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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1、2016 年 10 月 8 日，龙湖 5#地块监理人员进行钢筋知识测试。

2、2016 年 10 月 15 日，在公司培训中心召开市政专题会议。

3、2016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张铭刚、高洁顺利晋升高级工程师。

4、2016 年 10 月 30 日-2016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总师办组织开展第三次内部综合大检查。

5、2016 年 11 月 23 日，龙湖 5#地块举行了安全文明检查标准第二次测试。

6、2016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全体党员在培训室开展“两学一做”学习党章。

7、2016 年 12 月 10 日，在公司培训中心开展安装专题会议。

8、2016 年 12 月 16 日，无锡建设单位来我公司进行考察工作。

9、2016 年 12 月，轨道办来我公司进行考察工作。

10、2016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刘凯、吴诚成、周杰、徐壮麟、王亚君 5人顺利晋升为工程师。

11、2016 年 12 月 20 日，公司 10 位同志顺利取得国家人防监理资格证书。

12、2016 年 12 月 23 日，新北区城建局领导和公司全体党员在公司培训室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党章。

13、2016 年 12 月 24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师办分两批组织员工监理考试，考核内

容为《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14、2016 年 12 月 27 日-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进行 2016 年度注册监理工程师述职。

行业信息速递：

1、2016 年 11 月 1 日，常州市建筑行业营改增实务讲座在常瑞宾馆举行，由江苏嘉和

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常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蔡桂如讲解营改增最

新政策和建筑企业实务操作，公司办公室主任钱云霞参加。

2、2016 年 11 月 9 日下午，省节能专项检查组对华润五期 A标进行节能专项检查，省检

查组检查项目主要分为现场和资料这二大项，对现场施工及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和

指导，要求现场严格按照《江苏省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进行施工。

3、2016 年 11 月 21 日下午，地铁项目部监理参加由轨道公司及八局项目部组织的参观

常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的活动。

4、2016 年 11 月 26 日，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动员部署会在常州金土地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公司王海波、周伟锋、高洁、胡为民、童宛平、钱奇峰参会。

5、2016 年 12 月 20 日下午，在常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报告厅召开市属学校基本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中期总结暨工程推进大会。周伟锋作为田家炳高级中学监理代表、钱奇

峰作为项目管理代表参加了大会。

2016.12.23 全体党员开展两学一做学习党章

2016.11.21 地铁项目部参加常州市预防

职务犯罪教育基地活动

2016.12.27-12.30 注册监理工程师述职

2016.12.10 在公司培训中心开展安装会议

2016.10.21 龙湖 5#地块安全文明检查标准

http://www.jgjl.com
mailto:jgjl@jgj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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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第三次内部综合检查通报

2016 年公司第二次内部综合检查结果排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得分 主要问题 被检查人

1 常州三院 88.3
监理日记重要信息漏记；部分砂浆材料检查结果未及时登记；质检员证过期；月进度审批意见缺对上月进度控制的审

批意见。现场质量、安全控制良好。
王海波

2 星河国际四期八区 87.4
监理日记重要信息漏记；监理月报无甲方签收记录；钢筋植筋拉拔检测报告未能及时提供；成章一安全员证过期；进

度报验无人机料；现场局部临边围护不到位。
张铭刚

3 电商大厦 87.2
幕墙工程无设计交底；总包项目监理、安全员证过期；定期安全文明检查三方签字不全；进度计划报审对于幕墙、装

饰工程应再细化。现场质量、安全文明控制较好，提醒做好吊篮施工日常安全巡检。
王海波

4 华润 F地块 87.2
监理月报内容安全内容要闭合；部分材料检测结果台账上未登记；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部分人员过期；3#

塔吊检测报告已过期，未能提供新的检测报告，现场质量、安全文明控制良好。
高洁

5 田家炳高中 87.1
监理日记水电内容较少，监理月报内容较简单；钢结构检测报告未能及时提供；部分安全网破损未修复或更换，局部

临时用电电缆线存在拖地或未用瓷瓶，脚手架钢竹排杂物未清理干净。
周伟锋

6 龙湖 5#地块 85.1

旁站细则无大型机械安全旁站内容（水电细则在甲方流转，未见）；10 月 30 日监理日记无内容；监理月报部分内容与

监理日记不符；施工组织设计无施工单位三部门会签；梁柱节点无旁站记录；建议总进度重新进行调整，阶段性进度

滞后，监理未分析。

钱奇峰

7 北港卫生院 85
监理日记部分无监理工作内容，总监未及时签阅；监理月报内容较简单；见证取样台账内容登记不全；质检员证过期；

进度滞后无分析与纠偏措施；现场有大面积土方，未能及时覆盖，请加强扬尘控制。
童宛平

8 新桥二小 84
监理细则无大体积砼内容；监理月报重要信息漏记；钢筋检测报告日期滞后于工序日期；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过

期；9月无安全通知单；现场土方开挖，请加强扬尘控制。
王海波

9 殷雪梅小学 83.9

屋面细则内容与实际不符，节能细则未按格式化文本编制；屋面防水材料未能及时提供；部分砌块材料检测报告未及

时在台账上登记；部分工序监理审批签字不全；一安全员、质检员证过期；塔吊加节无旁站记录；现场质量、安全控

制良好。

胡为民

10 港龙港威花园 83.9
装饰细则未及时编制；监理日记水电内容少，日记有 2日记一页现象；无梁柱节点旁站记录；钢筋检测报告日期滞后

于工序日期；定期安全文明检查无甲方、施工单位签字；现场部分楼梯洞口临边围护不到位，质量控制良好。
张文激

11 侨裕翡丽蓝湾 83.2

监理日记部分通知单未登记；无支护分包资质；监理月报安全内容较少；工序报验时间逻辑错误；定期安全文明检查

复查应注明复查日期；进度滞后无分析及纠偏措施；C1#临边围护未设置到位（脚手架拆除边）。基坑周边未设置安全

警戒线，安全警示标识缺失，别墅区材料堆放凌乱；现场有电缆直接悬挂在钢管上。

周伟锋

12 青洋幼儿园 82.5
装饰细则未能及时编制；无梁柱节点旁站记录；见证取样台账个别材料检测结果未及时登记；一份安全通知单未及时

回复；进度报验无人机料内容；现场材料堆放较凌乱，安全警示标志较少。
张文激

13 平岗星苑二期 82.3
监理日记重要信息漏记；门窗铝合金型材材料报验审批不及时；后浇带工序未报验；11#刚开，支护单位管理人员证书

过期；进度报验无无人机料内容；部分铝合金窗发泡不饱满；现场应加强扬尘控制。
钱奇峰

14 嘉禾尚郡 82

监理月报质量控制内容较少；监理平行检查未盖章；工序报验顺序错误；二建质检员、安全员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过

期；进度报验总监无审核意见，未签字；现场临时用电缺少三级配电箱，10#地漏位置有误，请复查；二次结构个别未

植筋；外脚手拉锚个别点焊，强度达不到要求。

周邦建

15 九龙仓 81.6

监理细则总监未盖执业章，无混凝土子分部内容；监理日记部分无内容，总监未及时签阅；施工组织设计报验无施工

单位三部门会签；见证取样台账部分材料检查结果未及时登记；工序报验逻辑错误；大型机械加节无旁站记录；进度

滞后未分析，无纠偏措施；17#混凝土浇筑，垃圾未能清理干净；17#吊模加固中擅自使用钢丝，存在渗水现象；金属

接地线盒锈蚀严重，需防腐处理或及时更换。

周邦建

16 嘉宏蔚蓝天地 78.4

监理细则中部分规范过期；监理日记重要信息漏记，发放通知单漏记；部分材料检测报告无报验面表；总包一安全员

过期；大型机械加节无旁站记录，无定期维修报验制度；安全通知单 9-10 月未发放。21#基坑积水，应及时排水，四

层楼梯板底部钢筋保护层不足；电缆未架空或埋地。

张文激

市政工程检查汇总

序号 工程名称 得分 存在问题

1 常州轨道交通 1号线 08标 87 无

2 江南路 81 1、通知单发放及回复未在日志中记录 2、临边围挡不到位，扬尘控制较差

3 大仓路 81 1、日志缺总监签字 2、缺管道旁站记录 3、安全围栏设置不到位、缺安全警示标语、现场裸土未覆盖

4 兴东路 80 1、台账记录有缺失 2、通知单发放及回复未在日志中记录 3、路上积水严重、过路管未包封

5 劳动西路 77
1、监理规划的封面缺签字 2、通知单发放及回复未在日志中记 3、缺第四期监理月报（11月份）

4、无导线点独立复核记录

6 春江路 77
1、缺水稳、沥青细则 2、缺水准点导线点独立复核记录 3、第一次工地会议纪要面表未盖章

4、6%灰土外观质量较差，拌灰用土土块体积较大 5、扬尘控制差，临边围挡不到位

7 幸福路 76
1、缺沥青、水稳细则 2、月报编制内容较简单 3、台账未分类且编号填写不对

4、缺导线点独立复核记录 5、10%灰土外观质量较差，局部有弹簧现象

8 紫荆西路、船舫北路 75

1、监理规划面表未盖公章，封面日期未填写 2、见证取样台账较乱未分类

3、无水准点、导线点独立复核记录 4、工序隐蔽记录签字不全，无水稳施工方案

5、水稳局部积水严重（纵坡控制不好），平石边砼加垫的区域较多（横坡控制不好），人行道砼厚度不足

6、缺少末端用电箱，局部井口未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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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季度检查评析

一、基本情况

2016 年第三季度列入考核项目 16个，日常检查项目 8个，与二季度比较，大部分项目已经进入装饰施工阶段。检查从 2016 年 10月 30 日开始，11月 23 日结束。本次检查关于立即

全面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常建〔2016〕265 号）、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安全大检查通知（常建〔2016〕261 号）及综合大检查表内容，对公司现有项目进行全覆盖检

查。本次检查重点是：工程实体质量安全、原材料现场抽检，现场安全文明管理，扬尘控制，人员“读图”考核，监理内部资料管理，以及年中非国注人员年终考核。市政检查项目（含

地铁项目）8个，由周总带队进行资料、现场质量、安全检查以及人员“读图”考核，项目管理工程未参与本次检查和考核，非本市项目也未参与检查。

1. 工程现场总体受控，管理有序

经现场巡查及抽测，对主体施工阶段的项目进行了混凝土回弹及钢筋直径的检测未见明显异常。对安装材料的直径，壁厚进行现场抽测，基本满足规范要求。现场监理基本能按常规

的操作程序工作，监理项目形势平稳，符合现行监理规范要求。整个三季度检查情况比二季度有略微提高，虽然新进员工比较多，但各工地监理人员工作状态整体受控。

2.现场监理安全履职，趋于常态化

现场监理对起重机机械、外架、模板支架、基坑工程、安全用电、吊篮等检查常态化，绝大部分工地未发现有明显违规情况，针对个别点，现场监理也出具通知单等书面整改意见。

安全履职形势总体平稳。

3.现场监理资料整理基本齐全、完整

资料管理基本都能满足建设局及公司要求，资料归类整齐，收集资料基本齐全。主体施工阶段的资料基本能与现场同步。归档格式及装订基本能按公司的统一要求，整理、摆放整齐。

4.员工考试、考核落实有力

所有员工均接受公司考试、考核。考试由总师办出题，考试结果全部通过；公司组织的非国注人员年终考核全部落实（包括外地人员），检查中各部门负责人现场参与考核，考核结

果真实，有效。除试用期员工外，参与此次检查的所有员工均参与考核。

二、存在问题

1.质量控制力度欠缺，细部控制不足

现场监理人员迫于各种原因，现场质量控制细度不够，特别针对散水等零星工程经常忽视，在看图纸时也未注意，以致验收时或者平时被甲方询问时经常一头雾水。屋面工程方面对

新的住宅通病防治方面未能掌握，施工方按常规经验做，监理方也按常规经验验收。知识的更新太慢，这个方面也反映了公司的宣贯力度不够。大部分装饰工程，因为未有工序验收，现

场监理人员的表现是较闲，而不是去仔细的专研图纸内容，致使验收时出现各种细节上的错误。

2.安全履职专业知识点掌握不够，需要提高

安全知识及规范的掌握程度很差，现场基本未看见安全类规范。安全规范有哪些内容，现场监理较茫然。安全规范的学习迫在眉睫，公司 95%以上的员工，安全履职靠蒙，靠运气，

现场安全巡查记录流于形式，每次内容雷同性 70%以上。装饰阶段的安全履职就更存在严重问题，各工地现场电缆线乱拉，电箱不按规范使用，对该类现象监理习以为常，从我们自己思

想上都未重视。甚至深基坑、高支模等重大危险源，现场监理都主要依靠安监站现场检查来控制，存在严重隐患。专家论证方案现场监理人员不看或者看不懂，影响了现场监理的安全履

职工作。

3.资料管理通病依然存在

监理日志记录重要信息漏记，还有部分工地只记录施工情况，无监理工作内容，部分工地监理日志无总监签字。监理细则缺少，针对性不强，套用的监理细则模板就简单改了下工程

概况，内容与图纸部分不符。甚至有工地基本的细则都未编制，仍有节能等细则未按规定格式文本编制。监理月报普遍内容偏简单，尤其是在主体阶段，几乎每月的监理质量、安全控制

雷同，且内容较少。大部分工地监理见证取样台账不全，材料检测报告向施工单位催促不及时，滞后。定期安全文明检查流于形式，三方签字笔迹一致。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及管

理人员的审核力度不够，证书过期未能及时察觉，五方责任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4.员工考核仍要加强

虽然本次员工考核均通过，考核成绩平均分达到 80 左右，比一季度检查平均成绩有进步，但是部分项目上，同一份试卷上人员的考核分数差距较大，尤其是一些新进员工，还需老

员工“传帮带”。

三、业主回访情况

本次业主考核打分普遍较高（基本 90分以上，100 分的有 3 个），说明业主对我公司现场监理服务质量还是比较满意，但是并不说明我们现场服务比较完美，部分业主可能碍于情面，

所以说业主评分存在虚高嫌疑。根据回访反馈来看，我公司现场监理人员与业主主动沟通还欠缺，还应该积极与业主进行主动沟通，提高业主的满意度。就打分的而言，比较低的是监理

设备，不仅仅是说现场要配置监理设备，甲方更想看见的是我们能够熟练的运用监理设备进行工程检测，更好地进行质量控制，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四、本次检查表扬、批评

房建：

1.表扬项目：常州三院工地，星河国际四期八区工地

2.批评项目：九龙仓工地、嘉宏蔚蓝天地工地

市政：

1.表扬项目：常州轨道交通 1号线 08 标工地

2.批评项目：紫荆西路、船舫北路工地

五、下一步工作

1.立即行动起来，将三季度公司检查存在的问题切实整改到位，以战斗的姿态迎接常州市第三次综合大检查，各部门务必拿到更好的成绩单。

2.公司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建工管理质量两年行动”，重点应放在执行力、监理服务质量提升上。

3．公司各员工应加强平时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及技能水平。

4.公司安装人员的学习和培养迫在眉睫，各部门要根据情况，物色内部人员着重提高。

总师办 2016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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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6 年第二次综合大检查获奖情况

互动平台

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2016 暖冬行动”的通知（常建〔2016〕286 号）

各辖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目前，我市已进入冬季施工期。冬季气温低，风、雪、雾天气多，是各类施工事故的高发期。特别是江西宜春“11.24”特大事故的发生，再次给安全生产工作敲响了警钟。为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国务院、省、市政府系列会议精神,保障冬季施工安全和 2017 年元旦、春节期间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

预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经研究，决定从 2016 年 12 月 21 日起至 2017 年“两会”结束，在全市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2016 暖冬行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冬季安全生产工作

进入冬季，霜冻、严寒、冰雪、雨雾、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临近年底，施工任务繁重，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给安全生产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增大了防事故、保安全的压力。各级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程参建各方要认真吸取“11.24”事故教训，充分认清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高度重视冬季恶劣天气下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各单位、

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抓落实，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到当前各项工作的首位，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扎实做好冬季安全生产各项防控工作。

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使全体从业人员和全社会都认识到抓好冬季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防范意识、责任意识，有效减少和避

免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市建筑施工安全形势的稳定。

二、切实抓好冬季安全生产预防预控工作

冬季恶劣天气会给建筑施工带来困难，工程参建各方要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周密部署，扎实做好“防火、防冻、防雪、防滑、防高坠、防坍塌、防触电、防中毒以及防扬尘”

为重点的预防预控工作。建设单位要严格工程承包管理，不得随意压缩合理工期；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严禁抢工期、赶进度等危及安全生产的行为。

1．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工程参建各方要规范施工现场管理，防护棚、防护栏杆、安全防护网以及脚手架搭设必须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安全警示牌设置醒目；登高作业人员

必须配戴防滑鞋、防护手套等防滑防护用品，并按要求正确戴好安全帽、系好安全带；遇到大雨大雾等恶劣天气时，要立即停工，严禁恶劣天气强行组织施工作业。

2．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重大危险源监控。工程参建各方要结合省住建厅《关于加强当前建筑生产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全省建筑施工预防坍塌事故专项整治

和安全检查工作方案》及市城乡建设局《关于立即全面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常建〔2016〕265 号）文件精神，继续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对施工现场进行

全面的隐患排查和隐患整治。重点检查脚手架、模板支撑、深基坑支护、卸料平台、起重机械设备等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的薄弱部位和重要环节，并保证检查频率，确保检查质量。检查

要做到“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人，确保隐患整改到位。突出抓好基坑支护、土方（隧道）开挖、脚手架、模

板支撑体系以及起重机械安装、吊装及拆卸等危大工程的预防预控工作，施工时要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有效采取冬季施工安全防护措施，注意观测，发现隐患及时整改，避免发

生坍塌、坠落等事故。

3．严抓冬季消防安全管理。工程参建各方要认真按照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2016 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要求，落实《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规定，

建立健全冬季施工消防安全责任制、节假日防火值班制度。严格执行施工现场动火作业、施工及生活用电、各类易燃可燃材料及生活区等消防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尤其是进入主体阶段

和装饰阶段的高层建筑工程，要重点对项目部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外墙保温材料、电焊和气焊使用情况、施工现场的易燃与可燃物品堆（存）放、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消防水源、

灭火器配置、重点岗位人员持证情况等进行全面的检查，做到重点防范、重点监控，严防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

4．加强起重机械设备管理。工程参建各方要重点做好工地现场的塔式起重机、施工电梯、物料提升机等施工机械设备的检测和维修，确保各种安全装置齐全且灵敏可靠；尤其要做

好设备基础的检查监控，提高设备抗大风、大雪、防倾覆、防坠落能力，保证起重机械设备安全性能。

5．持续遏制施工扬尘污染。为进一步巩固建筑施工扬尘整治成果，各施工企业要严格落实扬尘控制措施，加强对工地围挡、场地硬化、车辆冲洗、裸土覆盖、保洁等措施的落实和

管理，强化源头管控，强化扬尘治理“常态”和“长效”管理，提升扬尘防控水平。

6．加强冬季安全教育培训。各施工企业、工程参建各方要进一步加强冬季施工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培训，进行冬季施工相关规范规程等专业知识教育，尤其是要高度重视特种作

业人员和工程扫尾阶段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增强作业人员执行安全施工技术规范和冬季施工操作规程的意识，提高作业人员的自我防范保护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规范施工现场

操作行为，避免和减少由于人为因素而引发的伤亡事故。

三、加强冬季安全生产监督和应急管理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省住建厅制定的《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苏建质安〔2016〕444 号），把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为检查的重要内容，

严格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查企业自查自纠工作质量，加强对重点工程、重点环节、重点部位的监督抽查，做好大风、冰雪、寒冷等恶劣天气的建筑施工安全预警工作，提

高应急处置能力，督促企业全面做好建筑施工中的防寒、防冻、防灾的各项准备工作，避免和减少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

各建设、施工单位及工程项目部要加强安全生产值班和应急响应值守工作。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信息联络畅通，及时掌握安全生产情况，对各种突发事故、重大异常情况要

及时处置，并第一时间向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常州市城乡建设局

2016 年 12 月 21 日

序号 部门 项目 奖惩 区域 信用分 责任人

1 三部 常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表扬 市区 0.5 周伟锋

2 一部 长江路西侧、天河路南侧地块开发（1#、地下车库） 表扬 新北区 0.5 王海波

3 一部

公共卫生中心病房大楼（又称传染病病房大楼、简称病房大

楼）、医技科研教学楼、公共卫生门诊楼及地下室（含人防

地下室）、污物暂存、门卫工程

表扬 市区 0.5 王海波

4 八部 殷雪梅小学、新城实验幼儿园 表扬 金坛 0.5 胡为民

5 二部 常州星河国际四期（八区）二标段 5#-7#房、S2 及地下车库 表扬 武进区 0.5 张铭刚

6 十部 嘉禾尚郡花园二期 10、12#工程 表扬 新北区 0.5 周邦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