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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动态： 

1、2019 年 1月 5日，公司召集所有具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的人员召开了一次年度扩大会

议，新的一年，新的起点。给大家鼓劲、加油！  

2、2019 年 1月 3日-19日，公司组织相应员工进行 2018年度工作总结述职。 

3、2019 年 1月 23日，公司工会对 2018年度杰出表现员工陆松青、王翔进行家庭走访慰问。 

4、2019 年 1月 27日，公司 2018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在御锦天大酒店二楼国际宴会厅隆重

召开，公司全体员工参会。 

5、2019 年 2月 15日 8点 58分，公司开业式，部门负责人悉数到场，并在大会议室召开了

“2019新年茶话会”，分享了春节活动、趣事并根据各自分工，对新的一年进行展望。 

6、2019 年 2月 15日-21日，公司组织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赴菲律宾参观考察。 

7、2019 年 2月 16日-20日，公司总师办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及考试。 

8、2019 年 3月 1日，公司《员工奖惩制度》(2019版)正式实施。 

9、2019 年 3月 2日，公司 3月份生产办公会议,公布最新的组织分工，明确了发展定位、 

经营定位、生产定位。 

10、2019年 3月 4日-14日，总师办进行春节后的复工检查，详见第二版。 

11、2019年 3月 8日，公司组织全体妇女聚餐共同庆祝三八妇女节。 

12、2019年 3月 18日-19日，ISO 认证人员到公司进行审查。 

13、2019年 3月 20日，公司总计 11人报考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考试。 

行业信息速递： 

1、2019 年 1月，我司叶晓涛、刘凯、毛乔松分别获得新北区工会组织的“安全隐患工程”

随手拍活动的一等奖、二等奖和优秀奖。 

2、2019 年 3月 1日，公司申报了全过程咨询试点企业。 

3、2019 年 3月 1日，三井街道领导专程来公司进行新年拜访。 

4、2019年 3月 16日，陈武等 10 人在城建校新校区进行了招标代理资格延续考试。 

5、2019 年 3月 24 日，钱奇峰副总代表公司参加了南京的全过程咨询高层论坛和省监理协

会年会。 

6、2019 年 3月 15日，黄树丰总经理参加了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促进会的第二次会员大会。 

7、2019 年 3月 22日，许和兰参加了人事局举办的关于 19年度职称申报专题会议。 

8、2019 年 3月 28日，黄树丰总经理参加了常州市建筑业协会六届三次理事会议。 

9、2019 年 3月 29日，苏人社发【2019】93号文公布了《江苏省专业技术类职业和职称对

应目录》，明确了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的 26 项职业资格直接对应相应系列和层级的

职称，符合的人员可直接申报相关职称的考试和评审。 

10、2019年 3月 30日，李燕代表公司参加了装饰协会会员大会。 

11、2019年 3月 31日，公司向省协会申报了先进监理企业和优秀专业监理工程师。 
2019.03.24 南京全过程工程咨询论坛 

2019.03.08 庆祝三八妇女节 

2019.02.16-20 员工进行培训 

2019.02.15 新年茶话会 

2019.01.27 公司年会 

http://www.jgjl.com/
mailto:jgjl@jgj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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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节后复工检查报告 

 

公司 2019 节后复工检查 情况报告 

公司 2019 节后复工检查自 3 月 4 日起至 3 月 14 日止，按照检查要求共检查了公司在常州市的在建房屋建筑工程计 21 工地。 

情况通报如下： 

1 各工地均已复工。各项目监理部均能认真落实市建设局 2019“春风行动”相关要求。 

2 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识别，部分项目监理部基于常规经验，对“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等缺乏识别。监理细则缺失。 

3 对于全面执行 JGJ59-201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有半数以上的项目监理部现场无标准(或电子文档)，安全检查基于经验。 

 

要求/对策如下： 

1 各项目监理部认真学习并执行住建部 2018 年“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和“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做到全面识别不遗漏。可以参照附表在“□”前打勾识别。 

2 各项目监理部应存有“JGJ59-201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纸质文本(或电子文档)，对照检查标准实施检查。检查频率各部门/项目监理

部结合现场实际确定。建议每周不少于 2 个分部分项，每月不少于 1 次全面检查；也可联合施工安全员/部门一并检查。 

对于市政工程，执行“CJJT275-2018 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附表：危大工程范围 

危大工程范围    建办质〔2018〕31号 

类别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一、(深) 

基坑工程 

□（一）开挖深度超过 3m（含 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

支护、降水工程。 

□（二）开挖深度虽未超过 3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

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

支护、降水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 5m（含 5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

水工程。 

二、 

模板工程及

支撑体系 

□（一）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道模

等工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 5m 及以上，或搭设跨度

10m 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设计值，以下

简称设计值）10kN/m2 及以上，或集中线荷载（设计值）15kN/m

及以上，或高度大于支撑水平投影宽度且相对独立无联系构件的

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 

□（三）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 

□（一）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隧道模等

工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 8m 及以上，或搭设跨度

18m 及以上，或施工总荷载（设计值）15kN/m2 及以上，或集中

线荷载（设计值）20kN/m 及以上。 

□（三）承重支撑体系：用于钢结构安装等满堂支撑体系，承受单

点集中荷载 7kN 及以上。 

三、 

起重吊装及

起重机械安

装拆卸工程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kN 及

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二）采用起重机械进行安装的工程。 

□（三）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 100kN 及

以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二）起重量 300kN 及以上，或搭设总高度 200m 及以上，或搭

设基础标高在 200m 及以上的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工程。 

四、 

脚手架工程 

□（一）搭设高度 24m 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包括采

光井、电梯井脚手架）。 

□（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 

□（三）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四）高处作业吊篮。 

□（五）卸料平台、操作平台工程。 

□（六）异型脚手架工程。 

□（一）搭设高度 50m 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二）提升高度在 150m 及以上的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或附着

式升降操作平台工程。 

□（三）分段架体搭设高度 20m 及以上的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五、 

拆除工程 

□可能影响行人、交通、电力设施、通讯设施或其它建、构筑物

安全的拆除工程。 

□（一）码头、桥梁、高架、烟囱、水塔或拆除中容易引起有毒有

害气（液）体或粉尘扩散、易燃易爆事故发生的特殊建、构筑物的

拆除工程。 

□（二）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影响范围

内的拆除工程。 

六、 

暗挖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七、 

其它 

□（一）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二）钢结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人工挖孔桩工程。 

□（四）水下作业工程。 

□（五）装配式建筑混凝土预制构件安装工程。 

□（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

工安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一）施工高度 50m 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二）跨度 36m 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或跨度 60m 及以上

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开挖深度 16m 及以上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四）水下作业工程。 

□（五）重量 1000kN 及以上的大型结构整体顶升、平移、转体等

施工工艺。 

□（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可能影响工程施工

安全，尚无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的分部分项工程。 

                                  

                                    总师办 

                                                                                                            2019年 0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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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平台 

关于进一步落实我市建筑施工扬尘防治要求的若干意见 

（常建〔2018〕197 号） 

各辖市（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强化源头治理，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践行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8〕22 号）

和江苏省实施意见、《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标准》（DGJ32/J 203-2016）、《常州市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实施细则》（常建〔2018〕113 号）等

法律、法规及有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落实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有关要求，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做好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关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

关“六个高质量发展”和“强富美高”新常州建设。全市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各级直接负责建筑工地扬尘防治的监督机构及各建筑工程参建单位必

须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上来，

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全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的统一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到当前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存在的不足，从讲政治的

高度继续集中精力、落实责任，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措施，将施工扬尘防治措施落到实处。 

二、进一步精准防治，提高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实效。 

1．建筑工地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均应建立扬尘防治责任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及扬尘防治责任人。在项目报监时，将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扬尘防治责任人书面告知项目监督机构。 

2．施工单位应按照《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标准》（DGJ32/J 203-2016）制订施工扬尘防治专项方案，并将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六个百分之百”

及安装在线监测（含 PM2.5、PM10 等指标）和视频监控设备的相关要求写入方案，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及以上建筑工地必须安装并正常使

用在线监测及视频监控设备。 

3．施工项目部应书面明确扬尘防治管理人及工地出入口渣土车辆管理人，扬尘防治管理人应每天对施工扬尘防治专项方案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并做好台账（详见附件 1）。 

4．施工现场的车辆冲洗平台及硬化道路应满足建筑工地扬尘防治使用功能要求，可参考附件 2、3 的做法，车辆出入口还必须配备冲洗水枪。 

5．施工现场土方作业时，应在土方作业区域周边均布 2 台以上雾炮车并正常工作；在渣土车行进路线，采用移动洒水等抑尘措施；每辆渣土

运输车辆必须密闭、冲洗干净，并经渣土车辆管理人员检查符合要求后方可驶出工地大门。 

6．施工现场硬化道路边应安装环绕喷淋系统及配备移动洒水设施，保持路面湿润，有效抑制硬化道路起尘。 

7．对不在作业阶段易起尘的裸土及物料必须做到百分百覆盖。 

8．所有在建工地必须响应大气应急管控要求。 

三、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倒逼企业落实扬尘防治主体责任。 

1．扬尘防治检查评定不合格的建筑工地一律停工整治，限期整改达到合格；限期整改不符合要求，且擅自复工的，一律对责任单位进行行政

处罚并扣除企业信用分。 

2．2018 年 12 月 31 日后，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及以上建筑工地未安装并正常使用在线监测及视频监控设备的，一律责令限期整改，逾期

未整改的，对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扣除企业信用分。 

3．首次发现未按要求对裸土和物料进行覆盖的，一律停工，限期整改；限期整改不符合要求，且擅自复工的，一律对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

并扣除企业信用分。 

4．未采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渣土车辆行进路线未采取有效抑尘措施、未按规定对渣土车辆密闭并冲洗干净驶出工地的，一律责令停工整改；

对拒不整改的，一律对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扣除企业信用分。 

5．对硬化道路未采取抑尘保洁措施的，一律责令停工整改；对拒不整改的，一律对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扣除企业信用分。 

6．对不响应大气应急管控要求，擅自违规作业的，一律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行政处罚并扣除企业信用分。 

7．对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履职不力的建设、监理单位，一律采取行政处罚、扣除企业信用分等措施。 

8．同一标段因扬尘防治工作不符合要求累计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对责任单位一律实施顶格处罚，且该标段项目不得参评各级标化工地。 

四、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切实提高建筑扬尘防治监管效能。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层层传递压力，加强对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专人牵头负责属地施工扬尘防

治工作。 

1．实行“三个清单”制度。各级负责扬尘防治的监督机构应制定在建工程扬尘防治监督责任清单、在建工程土方作业动态项目清单、在建工程

扬尘防治问题清单，对扬尘防治问题清单中的项目应逐个限时销项。各辖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市建管中心每月将“三个清单”上报市城

乡建设局。 

2．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及各级负责建筑扬尘防治监督机构应增加对建筑施工扬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频率，

除日常检查外，应适时组织开展夜间检查。 

3．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各级负责建筑扬尘防治监督机构及时将违法违规线索移送建设行政执法单位，各级建设行政执法单位应严格对违反大

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行为，从严从快进行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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