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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绵住建委函〔2019〕548 号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第三次建筑施工安全、
消防安全、扬尘整治、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

综合大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区（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监督机构，各建设、施

工、监理单位：

为深入贯彻《关于切实做好安全生产领域“防风险、保安

全、迎大庆”工作的通知》（绵安办〔2019〕57 号）等文件精神,

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节前安全生产管理、大气污染防治、防汛

减灾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工作，强化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市住建委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第三次建筑施工安全、消防安全、扬尘整治、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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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资支付保障综合大检查”工作。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共检查工地 198 个，其中市本级监管项目 130 个，高

新区 23 个，涪城区 6 个，游仙区 6 个，经开区 26 个，科创区 4

个，金家林园区 2 个，仙海区 1 个。共打分评价 175 个项目，

因未开工、停工未评级工地 25 个。

具体抽查塔吊51台，施工电梯42台，施工机具约 312台(含

砂桨搅拌机、焊机、圆据、钢筋加工机械及手持电动工具等）。

本次检查共发出《责令整改排除安全隐患通知书》34 份，

《局部停工整改通知书》1 份，立案处罚 7 件，《执法建议书》6

份，查找隐患点源 436 处，已完成整改 436 处，整改合格率 100%；

对存大重大隐患点源 7 个项目，督促要求整改并予以立案查处。

经综合打分评定，评出 A 类工地 31 个，占比 18%；B 类工

地 136 个，占比 77%；C 类工地 8 个，占比 5%；（见附件 1）。

二、具体检查情况通报

（一）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方面

1.好的方面：大部分项目能够按照市住建委要求执行施工

企业负责人落实带班安全生产检查，并建立有自查方案、问题

清单、和整改闭合资料，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建立整治

台账；五方责任主体单位签署了授权书，签定了《安全生产责

任承诺书》；对入场工人进行了三级教育、安全技术交底资料基

本完善。较为突出的有：经开区 S8 至绵吴路道路工程、长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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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二期（A、B 地块）（9-12#、14-17#楼及地下室）、嘉来.南河

广场、滨河南路道路综合改造工程（安昌桥至白衣庵）、福星.

上江城(B、C 区）、朗基.俊园 1-6#楼、地下室。

2.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企业未按要求开展自查。较为突出的有：融创九

阙府 1-14#楼及地下室（已立案查处）。

（2）部分项目企业负责人带班检查的内容不齐全。较为突

出的有：利奥·观澜盛景（已立案查处）、绵阳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扩建工程（已立案查处）。

（3）部分项目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针对性不强。较为

突出的有：良居商业中心（已立案查处）、中玮海润＆桃源麓（已

立案查处）。

（二）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方面

1.好的方面：

受检各项目安全措施方案编制、审批程序基本完善；安全

技术交底、教育资料基本齐全；受检的特种作业人员均持证上

岗，项目定期安全检查资料基本齐全；大部分项目现场脚手架、

支模架、施工用电、临边洞口防护等实体安全总体可控，较为

突出的有：科学城污水处理厂尾水外排管线建设项目、朗基.俊

园 1-6#楼、地下室、福星.上江城(B、C 区）、长兴·星城二期

（A、B 地块）（9-12#、14-17#楼及地下室）。

2.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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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别项目脚手架局部基础不平不实，未采取排水措施，

扫地杆和连墙件不足，水平防护不到位。吊篮脚手架未采取防

晃动措施，未见吊篮安全巡查记录。较为突出的有：绵阳市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扩建工程（已立案查处）、融创九阙府 1-14#

楼及地下室（已立案查处）、利奥·观澜盛景（已立案查处）。

（2）个别项目部分用电器施工用电未按一机一闸一漏一箱

设置，电动吊篮配电箱未接地。较为突出的有：剑南路道路改

造工程（西山南路一环路）工程（已在限期内整改）、良居商业

中心（已立案查处）、中玮海润＆桃源麓（已立案查处）。

（3）个别项目孔桩、坑洞、楼层临边防护不到位，作业人

员临边作业未按要求系挂安全带。较为突出的有：绵阳火车客

站广场人行天桥工程（已在限期内整改）、利奥·观澜盛景（已

立案查处）、绵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扩建工程（已立案查

处）。

（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方面

1.好的方面：

受检项目针对危大工程均编制了专项方案，并按程序进行

了审批，同时施工单位具有相应资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在进

行超危大工程施工时，大部分施工企业负责人到场按要求进行

了带班检查。较为突出的有：上马.汇金。

2.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别项目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归档不规范。较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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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有：华润置地.绵阳 D3 地块 2、3#楼、地下室项目（已在限

期内整改）、绵阳东辰聚星国际学校（已在限期内整改）、绵阳

市聚星国际幼儿园基坑开挖（已在限期内整改）。

（2）个别项目存在危大工程专项方案未经专家论证，未完

全按照危方案施工的情况。较为突出的有：绵阳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扩建工程（已立案查处）。

（3）个别项目危大工程标识牌字迹模糊，场地内土方堆放

过高，形成较高的边坡未采取防护和警示措施。较为突出的有：

聚贤山庄（已在限期内整改）。

（四）工地大气污染防治方面

1.好的方面：

绝大多数施工单位的扬尘防治的意识和施工水平有了显著

的提升，施工围挡、喷淋、冲洗设施、湿法作业等降尘抑尘措

施基本到位，均配置了一定数量的抑尘设备，配备专职清扫保

洁人员，各具备安装条件的项目安装使用 PM2.5、PM10 监测设

备情况总体较好；各项目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等工作基

本均按要求开展。基本均按要求在工地围挡上设置公益广告。

较为突出的有：绵阳市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察业务用房、西南

科技大学综合教学实验训练中心、科技城集中发展区核心区东

片区支路网、天乙商业楼、科学城污水处理厂尾水外排管线建

设项目。

2.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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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别施工现场材料堆放凌乱，无材料标示。现场卫生

较差，建渣未及时外运，到处乱堆乱放；部分工地外脚手架安

全网有损坏和污染现象。较为突出的有：绵阳市公共实训基地

建设项目（已在限期内整改）、九州跃进路 16 号二期项目

7#--13#楼及地下室（已在限期内整改）、良居商业中心（已立

案查处）。

（2）个别项目未按要求对施工现场非作业面裸土进行覆盖

或覆盖不严密，降尘湿法作业设施数量不足，未有效使用，车

辆拖带泥土污染城市道路。较为突出的有：领地.天屿 1#-7#楼

及地下室（已在限期内整改）。

（五）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管理制度》工作方面

1.好的方面：

绝大部分项目不同程度按要求完成了开专户、录入工人信

息、办理工资卡和专户直发工作。较为突出的有：嘉来.南河广

场、天乙商业楼、绵阳市一环路北段东延线（二标段）。

2.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因办卡人数较少、银行排期太慢、安装位置不好确定

等原因，银行未在大部分项目安装考勤系统。

（2）个别项目虽然办理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但建设单

位未向专用账户转账，未实行直发。

（六）消防安全工作方面

1.好的方面：



- 7 -

受检项目均建立了消防安全责任制度，编制了消防应急预

案，基本按要求设置消防设施，开展了消防应急演练。大部分

项目进行了消防安全检查，并有记录。较为突出的有：西南科

技大学综合教学实验训练中心、中梁.御府、长虹国际项目四期

7-12#楼，A、B 地块地下室、朗基.俊园 1-6#楼、地下室、科学

城污水处理厂尾水外排管线建设项目。

2.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项目无消防设施，楼层消防水源未上楼，水源不

稳定。

（2）灭火器配置不足，部分灭火器压力不足或失效。较为

突出的有：苹果国际社区 4#、5#、6#楼及地下室（已在限期内

整改）、盛景澜庭 1#-2#楼及地下室（已在限期内整改）、利奥·观

澜盛景（已立案查处）。

（七）建筑起重机械及监控系统方面

1.好的方面：

（一）各项目均按照市住建委《关于开展 2019 年第三次建

筑施工安全、消防安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综合大检查的通

知》（绵住建委函【2019】471 号）文件要求对施工现场塔机进

行了自查。

（二）所抽塔机专项方案齐全，并按程序进行了审批。

（三）多数塔机钢结构连接牢固完好、安全限位装置齐全，

起升机构钢丝绳及制动装置完好可靠，附着装置安装基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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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要求。

（四）绝大部分项目均采用了塔机安全监控系统，且建立

了监控台账。

2.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个别项目企业主体责任履职差，塔吊不同程度在重

要安全保护装置方面存在问题。较为突出的有：军民融合和上

市公司产业园（发出《执法建议书》建议立案查处）、恒大翡翠

湾（1—4#、10—15#楼及地下室）（发出《执法建议书》建议立

案查处）、南城.幸福里（发出《执法建议书》建议立案查处）。

（二）个别项目塔吊安全监控系统各项限位截断未使用，

不能预警，监控台账与运行台账数据不符合。较为突出的有：

春天里 B 幢、C 幢、D 幢、E 幢，地下室（已立案查处）。

三、通报表扬

检查中发现，部分项目施工安全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管理

有序，经研究，决定对“经开区 S8 至绵吴路道路工程”等 30

个项目予以通报表扬（见附件 2），希望各企业认真学习总结先

进管理经验，不断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四、通报批评

检查中发现仍有部分建设、施工、监理及分包单位未能有

效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能落实相关文件规定要求，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较差，经研究，决定对

“利奥·观澜盛景”等 9 个项目予以通报批评（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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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贯彻落实扬尘治理工作，持续保持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的高压态势，严管重罚，强调实效，注重施工过程常

态完善和保持。

（二）牢固树立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深入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适时开展项目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或各项目落实安全措

施方案情况的专项检查，督促项目严格落实施工方案。

（三）继续推进市区同步、同标落实《绵阳市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实施方案（试行）》（绵

建局发〔2018〕7 号）文件精神，一把尺子做好安全监督工作。

特此通报。

附件：1.2019 年第四季度安全动态监管分类名单

2.通报表扬责任单位一览表

3.通报批评责任单位一览表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30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