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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绵住建委函〔2021〕397 号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建筑施工交叉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县市区（园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市城建监察支

队，各在建工程项目部：

为有效管控高坠事故，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多发频发势头，

市住建委组织开展了“四不两直”暗访暗查行动，重点抽查了

在建项目安全隐患突出，安全教育、交底、管理不到位，责任

清单制管理不到位，参建各方管理人员不到岗，施工扬尘防治

不到位，应急预案编制落实不到位，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尤

其是在建项目预防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相关制度、措施不到位

等情况。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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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4 日至 2021 年 8 月 16 日，暗访组对全市 46

个项目进行了暗访抽查，从反馈的情况看，每个项目或多或少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个别项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分

析检查反馈的情况，充分反映了行政主管部门行政执法失之于

宽、失之过软；建筑施工生产责任主体单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两个行动”集中整治不力，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风险管控

措施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深入不彻底，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不到位，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安全技术交底不到

位，员工违规违法操作等问题突出。

（一）人员到岗履职不到位。17 个项目存在人员到岗履职

不到位的情况，占抽查项目总数的 37%，项目管理明显不到位。

（二）监理履职不到位。总监跨区域执业，监理员在多个

项目任职的情况仍然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三）防高坠措施不到位。34 个项目脚手架、吊篮及临边

防护存在问题，占抽查项目总数的 74%，必须立即整改。

（四）危险作业管控不到位。个别项目施工人员未戴安全

帽、未系安全带或佩戴不正确，员工违规违法操作屡禁不止。

（五）行业监管不到位。个别项目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行业监管部门未立案查处，也未下发整改通知书，行政执法过

松过软。

二、工作要求

（一）立即整改消号。各施工项目要坚持“隐患就是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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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比照问题清单，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坚决消除

安全隐患。被检查单位要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详见附件），立

即落实整改责任，务必整改到位。

（二）切实加强行业监管。各地行业管理部门一定要站在

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真正把安全生产作为体现忠诚担当、彰显

大局意识、衡量人民立场的关键工作，坚决履行行业监管要求，

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对存在较大隐患或明显违法违

规的要坚决立案查处，尤其是对人员不到岗、多公司执业、跨

区域执业和涉及危险作业的情况要坚决予以整改和处罚。

（三）切实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各地要准确把握夏季酷暑、

暴风雨、洪水、内涝等恶劣极端天气对安全生产形势的影响，

紧盯危大工程管控、疫情常态化防控、实名制管理暨农民工工

资支付等关键环节，认真开展安全风险研判，制定夏季施工专

项方案，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抓好安全责任落实。

各地要针对本次抽查情况，立即督促相关项目落实整改，

并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之前将本地整改和查处情况报送我委，

联系人：杨影，邮箱：1097903578@qq.com。

附件：督查问题清单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 年 8 月 24 日

mailto:109790357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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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督查问题清单
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问题

1 涪城区

四川省职业技术学校产教融合实训中

心工程

施工许可证人员没有及时更换；脚手架层间防护不严；临边防护

拆除，工人未系安全带；卸料平台反挂钢丝绳在钢管上，施工现

场无三级沉淀池；安全日志未签字；责任清单周检无记录。

8.6+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TFT-LCD）项目配套玻璃基板生产线

建设项目

清单制定责任人不完善，无检查频次计划。

青义幼儿园建设工程项目
吊篮脚手架生命绳受力点未单独设置，吊篮停放未落地；安全日

志无安全员签字。

2 三台县

人民医院门急诊住院综合楼建设项目

安全员王永俊不在岗；发热病人隔离室设置不符合要求；临边栏

杆未设置警示标识标牌；预防高坠措施不全面；技术交底签字不

是手写；技术交底无签章；施工许可证人员变更后，责任清单责

任人未同步变更。

梓州府·楠溪月
电梯防护口未使用工具式活动勺而采用铁丝绑扎；技术交底资料

不齐；

台北国际广场

悬挑脚手架防护层与主体间距大于 30cm，水平兜网需及时修整平

直；个别楼梯防护栏杆不稳定；悬挑脚手架编制不规范；无脚手

架平面图、剖面图、节点图；个别悬挑架保险绳未拉紧

3 经开区
三江实验学校

脚手架防护层与墙体间有 30cm 间距未封闭；个别临边脚手架移

动后未及时恢复到位；技术交底签字不符合要求；安全责任清单

不全。

三汇四季公园 建造师彭程、项目技术负责人卢善学、施工员邓鹏、质量员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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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问题

华、安全员刘子扬未到岗；悬挑脚手架保险绳松动；脚手架防护

层封闭不严；悬挑梁吊环实际施工与方案不符；楼层周边防护未

设立面安全网；安全日志无项目负责人，记录人签字；责任清单

高坠检查频次跨度过大；扬尘检查记录无责任人签字；应急预案

无应急物资储备，无应急演练资料。

国家经开区创新创业园建设项目 未设置发热病人隔离室；防护栏杆需加固。

4 仙海区

绵阳市仙海水利风景区文化旅游基础

设施徐家桥居民安置小区

施工单位安全员柴平平、余雷，材料员雷海未到岗；模板支架立

杆间距和横杆间距不符合要求；外架架体基础淤泥未清理；楼层

水平洞口防护不到位；进入楼内通道口设置不规范；楼层临边防

护局部不到位。

仙海环湖之路工程

施工单位施工员周婷，材料员蒋超不到位；施工专项方案的审核

审批手续不完善；未见危大工程管理方案，未见责任制清单，部

分机械设备操作人员未进行三级安全教育；施工现场大面积裸土

未覆盖；进出场冲洗设施设置不规范；围挡喷淋未开启。

5 梓潼县

梓潼县民俗文化创意园建设项目

施工单位材料员张君容未到岗；外架端部未设之字形斜撑，外架

无水平防护，落地式卸料平台立杆间距过大，剪刀撑未到顶；与

结构的拉结点不足；个别工人未戴安全帽；施工用电移动配电箱

设置不足；施工现场部分裸土未覆盖，主要道路未定期清扫，车

辆冲洗设施不完善。

东辰一品“一期”

施工单位质量员陈静、材料员陈英未到岗；楼层临边防护拆除后

未及时恢复，挑架层硬防护拆除后未及时恢复；吊篮脚手架屋面

支架底部垫板不规范，个别吊篮外侧未设安全网防护。

梓潼全民公共运动中心
施工单位质量员谭波、材料员刘文彬未到岗；双排脚手架无水平

防护，拉结点偏少，部分间距过大，剪刀撑设置不规范；满堂脚

手架无水平防护，无剪刀撑，立杆间距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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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问题

6 游仙区

四川移柯智能制造项目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郭辉不认识总监，不清楚监理公司名称，不清

楚工程名称，涉嫌挂靠；安全员胡伟未到岗；外架局部硬防护不

严密，拉结点偏少；卸料平台处立杆未及时增加到相应位置；楼

层临边防护拆除后未及时恢复；后浇带处模板支架搭设不规范。

游仙高新区三期统建安置房及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四批次

施工单位安全员钱明辉、材料员廖芷喻未在岗；外架水平防护上

的材料、建渣未及时清理；局部水平安全网及硬防护未及时恢复；

卸料平台锚环固定不到位；卸料平台与建筑物之间的水平距离未

满防护。

7 盐亭县

圣龙·福满两江项目

施工单位施工员桑柯未到岗；深基坑边坡（8米深）未进行支护，

未见施工方案及无专家论证；外架部分挑梁无保护钢丝绳；施工

升降机开口处未设置之字形斜撑；内立杆与建筑物空隙过大；楼

层临边防护拆除未及时恢复。

盐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

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冯勇彪、质量员邵燕、材料员赵熙未在岗；

外架拉结点未拉到立杆上；架体上堆放建筑材料未及时清理；模

板支架立杆下未设垫木，纵横向扫地杆和水平杆不齐。

8 安州区

盛达.华阳楼
临边防护孔网固定不到位；模板支撑未留人工通道；卸料平台比

例不符合规范；悬挑式脚手架工字钢过短；公告牌信息不全

阳光.溪山春晓三期

6＃塔吊未见保险资料；塔吊人员资料不匹配；未编制防高坠预

案；监理人员配备不齐、监理经费未体现；劳务用工合同基本信

息不全。临边防护未固定；外架堆放建筑材料；抽水坑洞口无防

护；施工用电未按规范设置；灭火器配备不足。

绵阳市安州区七一实验小学扩建项目 室内装饰阶段用电私拉乱接；现场材料堆放凌乱；高处作业人员

未系安全带。

威马汽车（四川）自动驾驶配套示 监理人员配置不符合规定；临边洞口封闭不到位；基坑周边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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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问题

范产业园项目（一期） 防护不到位；主配电箱基础存在积水现象；临时用电私拉乱接；

防汛检查资料上未见隐患。

9 北川县

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内儿科大楼

项目、业务用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三级教育项目名称错误，劳务用工合同信息不全；施工用电巡检

记录未见，电线未套管；基坑临边防护不到位。

亿丰国际商贸城

项目经理执业不符合条件，总监跨区域执业，监理员在多个项目

任职；清单制未见；安全检查资料需细化；监理无整改通知单。

临边防护搭建不及时未见硬防护架体；电梯井内硬防护上建渣未

及时清理；顶层架体搭设无方案；临时人工通道未设置防碰棚；

建筑材料堆放临乱；配电箱未上锁、无巡检记录、无责任人存在

私拉乱接现象；塔吊电线未套管

擂鼓镇中心卫生院

管理人员人证不相符；总监未在岗，监理人员均未注册在该项目；

监理机构未进行自检，未进行巡查，未单独编制实施细则；清单

制未见；劳务用工合同未见。临街面未做行人安全通道；水平网

破损未及时更换；支模架、构件缺失；高处作业脚手架未满铺；

配电箱未上锁、无巡检记录、无责任人，私拉乱接，电线未套管。

10
科技城

新区

久远军民融合创新产业园

专监未见变更手续，监理员未注册到该项目；吊兰未安装防护网；

脚手架未安装防坠网；配电箱未上锁、未见标示标牌、私拉乱接

现象严重；存在现存搅拌行为。

兴隆社区统建房二期

专监存在多公司执业；监理机构未进行自检，扬尘治理资料针对

性不足；施工用电配电箱未上锁、无责任人、线路未套管、私拉

乱接现象严重；临边防护未按规定实施，外架堆放建筑材料；电

梯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绵阳少年儿童成长中心
监理员存在多公司执业；监理人员配备不达标，监理企业未开展

自检、未开展巡查；起重设备安全检查资料监理单位未改章；扬

尘治理细则未完善；施工用电箱体未上锁、私拉乱接；临时爬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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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问题

无防护；钢筋棚底部无固定架；垂直交叉作业高坠防护不到位；

灭火器配备不到位。

11 高新区

阳光·西雅图二期

安全员龙海不在岗，监理员陈波不在岗；吊篮未纳入危大工程公

示牌进行公示；作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考核试卷得分随意性大；

多人安全帽佩戴不规范；电梯井内水平兜网多处破损；局部楼层

临边防护未固定，防护不到位；个别楼层内临时用电未落实“一

机一闸一箱一漏”要求；部分吊篮工作钢丝绳与安全钢丝绳打结。

竹凌星光

安全员张雪梅不在岗，监理工程师邓军不在岗；安全技术交底只

有签字，没有注明交底时间；楼层临边防护局部未固定；多人安

全帽佩戴不规范；脚手架架体开口处横杆局部缺失；地下室开口

处洞口临边无防护；施工电梯进出口侧面局部防护不到位。

文泉·天筑

监理员伍伟不在岗；脚手架上建渣未及时清理；防高坠专项方案

未注明编制日期；拆模作业层临边局部无防护；未见项目安全带

发放、领取记录；材料堆码未设置标识标牌。

12 江油

天赋乐宜项目一标段

技术负责人干洁、施工员钟明华、安全员程帅、曾贤福、黄建波

不在岗，项目总监陈方正（请假）、监理工程师罗修平、高朝友

（请假）、监理员王友文不在岗；个别作业人员安全帽佩戴不规

范；卸料平台钢丝绳绳卡数量不足，卸料平台与建筑结构之间无

挡脚板；脚手架上建渣未及时清理；砌筑作业后的楼层临边位置

未及时恢复临边防护；建筑材料堆码未设置标识标牌。

锦江院子

项目经理黄茂权、项目技术负责人李小平、施工员谢芳金、安全

员杨勇、刘琨不在岗，监理工程师文和平、监理员刘山峰、王思

祎不在岗；1#楼电梯前室风井的洞口防护缺失，多处电梯井洞口

临边防护缺失，楼层多处临边防护缺失；钢筋作业区临时配电箱

位置设置不当，临时通道下支撑立杆悬空，通道明显下陷；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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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问题

作业人员安全帽佩戴不规范；作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考核有试

卷，无得分；1号楼悬挑脚手架立杆明显变形；建筑材料堆码未

设置标识标牌。

江油市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项目（一

期）

项目施工员蒲永松、沈欢、安全员胡洪兴、质量员胡晓光、李传

钰均请假不在岗，请假手续未经建设、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

认可。多名作业人员安全帽佩戴不规范，地下室顶板周边局部临

边防护不到位，地下室周边操作架支撑拉结数不足；塔机和信号

司索工的安全技术交底无具体时间。

13 平武

金月明城一期

各类专项施工方案均未加盖总监理工程师执业印章；未见危大工

程公示牌和民工工资公示牌；未见防高坠、防物体打击措施预案；

未见个别钢筋班作业人员、信号工安全技术交底资料；2号楼支

模架个别立杆变形；基坑支护未落实“边开挖、边支护”要求，

局部支护不到位；卸料平台钢丝绳斜拉角度过小；建筑材料堆码

未设置标识标牌。

华西·龙舟府二期

卸料平台未见限重标识牌；3号楼支模架未设置扫地杆；临边防

护多数未固定，个别楼层电梯井内硬防护缺失；未见安全带等劳

动防护用品购买、发放记录；防高坠预案措施不细；三级教育卡

个别二级教育人未签名。

平武县人民医院改建项目
项目总监理代政洪不在岗；多名室内作业人员安全帽佩戴不规

范；三级安全教育无教育人签名，考核流于形式。

14
市城建

支队

金和天府二期
局部临边防护不严密；防高坠方案不完善；安全技术交底无安全

员签字；未见安全责任清单。

公交·南耀府
发热病人隔离室设置不符合防疫要求；个别脚手架与墙体间封闭

不严；部分技术交底签字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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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存在问题

海天瑞府（一期）
施工单位施工员莫广南，安全员胡勇未在岗；专监彭志未在岗；

施工电梯处外架二端未层层拉结；卸料平台处外架立杆未及时补

加；楼层硬防护不严密。

远东.状元府邸

总监长期未在岗，部分人员不符合资质；总监、专监均未在场却

发出通知单，存在代签行为，且资料闭合较差；安全通道不符合

规范；作业层临边防护不到位，无防护网，外架堆放建筑材料严

重；悬挑梁两边插销松动；施工用电未设置开关箱，移动配电箱

未上锁，无责任人。

神州.雲庐

总监未到岗；自检、巡检未发整改通知，且未回复；安全交底主

讲人未见，清单制工作未见；架体因作业拆除，未及时恢复；临

边防护不到位，水平防护不严密；基坑周边斜坡系数不足，且存

在局部垮塌现象；现存存在搅拌现象；主配电箱安全距离不足；

塔吊配电箱下杂物较多且未上锁；泵车动力电配电箱钥匙未拔；

现场个别灭火器失效。

绵阳市中心血站迁建项目

项目经理、总监、专监、监理员均未注册在该项目；清单制未见；

劳务用工合同不规范；安全技术交底相关人员信息不完善；监理

机构未开展自检；配电箱未上锁、线体未穿管；基坑周边临边防

护不到位。

富绅·世纪柒御

技术负责人刘全华、安全员雒晓健，项目总监李蓉、监理工程师

蒋仕芳、监理员蒋咏梅、李慧君不在岗；未见三级安全教育考核

资料；未见防高坠安全技术措施；楼层部分临边防护未固定，部

分拆除后未恢复；卸料平台钢丝绳存在断丝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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