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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1、2017 年 6月 19日-7月 10日，公司总师办组织 2017年第二季度内部综合检查。 

2、2017 年 7月 15日，在公司培训中心上午举行了内部市政专题会议，下午举行了地铁 

机电监理专题会议。 

3、2017 年 7月 20日，公司丁国良等 7人申报专业技术资格高级工程师评审。 

4、2017 年 7月 22日、8月 12日，公司总师办分两批组织进行质量、安全控制培训。 

5、2017 年 7月 24日，国家监理工程师考试成绩公布，热烈祝贺陆松青、史亦芳、陈杰、 

张晶、王赛虎 5位同志通过全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6、2017 年 8月 21日-24日，公司 12人参加人防工程监理培训，省民防局对现场监理人员 

持人防证情况非常重视，为了更好地配合主管部门，服务人防工程，提高人防监理从业 

水平，公司要求现场人员平时积极主动学习人防知识，分享参培人员的学习资料，争取 

大规模地通过人防考试。 

7、2017 年 8月 28日，上半年 9人申报中级职称评审，其中 8人通过评审。 

8、2017 年 9月 11日始，2017年度第二期江苏省监理员培训拉开帷幕，我公司有 29人参加。 

9、2017 年 9月 23日，全体安装人员在公司培训中心举行了安装专题会议。 

10、2017年 9月 22日-9月 24日，2017年度注册设备监理师第一期继续教育培训在梦海假 

日酒店举行，陈武等 5名设备师参加了培训。 

行业信息速递： 

1、2017 年 7月 7日，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促进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常州万豪酒店举办；于 

9 月 26日在常州大学文彰楼报告厅举行成立大会。公司代表周伟锋全程参加。 

2、2017 年 8月 17日，公司张铭刚、王海波、周伟锋、钱奇峰、高洁、胡为民参加了在富都 

青枫苑酒店和政厅召开的全市建筑行业保安全稳定工作部署会议。 

3、2017 年 8月 18日，新北区城建讲堂-装配式建筑规范及设计要点在新区人防办举行，总 

师办冯月娇参加；2017年 8月 30日、9月 1日公司有关人员分别参加了武进区在武进九 

州喜来登酒店举行的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专题培训和市区在党校召开的 PC培训。 

4、2017 年 9月 15日，新北区总工会在全国模范职工之家方圆制药有限公司举办全区基层工 

会干部培训班，公司陈武参加了培训。 

5、2017 年 9月 22日，公司梁波、高洁、冯月娇等人参加了建设工程管理中心在青龙苑 7.2 

期举办的常州市组合铝合金模板施工现场观摩会。 

6、2017 年 9月 27日，新北区陈建生副区长在三井大厦 1010会议室召开三大一实干走访企业 

座谈会。公司总经理黄树丰参加。 

7、2017 年 9月 28日，常州市建筑业协会公布了 17年专家库名单公示：黄树丰、王海波、 

周伟锋入围。 

8、2017 年 9月 30日，常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将全部搬迁至常州市锦绣路 2号。 

2017.7.22  质量、安全控制培训 

2017.9.23  安装专题会议 

2017.9.15  全区基层工会干部培训班 

2017.9.1 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专题培训会议 

2017.9.22 常州市组合铝合金模板施工现场观摩会 

2017.9.15  全区基层工会干部培训班 

http://www.jgjl.com/
mailto:jgjl@jgj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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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内部综合检查通报 

2017 年公司第二次内部综合检查结果排序表 

项目名称 得分 主要问题 被检查人 

龙湖 5#地块 88.2 
门窗细则内容无针对性；监理月报质量控制内容少，问题不闭合；节能旁站数据不符合图纸要求；有一

份节能变更未审图；一份安全通知单未及时回复；现场质量、安全控制良好。 
钱奇峰 

港龙港威花园 87.5 
监理日志水电内容少，重要信息漏记；监理月报安全内容较简单；项目经理证、电工等特种作业人员上

岗证过期；拆脚手、拆塔吊前未发安全通知单。12#悬挑首层未封闭，楼梯扶手拐弯处少装一根立杆。 
张文激 

星河国际四期八

区 
87 

监理日记信息漏记，防水工序平行检查未记录；见证取样台账未能提供；成章标段安全生产许可证、安

全员证过期，1#塔吊作业人员证书过期；门窗分包质安保体系未报审；现场脚手架拆除中，注意加强安

全控制，注意成品保护，尤其是墙角部位；墙面空鼓、裂缝及时修补。 

张铭刚 

新桥二小 86.2 
装饰细则门窗安装内容简单；监理日记重要信息漏记；中空玻璃型式检验报告与图纸要求不符；4#塔吊

司机证过期；现场质量、安全文明控制良好。 
王海波 

平岗星苑二期 85.6 
监理日记内容简单，水电内容少；监理月报内容过于简单；专家论证方案审批时间逻辑错误；安全通知

单发放较少，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少；现场质量观感质量一般，安全控制良好。 
钱奇峰 

科教城 1#楼 85.5 

深基坑细则未按格式文本编制；监理日志水电内容少；监理月报内容简单，甲方未签收；平行检查未做，

旁站数据与浇筑令数据不符；见证取样台账表式错误；塔吊加节旁站未记录；7月进度计划总监未及时

审批；现场质量、安全文明控制良好。 

许云峰 

九龙仓 85.3 
监理月报几期的安全控制内容重复，无针对性；钢筋连接检测报告未能提供；工序报验逻辑顺序错误；

焊工证、塔吊司机证书过期；现场因甲方交接原因进展缓慢，质量、安全文明控制良好。 
周邦建 

弘阳广场（商业） 84.7 

深基坑、脚手架细则未按格式化文本编制，旁站无大型机械安拆内容；监理月报内容较简单，施工组织

设计无三部门会签；总包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无 6月进度计划； 

塔吊基础积水，部分临边围护不到位，观感质量一般。 

周伟锋 

南河花园三期 83.1 

基础细则里有第四版用表内容，旁站细则无大型机械安拆内容，高支模、深基坑细则未按格式文本编制，

细则中引用的规范过期；监理日记重要信息漏记（专家论证）； 

会议纪要会签不全；施工组织设计无三部门会签；未建立不合格材料台账；现场施工质量控制良好，深

基坑边坡坡脚处局部坍塌，梅雨季应加强基坑排水。 

高洁 

嘉宏蔚蓝天地 82.8 

装饰、节能细则未及时编制；监理月报安全内容较少；砼旁站数据与浇筑令内容不一致；材料检测报告

滞后；未建立不合格材料台账；安全通知单发放较少；抽查 23#采光井临边围护缺失，一层砖砌筑有通

缝，构造柱上下箍筋未加筋。 

张文激 

龙涛虹北地块 82.5 

监理日志通知单未登记；监理月报相关数据未统计填写；节能旁站未记录；见证取样台账登记不全；总

包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项目经理证过期；大型机械加节旁站未记录；6月无定期安全文明检查记录；

基坑支护局部破损，应及时加固；现场预埋的水电管线应加强保护措施。 

梁波 

嘉禾尚郡 81.6 
脚手架细则未按格式化文本编制；监理日志内容简单；不合格材料台账未建立；设计交底未能提供；总

包项目经理证、焊工证过期；现场挑架首层封闭缺失；水电资料与现场不同步。 
周邦建 

绿都万和城 81.5 

装饰细则未及时编制；监理日志重要信息漏记，会议纪要未及时会签；不合格材料台账登记不齐全；司

索工证过期；定期安全文明检查三方签字不全；进度计划无水电内容，无关键节点内容（主体验收）；

抽查 10#电梯基础积水，电梯门限位开关失灵，悬挑层网兜破损，缺失。 

胡为民 

新城郡未来 81.4 

监理月报安全内容过少，会议纪要会签不全；施工组织设计无三部门会签；见证取样台账检测报告结论

未填写；焊工证过期，大型机械加节旁站未记录；定期安全文明检查甲方未签字；7月进度未报审；现

场材料堆放杂乱，应加强对剪力墙部位接线盒、局部等电位预埋标高及平整度的控制。 

梁波 

金地 2#地块 81.3 

脚手架细则未按格式化文本编制；监理日志重要信息漏记；监理月报质量、安全控制内容较简单，无甲

方签收记录；施工组织设计无三部门会签；见证取样台账检测结论未填写；设计交底、图纸会审因甲方

盖章未能提供；6#楼塔吊检测合格后 1个月内未安监备案；进度计划滞后无纠偏措施。现场临时用电部

分电缆未用瓷瓶固定，部分未架空敷设。 

周邦建 

滨江豪园 80.4 

监理日志安全通知单未登记；6月监理月报情况登记中数据未统计，重要信息漏记，无甲方签收记录；

A11#十层结平旁站未记录；不合格材料台账未建立；总包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施工电梯使用证未及时

提供；定期安全文明检查三方签字不全；7月进度未报验；现场材料堆放杂乱，安全防护缺失，需加强。 

周邦建 

长宇棕榈湾 80.2 

监理日记总监未及时签阅；监理月报内容简单；砼旁站记录无坍落度值，塔吊司索工等特种作业人员证

书过期；定期安全文明检查内容简单，进度计划报验内容不全；电梯基坑积水，电线私拉乱接，部分楼

层临边围护不到位，观感质量一般。 

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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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 年第二次内部综合检查通报（续） 

2017 年第二季度公司内部检查情况评析 

一、基本情况 

2017年第二季度列入考核项目 25个，日常检查项目 8个，与一季度比较，新开项目增加。大多数项目处于主体施工阶段。检查从 2017

年 6 月 19日开始，7 月 10日结束。本次检查关于印发《常州市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常建„2017‟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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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市政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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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工地混凝土强度达不到设计要求，要求现场监理

项目部进行跟踪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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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二季度检查情况比一季度有略微提高，虽然部分工地人员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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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核全部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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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部控制不够 

2.安全履职专业知识点掌握不够，需要提高 

3.资料管理通病仍然存在 

    部分工地监理细则编制不及时，仍有脚手架、深基坑细则未按格式化文本编制，监理规划未按常州市文件要求添加扬尘控制内容；监理

日记偏向流水账，无数据，安全、水电内容不多；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有的甚至未统计每月发放文件数量（通知单等）；旁站记录无数据（坍

落度、防水层厚度等）；监理例会会议纪要会签不全，有的是其他单位都签了就监理自己没签；对审查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

员上岗证不警惕，证书过期未能及时察觉；定期安全文明检查流于形式，每月问题基本雷同，部分工地安全通知单发放较少。 

4.员工考核仍要加强 

  虽然本次员工考核均通过，考核成绩比一季度检查平均成绩有所降低，考试时题目未能理解出题意图，还有就是数据类的答案不带计量单

位，这些细节尤其是考试时应更加认真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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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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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工地回访分值较低，主要扣分的项是人员到岗情况、工作态度和监理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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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根据实际需求及时到公司领取监理设备，希望现场人员在总监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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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洪庄 5#地块，港龙港威花园 

2.批评项目：滨江豪园、长宇棕榈湾 

五、下一步工作 

1.立即行动起来，将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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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综合大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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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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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6 年度常州市优质工程奖“金龙杯”   

序号 工程名称 部门 总监 

1 常州市紫云小学新建工程 二部 许云峰 

2 东城路以西东方二路以北地块一期开发项目二标段（6#楼、7#楼） 四部 徐彪 

3 武进西太湖揽月路南侧地块高层住宅一期项目工程-D7#楼及地下室 三部 蒋维东 

4 东城路以西东方二路以北地块一期开发项目 15#、17#及地下室一标段 四部 徐彪 

5 常州科教城国际创新基地-低碳产业育成中心 5#楼 一部 王海波 

6 香树湾馨苑 1-5#房 S1（综合楼）、地下室 一部 张晶 

7 怡景湾小区项目 1、2#房及地下车库 一部 王海波 

8 
兴业路以北、泰山路以东地块二标段（6#、7#、S1商业及地下车库（S-R

轴间后浇带以南、15-16轴间后浇带以西部分） 
一部 王海波 

9 常州工学院北部新城新校区一期一标段工程 三部 周伟锋 

10 
兴业路北侧泰山路东侧地块 3#、5#、8#房、S2商铺及地下车库 35-42轴

间后浇带以东部分） 
一部 王海波 

 

互动平台 

互动平台 

关于加强市区新建住宅小区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工程管理的通知（常建规〔2017〕3 号） 

各辖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开发企业，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工程的质量、安全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

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和《常州市商品房交付使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市市区（不含金坛区）新建住宅小区道路、雨污水管道工程（以下简称小区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工程）的设计、建设和管理应按本通知要求执行。新建

住宅小区包括居住用地项目和商住混合用地项目。新建住宅小区道路是指小区范围内的道路工程，包括桥梁、涵洞等；雨污水管道工程是指小区规划用地红线范

围内建筑主体外的雨污水管道及其附属检查井等，但不包括小区景观绿化配建的专用排水设施和雨水综合利用设施。 

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小区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工程的监督管理工作，市规划、房管等部门负责做好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相关工作。 

三、小区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工程的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项目的基本建设程序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办理相

关手续，确保小区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工程与住宅小区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四、小区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工程实行规划许可、施工图审查、施工承发包、合同备案、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施工许可和工程质量竣工验收以及竣工验收备

案制度。 

五、承接小区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 

六、小区道路参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施工验收规范等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和验收，道路等级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确定。 

七、小区雨污水管道工程的设计与建设应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的相关规范和规定，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1.雨污水管道（DN≤600）应当采用离心球墨铸铁管（GB/T26081-2010）或者质量、使用寿命等相当或更优的管材产品。 

2.位于小区车行道、广场、商业街等车辆可通行区域的检查井井盖（强度等级应为 D400）及收水篦子（强度等级应为 C250）均使用球墨铸铁材质。 

3.位于小区步行道、宅前宅后绿化带等非车辆通行区域的检查井井盖，强度等级应为 B125，收水篦子强度等级应为 B125。 

八、建设单位要求将小区雨污水管道与城镇雨污水管网连接时，应当提供小区雨污水管道工程的竣工测绘等资料。 

九、违反本通知规定的，由市建设等部门依法查处。 

十、非住宅商品房项目的道路和雨污水管道工程的设计、建设和管理参照本通知的要求执行。 

十一、金坛区可参照本通知执行。 

十二、本通知自 2017年 10月 15日起执行。本通知执行前，建设单位与市排水管理机构已签订的《住宅小区室外排水管道工程建设委托合同》和《新建住宅

小区管道委托养护协议》仍按原规定执行。 

  常州市城乡建设局 

常州市规划局 

常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7年 9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