉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六、安全隐患分布分析图
根据安全监督员开具的隐患整改通知书中涉及的安全隐患
条文汇总分析得出，安全管理、文明施工等企业管理行为中发现
的隐患较多。现场实体中扣件式钢管脚手架、高处作业、施工用
电等出现的安全隐患较多。其中文明施工、高处作业、安全管理、
施工用电占总的比重较大，发现的隐患较多。
详细分析图如下：

七、典型安全隐患排查案例
1.项目名称：2#厂房
2.建设单位：昆山市腾隆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3.施工单位：昆山圣康建设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4.监理单位：江苏泰泽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施工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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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未按三级配电要求设置。
（2）文明施工

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未佩戴安全帽。

（3）高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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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井口未设置防护栏杆或固定栅门。

注：以上内容不含昆山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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