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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1、2017 年 10月 9日起，总师办组织第三次公司内部综合大检查。 

2、2017 年 10月 19日，江苏省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的崔主任、费处长在建管办张成良主任的 

陪同下来到公司走访。 

3、2017 年 10月 21日，在公司培训中心举行了地铁市政专题会议，公司有关人员参加。 

4、2017 年 10月 23日，胡为民、顾焱、钱云霞、丁国良、徐瞻、陈杰公示通过高级工程师评审。 

5、2017年 11月 11日，王海波、陈杰、王赛虎参加全国 BIM应用技能第二次考评。 

6、2017 年 11月 15日，公司申报了全过程咨询企业试点单位。 

7、2017 年 11月 18日，总师办王海波组织监理员进行 2017年到期延续继续教育考试培训。 

12 月 12日开考，全员顺利通过考试。 

8、2017 年 11月 19日，全省人防工程监理业务考试在常州市北郊小学举行，公司 40人参 

加考试。2017年第五轮江苏省人防监理考试 12月 5日-15日报名，18年 1月 6日考试。 

9、2017 年 12月 8日，开展 2017 年第二期江苏省监理员考试，公司 29人参加通过 24 人。 

10、2017年 12月 20日，公司包洪刚、阮益 2人顺利晋升为工程师。 

11、2017年 12月 18日起，总师办组织第四次公司内部综合大检查。 

12、2017年 12月，公司主项资质房屋建筑工程甲级和市政公用工程甲级顺利通过延续。 

行业信息速递： 

1、2017 年 10月，黄树丰总经理参加了分别在浙江大学和湖南大学举办的“常州市建管行 

业干部能力素质提升班” 

2、2017 年 10月 19日，常州市装配式住宅建筑预制三板设计导则宣贯培训会在常州锦江 

国际大酒店二楼锦江厅举行，公司王海波、梁波、高洁参加。 

3、2017 年 10月 19日，省建设厅质监总站全省质量大检查，启东市住建局局长陪同省站 

金少军站长带队检查启东新城吾悦。 

4、2017 年 10月 20日，办公室主任钱云霞参加了在江苏南京市双门楼宾馆举办的中国建 

设监理协会关于举办监理行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宣讲活动。 

5、2017 年 11月 2日-11月 15日，开展常州市 2017年第二次建筑市场综合大检查。 

6、2017 年 11月 4日，公司的党代表许和兰参加了新北区党组织举办的南湖学习活动。 

7、2017 年 11月 11日，公司许和兰、贺琪、陈武参加了在常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议 

室举行的建设工程招投标法规培训会议。 

8、2017 年 11月 22日-11月 24日，公司王海波、张铭刚参加了由常州市民防局在溧阳天 

目湖豪生大酒店举办的全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培训。 

9、2017 年 11月 27日-11月 28日， 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举办的 2017 版《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规范》宣贯培训班在南京曙光国际大酒店举行，公司王海波、王奇峰参加。 

10、2017年 12月 27日，黄树丰总经理参加新北区季晓东区长召集的关于建筑业改革与发 

展的座谈会。 

11、2017年 12月 29日下午 2点，2017年第二次建筑市场综合大检查通报会在都喜天丽中 

航酒店举行，公司陈武、钱奇峰、胡为民、周涛参会。 

12、2017年 12月 29日，黄树丰总经理参加三井街道商会三届一次换届会议，公司当选执委。 

2017.10.19  省建设厅领导到公司走访 

2017.11.18监理员延续继续教育考试培训 

2017.10 常州市建管行业干部能力素质提升班 

 

2017.11.27《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宣贯培训班 

2017.12.29 黄总参加三井街道商会 

三届一次换届会议 

http://www.jgjl.com/
mailto:jgjl@jgj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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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 年第三次内部综合检查通报 

2017 年公司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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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岗星苑二期 88.4 
规划里面无扬尘控制内容，旁站无水电内容，8 月 9 月份月报里面无大型机械检查内容，墙柱结平平行检验未分开填写，钢筋原材取样时间间隔过长，安

全定期检查在同一张纸上 
钱奇峰 

弘阳广场 

（商业） 
87.9 

规划引用目录没有，人员退场按排不合理，安全管理缺少扬尘控制内容，细则封面有采用第四版的，深基坑、高支模未按标准格式做，墙体砌筑细则无。

监理日记安全内容没有，送样没记录，深基坑细则没有。 
胡为民 

南河花园三期 86.1 
监理规划内容未根据新版封面进行调查，安全内容较少；深基坑细则未按规定表格做，监理旁站方案内容无节能保温、无梁柱节点；监理月报内质量控

制内容少，例会中未对上周内容的整改情况进行完善；无巡视、平行检查方案；取样员证没有；图纸会审纪要无；架子工证过期未及时更换。 
高洁 

港龙港威花园 85.5 
监理日志水电内容少，安全内容少；9 月份月报总监未签字；旁站写的不符合要求；图纸会审无；方案审批日期不符；2#塔吊使用报验未见司索工证；进

场资料报验不全。 
张文激 

金地 2#地块 83.7 

监理规划里面引用规范不全，进退场人员齐全齐出；监理月报中安全内容较少，质量分析不全面；旁站里面没有水电内容；平行检验梁、柱未分开写；

设计交底与图纸会审在同一份上；分包单位未报直螺纹、电渣压力焊工种；塔吊进场无转场保养记录、上个工地注销没有；安全检查没有对基坑、扬尘

方面的检查。 

周邦建 

新城春天里 

（一期） 
83.6 

监理规划中无人员进退场计划表，旁站监理细则中无安装内容；安全细则不规范，无大型机械内容；监理日记中旁站内容未登记；监理月报中安全无大

型机械内容；旁站内容简单，墙柱、结平钢筋平行记录未分开；二次结构工序超前与现场不符；设计变更未按监理通知单形式下发；缺少大型机械、消

防等安全检查内容；塔吊钢丝绳无合格证；通知单回复部分漏盖章签字；进度计划部分封面未盖章；无人、材、机计划表。 

梁波 

九龙仓 83.2 监理月报进度月统计未写；防水材料未及时送检，时间不符；设计交底图纸会审无；节能变更未发通知单；安全管理体系中组织结构图无、机管员证无； 周邦建 

龙涛虹北地块 83.2 
监理规划未按新表格调整，引用规范未及时更新，无屋面细则、装饰细则；10.11 日电渣焊接报告无、监理日记中无水电隐蔽检查内容；监理月报内容中

质量内容评析简单；材料进场报验无签署意见；设计交底参加人员未写全、设计交底无会议纪要；安全定期检查打印在同一张纸上，看不出整改时间。 
梁波 

嘉禾尚郡 83 
监理规划引用规范未及时更新，进场计划齐进齐退，没有错落；资料时间与报告不符；监理月报质量分析不够全面；监理通知单甲方未签收；旁站监理

细则无水电内容；设计交底与图纸会审内容不一致；电渣压力焊焊工证、直螺纹工种证无；设备无转场保养记录；9 月份进度计划总监未签署意见。 
周邦建 

长宇棕榈湾 82.9 监理细则针对性不强；监理日记水电内容偏少；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旁站监理细则无实质性内容；现场安全员证过期；进度控制计划无具体分析内容。 梁波 

嘉宏蔚蓝天地 82.8 
高支模细则没有用规定格式；监理日记中安全内容偏少；分包单位特殊工种证过期未及时更换；监理月报中质量控制内容简单；取样台账取样员未签字；

安全定期检查与复查打印在同一张纸上；9 月份进度计划对比总进度计划滞后未明示。 
张文激 

路劲城 4A 期 82.6 

监理规划中无人员进退场计划表；旁站监理细则中无大型机械内容；监理月报中大事记录不全，无大型机械内容；钢筋平行检验墙柱与结平未分开；防

水材料报告日期在后，同意使用在前；设计交底未盖章；安全监理中无消防内容；细则中的规范过期；高支模监理细则未按标准文本根式；总包有部分

人员上岗证过期；进度计划缺少总包盖章，缺人、材、机内容 

梁波 

绿都万和城 82.5 

旁站监理细则中无安装内容；监理规划中无节能内容；监理日记中 10.20 日通知单回复无记录；监理月报 A0.8-6 表格空白，监理月报中无大型机械内容；

保温旁站、门窗平行检查不及时；屋面保温板为 85mm、检验报告为 30mm;保温材料登记不齐全；安全监理方案针对性不强；大型机械定期保养记录不全；

塔吊钢丝绳无合格证；月进度计划中无人、材、机。 

胡为民 

赛蓝厂房 82.2 
安全监理细则格式不对；劳务资质无；安、质保体系无；四层结平旁站、平行未做、三层结平试块送样未登记；未见高支模检查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中特殊作业人员证件不全；架子工部份未复核；安全检查问题与通知单不对应；进度计划中缺少人、材、机。 
徐瞻 

科教城 1#楼 82.1 

脚手架监理细则未按标准文本格式，旁站监理细则中无水电内容；监理日记中通知单无记录、旁站记录不全；防水单位安全许可证过期；会议纪要会签

不全；月报中安全内容无塔吊内容、无扬尘内容；墙柱、结平平行检查未分开，防水平行检查无；取样台账记录不全；焊工证未复核；总包项目经理、

安全员证过期；无电工证；塔吊、施工电梯无定期保养记录，无防坠器合格证；安全类通知单未回复；9 月份未进行安全定期检查；总、分包安、质保管

理体系未独立报审；9 月份进度计划未报审，进度计划中无人、材、机内容。 

许云峰 

新城郡未来 81.9 

监理规划中无人员进退场计划表，旁站监理细则中无安装内容；10 月份通知单未登记；监理月报记录不全，深基坑施工无内容；钢筋平行、墙柱平行结

平未分开；9.27 日旁站记录未见；个别电渣压力焊质量一般；安全细则中无大型机械、消防检查内容；高支模方案审批表未盖章，检查表未见；电工、

电焊工三类人员未有；塔吊钢丝绳无合格证，16#楼塔吊加节检测报告无；安全定期检查通知单发放不全；通知单回复不及时；2#楼剪刀撑扣件松动；月

进度计划中无人、材、机计划。 

梁波 

滨江豪园 81.5 
人防内容有遗漏，人员进退场计划齐进齐退；平行检查表中有漏相未查，监理日记中安全内容偏少；防水总包没有资质，无分包备案；会议纪要无对上

周问题的回顾及落实；二次结构浇筑存在露筋现象；施工机械进场报验资料不全，缺进场保养记录；预拌砂浆罐无防护棚；首层、底层封闭缺失。 
周邦建 

交通技校 80.9 

主体、装饰、屋面、节能细则无；监理日记内容简单、通知单记录不全；第一次会议命名错误，监理月报中无大型机械、扬尘控制；监理旁站内容单一，

墙柱、结平平行检验未分开；材料原材未提前报验、防水合格证空白；见证取样台账需改进；防水工序未报验；监理通知单回复意见未签，安全监理细

则中无大型机械内容；总包资质未报监理审核；塔吊钢丝绳无合格证；安全定期检查表不规范；安、质保体系未报监理审核；进度计划报至 8 月份，封

面不统一；月、总进度计划中未有人、材机计划。 

张铭刚 

侨裕 80.1 

旁站监理细则中无安装内容；质量通病细则无；监理规划中无扬尘、节能；监理日记内容简单、旁站内容未记录；通知单回复未记录；监理月报中本月

记录有误无大型机械内容；门窗平行检查无；保温板、网格布送检组数不一致；见证取样台账中不合格台账未登记；8#楼外墙涂料、16 层工序未报验、

AB 区内外粉工序未报验；电焊工证无，塔吊项目经理、安全员证过期；安拆工复核过期；塔吊钢丝绳合格证无；施工电梯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安全定

期检查与复核不吻合；进度控制监理签意见不具体、无分析。 

周伟锋 

城建校 77.2 

主体细则无、高支模脚手架细则未按标准文本格式、安全细则中无大型机械内容；监理规划中人员表与进退场计划表矛盾；监理日记内容单一，见证取

样、通知单记录不全；脚手架资料无；第一次会议命名错误；监理月报中无大型机械、扬尘控制内容；监理旁站内容简单、平行检查墙柱、结平未分开；

材料原材未提前报验；见证取样台账需改进；砌体工序未报验；安全监理细则中无大型机械内容；高支模监理细则未按标准文本格式；总包安全生产许

可证过期；安、质保体系未单独报审；总包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塔吊钢丝绳合格证无；安全定期检查用表不规范；安、质保体系未报监理签收；月报

进度计划每月都未报，月、总进度计划中未有人、材机计划。 

张铭刚 

龙湖 5#地块 巡查 门窗平行检验未按检验批写，水电内容偏少，定期检查签字为同一人。 钱奇峰 

星河国际四期

八区 
巡查 分户验收监理细则无，通知单记录不全，门窗未做平行检查，保温材料登记不全，门窗未送检；吊篮安全员证过期；9月份未发相应的通知单。 张铭刚 

新桥二小 巡查 电工证过期未及时更换，监理规划针对性不强，监理日记记录不详细，监理月报内容简单。 王海波 

华润 D-1 地块 巡查 监理旁站里面没有水电内容；平行检验时间不符；进度计划施工单位编制人、审核人无。 高洁 

常州三院 巡查 监理细则针对性不强；监理日记信息漏记；进度控制滞后、审核中未有体现。 王海波 

泰和之春 巡查 
深基坑、高支模未用标准格式脚手架无；监理日记中安全内容未写；监理月报内容简单；混凝土旁站未及时记录；材料进场报验未签署意见；深基坑、

高支模细则未使用标准格式；塔吊报验无、塔吊安装旁站未写；定期安全检查未做。 
胡为民 

市区中医院 巡查 监理规划引用规范不全；监理日记内容简单；监理月报分析不全；监理通知单回复不及时。 周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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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7 年第三次内部综合检查通报（续） 

2017 年第三季度公司内部检查情况评析 

一、基本情况 

2017年第三季度列入考核项目 20个，日常检查项目 7个，大多数项目处于主体施工阶段。检查从 2017年 10月 9日开始，10月 25日结

束。本次检查参照综合大检查表内的内容进行，现场检查重点是：工程实体质量、原材料现场抽检，混凝土强度回弹检测、现场安全文明管

理，扬尘控制；对现场监理人员进行“读图”考核（非国注），市政项目、项目管理工程未参与本次检查和考核，外地项目也未参与检查。 

1. 工程实体质量、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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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强度均能达到设计要求、钢筋直径均符合规范要

求；对安装材料的直径，壁厚进行现场抽测，个别工地存在部分材料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现象；现场存在预埋阶段 JDG管与 PVC 管混用的现象；

已要求现场监理项目部进行跟踪处理。现场项目监理机构均能积极主动工作、熟悉监理工作程序，监理项目形势相对稳定，人员分工明确、

责任到人；个别项目部安装人员工地偏多、但均能克服，合理安排好工作时间，满足甲方和工作要求；监理人员工作状态整体良好；整个三

季度检查情况比二季度有所提高 

2.现场监理安全文明管理 

现场监理项目部对深基坑、起重机械、脚手架、高支模、临时用电、吊篮等检查均能按周期组织；未发现有明显违规的情况，发现危险源，

现场监理能及时发通知单书面整改意见必要时能报告业主后发暂停令；所有在建项目安全处于受控状态；在建项目扬尘控制方面基本采取了

相应措施、个别裸土未覆盖的监理项目部也发了相应的通知单和联系单。 

3.现场监理资料整理 

在建项目资料管理基本能满足行政主管部门及公司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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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均能按照江苏省建设厅网上下载的资料表格做、资料更新及时。 

4.员工读图考核方面 

在建项目所有员工均接受了公司读图能力考核。考试由现场检查人员出题，考试结果全部通过、考试成绩较为理想、读图理解能力较之前

有所提高；所有人员对考试均比较重视；考核时各部门负责人现场参与考核，考核结果真实，有效。除年龄较大者（60岁以上）、试用期员

工未参加考核，其他项目部所有员工均参与考核。 

二、存在问题 

1.质量方面对规范更新不能及时掌握、对规范内的内容不能全面熟悉理解；个别项目部现场质量控制主观意识不强；不能做好事前、事中控

制；对质量通病防治这一块知识需加强。安全方面个别项目部对安全知识掌握和理解有误、特别是安全类别的分类方面；个别项目部安全意

识不强、认为发现问题发了张通知单就没有我们的事了，不能跟踪整改落实的结果； 

2.资料管理方面：资料跟二季度检查发现的问题基本一样，二季度检查发现的问题项目部基本未按提出的要求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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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旁站无节能保温、无梁柱节

点，水电内容偏少，平行检查梁、柱未分开写；安全检查没有对基坑、扬尘控制的内容；安全定期检查打在同一张纸上，看不出整改的时间；

大型机械定期保养记录不全、塔吊钢丝绳无合格证；月进度计划中无无人、材、机；监理日记偏向流水账，无数据，安全、水电内容偏少、

人员签字不全；原材料未提前报验、未签署意见；安、质保体系未报监理审核；无巡视、平行检查方案；监理通知单回复未签署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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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中无对上周问题的回归及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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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甚至无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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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 

3.本次员工虽然考核均通过，但是出的题目全是图纸上的并且问题是相对简单一点的；有好多人就是死背图纸上的内容；不能去理解和掌握；

对好多的施工工序和相应规范弄不清楚；不能理解设计的意图，考试主要是为了让各位在专业知识方面有一定的提高，目前现状有点象应付

公司考试。 

三、业主回访情况 

   本次业主考核打分与二季度一样普遍较高（基本 90分以上，100分的有 4个），从打分情况说明业主对我公司现场监理服务质量还是比较

满意的，个别工地打分时会跟业主说打高一点、否则打低了会扣项目部钱的；业主可能碍于情面将分数打的较高；并不是真正的比较满意、

并不是做的比较完美；个别工地回访分值较低，主要扣分原因是是人员数量、现场管理，根据回访反馈来看，现场监理人员与业主主动沟通

不积极主动、现场管理力度不够，还应该积极与业主进行主动沟通、加强现场管理力度来提高业主的满意度。 

四、本次检查表扬、批评 

房建： 

1.表扬项目：平岗星苑二期、弘阳广场（商业） 

2.批评项目：城建校、侨裕西太湖 

市政：未考核 

五、下一步工作 

1.希望各项目部总监将三季度公司检查存在的问题切实整改到位，并按照大检查的表格将资料排序归类好；迎接常州市第二次综合大检查，

争取拿到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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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监理在资料方面跟上土建步伐；在资料管理整理及完善方面（监理日记记录、旁站、平行检查、材料台账记录）有一个新的提高。 

 

                                                总师办 

2017 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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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 2017 年第二次建筑市场综合大检查暨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第二次项目排查情况通报（常建〔2017〕294 号）精简版 

溧阳市住建委、金坛区住建委、武进区住建局、新北区城建局、各建设、监理、施工、检测及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 

为继续做好我市建筑业企业诚信考核工作，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行为，提高工程质量及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水平，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建质〔2017〕

57 号)等文件精神，我局于 11 月中、下旬，组织对市区所有在建工程进行了 2017 年第二次综合大检查，并在各辖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步开展检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抽查，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综合大检查在领导小组的统一组织下，全市检查在建工程 563 项（建筑面积 2531.8 万㎡），较上半年大检查项目数增长 21%，面积数增长 30%。其中市区 107 项（建筑面积 592 万㎡），溧

阳市 84 项（建筑面积 368 万㎡），金坛区 145 项（建筑面积 475.1 万㎡），武进区 105 项（建筑面积 553 万㎡），常州经开区 40 项（建筑面积 193.1 万㎡），新北区 82 项（建筑面积 350.6 万㎡）。

本次检查的重点是：建筑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扬尘防控、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支付以及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等。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瘦身钢筋”专项

检查同步开展。各检查组对照检查表式量化打分，检查信息同步录入“常州市建筑市场监管系统”，作为建筑业企业信用考核的依据。 

从检查情况看，全市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履行较好，市场行为不断规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得到加强，争先创优积极性显著增强，施工现场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市工程质量及安全生产总体处于

受控状态，稳中有升，具体表现在：1．各单位高度重视综合大检查工作 2．精益求精，质量创优特色做法被广泛应用 3．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水平进一步提高 4．监理、检测、混凝土、预拌砂浆

生产企业情况基本稳定  大多数监理单位履职情况较好，监理组织机构比较健全，监理人员专业配备合理，项目部现场监理管理体系较完整。大部分项目总监或总监代表能在岗，正常召集例会，

纪要记录详细，签字齐全，能按规定做好工序、材料和大型机械的审查验收，按要求进行材料见证取样、关键部位施工旁站、日常巡查；对实体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出监理通知单并跟踪闭

合管理，监理资料与实际施工情况基本一致。 

二、存在问题     

本次综合大检查也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一些问题，市区四个检查组共发出检查意见书 53 份，整改通知书 49 份，停工通知书 3 份，辖市（区）抽查项目发出检查意见书 4 份，整改通知书 2 份，主要

问题如下： 

1.部分建设单位行为不规范  一些建设单位创优积极性不高，过于追求成本及进度，施工过程中质量安全管理不规范，随意对施工单位提出不合理要求。存在建设单位擅自指定分包单位，不能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监理费等现象。 

2．施工总承包企业管理水平仍需提高  一是少数施工企业项目部管理仍需进一步规范，主要体现在：存在项目部管理体系不健全，项目经理等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较差，农民工投诉处理网

络不完善、劳务员配备不规范等现象。二是施工企业对专业分包单位的管理急需加强。 

3．工程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有些项目的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质量意识淡薄，质量控制不严，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没有针对性，工序、材料报验，自检、交接检流于形式，工程

资料与实际情况不符。存在梁柱结构尺寸有偏差、剪力墙烂根和蜂窝麻面、二次结构砼不密实、箍筋弯钩角度未达 135 度、填充墙材质较差、钢筋保护层厚度控制不严、箍筋位置及间距不符合要

求；梯段施工缝有夹渣、紧定管壁厚不达标、塑料管代替紧定管等现象。 

4．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存在薄弱环节  少数施工单位安全风险意识仍然较差，对安全生产抱有侥幸心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企业每月检查、项目部自查等工作流于形式，安全台账资料

与实际施工情况不符。存在支模架未按方案、规范搭设，缺扫地杆、水平杆，开关箱、分配箱一闸多用，楼层消防水管的直径偏小，塔吊基础有积水，井架、小型机具保养差，施工操作层的临边、

洞口防护不到位；落地脚手架搭设不规范，连墙件设置不符合规定，脚手架未超出施工作业面等现象。 

5．现场监理工作实效有待提高  有些监理企业中标后人员变更多，到岗率低，总监、专监履职不到位。监理细则、监理规划编制没有针对性、内容不齐全，巡视和平行检验流于形式， 监理资料

不能真实反映实际施工情况。部分项目的监理月报对现场问题未写明相应的跟踪解决措施，内容简单不完整，存在对定期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及质量问题未及时发监理通知单，回复单未及时闭合

等现象。 

6．检测机构、混凝土企业经营、生产仍需进一步规范  由于近期混凝土用砂、石等原材料供应紧张、价格非理性上涨，市场情况复杂，部分生产企业对原材料质量管控力度不够。本次大检查共抽

样检测砂 40 组、石子 27 组。经委托检测，砂氯离子含量全部满足规范要求， 1 组砂压碎值不合格； 9 组石子含泥量不合格，石子质量堪忧。 

7．钢筋质量专项检查情况不容乐观  近期，国家多部委联合开展“瘦身”钢筋专项整治，本次综合大检查把钢筋质量抽检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共抽检了 50 个项目的钢筋原材 188 组，合格 167 组，

合格率 89%，不合格 21 组（除重量偏差不做复试外，复检 6 组钢筋中，合格 4 组，不合格 2 组）。 

三、处理意见   综合本次大检查情况，经研究决定： 

（一）对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外科综合大楼及医疗中转房项目等 18 项工程予以综合表扬。（二）对常州雨润城“星雨华府”等 11 项工程予以综合批评。 

（三）对常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等 11 家施工企业，常州常益建设工程构件有限公司 1 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常州华厦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 家检测机构，张一鸣等 11 名项目经理，

予以单项表扬。（四）对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施工企业，江苏鸿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 家监理企业，常州市瑞力混凝土有限公司等 2 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常州建昊建筑鉴定检测

有限公司 1 家检测机构，赵东浩等 3 名项目经理，余子国 1 名总监理工程师予以单项批评。（五）对常州雨润城“星雨华府”、青龙生活区 QL-030118 地块项目三、四期以及引发网络舆情的龙江

路东侧、紫荆西路北侧地块项目（路劲城市印象）等项目涉嫌违法违规及违反强标强条的问题移送常州市城建监察支队进行立案查处。 

四、下一步工作 

1.真对待存在问题，积极落实整改  各检查组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均下发了书面整改（停工）通知书，项目参建各方尤其是施工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按要求整改到位并及时将整改回复单报送至

相关单位。同时要举一反三，对项目进行全面检查，认真整改存在问题。下阶段，我局将对综合批评项目及单项批评单位加强监管，增加抽查频次，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施工企业加大处罚

力度。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更加认真严肃对待综合大检查工作，创新思路，试行“双随机”检查方式，进一步明确检查要求、规范检查行为，使综合大检查工作更加客观、公正、科学、有效。 

2.开拓创新，贯彻落实全省建筑业改革会议精神  我市建筑业相关企业必须结合产业发展方向，抢抓机遇，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快自身发展，做强做大，要在良好基础上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大力推行精益建造、绿色建造、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等新型建造方式，着力提升“常州建造”品牌的含金量和影响力。 

3．严防死守，全力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    

4．齐心协力，切实做好节前“治欠保支”工作 

2018 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各建设、施工单位要尽早谋划，积极筹措资金，立即开始计划和部署春节前的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监理单位应及时确认已完工程量和应付进度款，妥善协

调结算争议、纠纷，确保农民工工资的支付，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2018 年，我局将按照国家“治欠保支”的要求推行农民工工资专户及实名制发放。 

5.规范行为，提高经营风险防范意识 

（1）今年，建筑原材料价格反复非理性波动，为维护企业利益，我局针对这一特殊情况，多次进行专题调研，研究对策，将对已签订合同项目部分材料作调价处理，新发布的材料信息指导价将与

市场价接轨，对“三合一”招投标办法也将作出响应调整，各施工企业在后续承接业务时应结合实际理性报价，防范经营风险。 

（2）建筑业已全面实行“营改增”税收政策，所有施工企业必须强化法律意识，规范市场行为，依法经营，严禁出借资质和挂靠，防范法律风险。 

关于公布城区禁止高排放工程机械使用区域的通知（常建〔2017〕300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改善我市空气质量，规范城区建筑市政工地施工机械的使用，根据省、市“两减六治三提升”治理挥发性有机物专项对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的要求，现划定城区禁止高排放工程机械

使用区域，并将相关要求通告如下： 

一、禁止使用的高排放工程机械范围 

所有在划定禁止区范围内建筑市政工地使用的低于国 II 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 

二、城区禁止高排放工程机械使用区域的范围 

东至新北区、天宁区东边界；南至苏南运河、钟楼区、天宁区南边界；西至钟楼区西边界；北至沪宁高速。 

三、相关要求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金坛区、武进区可参照划定禁止使用区域。 

常州市城乡建设局 

2017 年 12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