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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中路 23号 407-411 室 主 办：常州建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动态：

1、2020 年 1 月 11 日，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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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 年 1 月 13 日，公司王海波、周伟锋、钱奇峰、丁国良、蒋维东、梁波、童宛平、

许云峰总计 8人通过常州市建设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论证专家。

3、2020 年 2 月份，公司员工卞峰疫情期间积极主动报名参加新北区青年新冠疫情防疫志愿

者。

4、2020 年 2 月 19 日，公司通过三井街道的复工备案。

5、2020 年 2 月 24 日，公司行政领导一行来到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人员送上了慰问品，对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最前沿、无私奉献的医护工作者表示诚

挚的敬意和的衷心的感谢。

6、2020 年 2 月 26 日，公司领导层组织行政部门年度述职总结。

7、2020 年 2 月 28 日上午 10:00，为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恢复正常生产，公司召集部门负责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以及个别总

监代表共计 37 人召开企业复工抗疫专题视频会议。

8、2020 年 3 月 8 日，在配合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精心为在职女员工准备了礼物，

鼓励大家积极勇敢地面对。

9、2020 年 3 月 9 日-3 月 18 日，公司蒋汝峰等 6人报名参加二级建造师考试。

10、2020 年 3 月 14 日，公司 3月份生产办公会议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如期开展。

11、2020 年 3 月 30 日，为加强现场监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总师办详细编制了一份清单，

供各项目监理部结合工程实际参照、参考使用，详见第二版。（具体内容 4月份将陆续上传

至公司网站）

12、2020 年 3 月 31 日，市监理协会领导莅临公司进行“抗疫复工”调研。

行业信息速递：

1、2020 年 1 月 16 日，许和兰代表公司报名参加常州市水利工程建设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培

训班。

2、2020 年 2 月 25 日，三井街道领导莅临公司视察企业疫情防控情况。

3、2020 年 3 月 2 日上午 9:30，市监理协会邀请余存冬律师为监理企业讲授“疫情对监理

项目结算及管理的影响”网络直播课程，公司行政领导认真收听学习。

4、2020 年 3 月 17 日，公司向市监理协会报送了 2019 年度统计报表及工作总结。

5、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26 日，黄树丰总经理亲临兰州、西宁考察，开拓监理业务。

6、2020 年 3 月 2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

文印发建人规〔2020〕3 号文关于《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监理工程师职业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

公司 2019 年会

公司复工抗疫专题视频会议

新冠疫情防疫志愿者

市监理协会“抗疫复工”调研

建工管理送温暖

http://www.jgjl.com
mailto:jgjl@jgj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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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平台
简明工程建设标准与法规清单 (试行)

编制说明：

1. 为加强现场监理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编制本清单。供各项目监理部结合工程实际参照/参考使用。
2. 本清单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监理为主，兼顾一般市政工程。主要从安全生产、施工质量、工程管理等 3个方面按主要分部分项工程或

管理方面简明列举了常见/常用工程建设标准与法规文件，计 200 余项。限于篇幅，暂不含常州市有关规范性文件。
3. 本清单为预印版，2020 年 3 月首次发布，各标准与法规截止日为 2020 年 1 月。可能有错误/遗漏。今后可能有更新或补充。使用中有任

何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以便更正/更新。
分类 名 称 编 号

一、安全生产

安全
管理

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2019版) 苏建质安[2019]378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建部令 2018第 37号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安全监督总局令第 17号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统一规范 GB50870-201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2003第 393号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国务院令 2004第 397号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国务院令 2007第 493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国务院令 2009第 549号
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CJJ/T275-2018
建筑施工易发事故防治安全标准 JGJ/T429-2018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2011
江苏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档案(2018版) 苏建安监函[2018]12号
江苏省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资料(2011版) 苏建安监总[2011]8号
江苏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苏建管质[2009]5号

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指导图册 建办质函[2019]90号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 建质[2008]75号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

建质[2008]91号

文明
施工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GB/T50640-2010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 GB/T50905-201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 GB50720-2011
建筑工地扬尘防治标准 DGJ32/J203-2016

施工现场装配式轻钢结构活动板房技术规程 DGJ32/J54-2016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规范 JGJ/T188-2009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JGJ146-2013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标志设置技术规程 JGJ348-2014

脚手
架

建筑施工悬挑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程 DGJ32/J121-2011
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 GB51210-2016
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标准 JGJ/T128-2019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30-2011
建筑施工碗扣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166-2016
建筑施工工具式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JGJ202-2010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技术规程 JGJ231-2010

基坑
工程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50330-2013

复合土钉墙基坑支护技术规范 GB50739-2011

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GJ180-2009

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 JGJ111-2016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120-2012

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技术规范 JGJ147-2004

模板
支架

建筑施工模板和脚手架试验标准 JGJ/T414-2018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JGJ162-2008
建设工程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
导则

建质[2009]254号

高处
作业

钢结构施工安全防护 17G911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2016

施工
用电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50194-2014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46-2005
物料
提升
机与
施工
升降
机

龙门架及井架物料提升机安全技术规范 JGJ88-2010

施工升降机安全规程 GB10055-2007

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JGJ215-2010

塔式
起重
机与
起重
吊装

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GB5144-2006
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
程

JGJ196-2010

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JGJ276-2012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166号
预制内外墙板预制楼梯板预制楼板应用工程安
全监督要点

苏建安监总[2017]2号

施工
机具

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检查技术规范 JGJ160-2016

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JGJ33-2012

二、施工质量

质量
管理

优质建筑工程质量评价标准 DGJ32/TJ04-2010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 GB/T50375-2016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规程 DGJ32/J103-2010
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控制标准 DGJ32/J16-2014
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T50252-2018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2000第 279号
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 JGJ/T104-2011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
样和送检的规定

建建[2000]211号

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 2013第 89号

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
工作实施细则

苏建规字[2011]2号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档案(2014版) 苏建函质[2014]41号
关于严格落实建筑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制的
通知

建办质[2014]44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 建质[2013]171号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
任追究暂行办法

建质[2014]124号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管理暂行办法

住建部令 2009第 2号

文件
档案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档案资料管理规
范

DGJ32/TJ143-201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资料 苏建办[2015]188号

测量
监测
检测

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检测分类标准 JGJ/T181-2009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GB/T51040-2014
工程测量规范 GB50026-2007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GB50497-2009

建筑施工测量标准 JGJ/T408-2017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JGJ8-2007

地基
基础

岩土锚杆与喷射混凝土支护工程技术规范 GB50086-2015
喷射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T372-2016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基础技术规程 DGJ32/TJ109-2010
建设工程化学灌浆材料应用技术标准 GB/T51320-201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GB50108-2008
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01-201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8-2011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标准 GB50496-2018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 GB51004-2015

地下工程渗漏治理技术规程 JGJ/T212-2010

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标准 JGJ/T406-2017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94-2008

主体
结构

装配式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程 DGJ32/J184-2016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框架结构技术规程 DGJ32/TJ219-2017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50448-201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51231-2016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1-201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指引 [2019]第 23号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量控制要点 省住建厅公告 2017第 8号
混凝土结构施工图 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
则和构造详图(现浇混凝土框架、剪力墙、梁、
板)

16G101-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T1499.1-2017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1499.2-2018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2001
钢结构焊接规范 GB50661-2011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50755-2012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550-2010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3-2011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50924-2014

回弹法检测泵送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DGJ32/TJ193-2015

热处理带肋高强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DGJ32/TJ202-2016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50080-2016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50107-2010



企业精神：敬业 专业 勤业 创业 第 3 版 共 4 版 服务宗旨：严格规范 真诚廉洁 严谨务实 勤奋创新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GB50119-201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50666-2011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JGJ/T10-2011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107-2016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JGJ145-2013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18-2012

屋面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DGJ32/TJ104-2010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7-2012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5-2012

装饰
装修

民用建筑室内装修工程环境质量验收规程 DGJ32/J140-201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修订
-2013) GB50325-2010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 JGJ/T436-2018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收规范 GB50877-2014
建筑幕墙工程质量验收规程 DGJ32/J124-2011
塑料门窗工程技术规程 DGJ32/J62-2008

成品住房装修技术标准 DGJ32/J99-2010

居住建筑标准化外窗系统应用技术规程 DGJ32J157-2017

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 发改运行[2003]2116号
超大面积混凝土地面无缝施工技术规范 GB/T51025-2016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9-20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10-2018
建筑玻璃采光顶技术要求 JG/T231-2018
自流平地面工程技术标准 JGJ/T175-2018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JGJ/T220-2010
建筑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 JGJ/T235-201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成品保护技术标准 JGJ/T427-2018

住宅排气管道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JGJ/T455-2018

建筑防护栏杆技术标准 JGJ/T470-2019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113-2015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133-2001
江苏省民用建筑外窗应用暂行规定 苏建函科[2013]443号

给水
排水
采暖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2-2002
建筑同层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232-2016
辐射供暖供冷技术规程 JGJ142-2012

建筑
电气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2006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03-2015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GB50601-2010

通风
与空
调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3-2016

通风管道技术规程 JGJ/T141-2017
住宅新风系统技术标准 JGJ/T440-2018

智能
建筑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GJ32/TJ178-2014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T50312-2016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339-2013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50348-2018

建筑
节能
(绿色
建筑)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06
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规范 DGJ32/J08-2015
建筑外遮阳工程技术规程 DGJ32/J123-2011
绿色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DGJ32/J19-2015
建筑外遮阳工程质量验收规程 DGJ32/TJ88-2009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 DGJ32/TJ89-2009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50364-2018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411-2019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国务院令 2008第 530号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国务院令 2008第 531号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 JGJ144-2019

建筑外墙外保温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 JGJ289-2012
电梯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10-2002

人防
工程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34-2004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验收与评价标准 RFJ01-2015

市政
工程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1-2008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2008
城市道路工程技术规范 GB51286-2018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2-2008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GJ32/TJ201-2016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82-2012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1-2008

消防

设施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GB50166-2019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1-2017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GB50444-2008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

三、工程管理

标准

体系
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建设部令 2000第 81号

合同

管理

标准施工招标文件
发改委等 9部委令 2008第

56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建市[2017]214号

监理

管理

工程建设监理企业质量管理规范 DGJ32/TJ164-2014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T50319-2013

江苏省项目监理机构工作评价标准 苏建函建管[2018]759号

江苏省建设工程监理现场用表(第六版) 苏建建管[2019]204号

关于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理责任的若干意

见
建市[2006]248号

江苏省建筑节能分部工程施工方案(标准化格

式文本)(试行)和江苏省建筑节能分部工程监理

实施细则(标准化格式文本)(试行)

苏建函科[2010]1102号

江苏省高支模工程监理实施细则(标准化格式

文本)和江苏省扣件式钢管脚手架搭设、拆除工

程监理实施细则(标准化格式文本)

苏建建管[2013]266号

江苏省深基坑支护工程监理实施细则(标准化

格式文本)
苏建建管[2013]314号

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施工监理实施细则

(标准化格式文本)和江苏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部品部件吊装监理实施细则(标准化格式文本)

苏建建管[2017]625号

进度

控制

工程网络计划技术规程 JGJ/T121-2015

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 TY 01-89-2016

施工

管理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GB/T50502-2009

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GB/T50903-201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

法
建设部令 2004第 124号

关于加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管理的通知
苏建质安[2016]664号

关于印发工程质量安全手册(试行)的通知 建质[2018]95号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规范 GB/T50358-2017

投资

控制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50353-2013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4-2013

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6-2013

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7-2013

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 苏建价[2014]216号

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 苏建价[2014]216号

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 苏建价[2014]216号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苏建价[2014]299号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 建标[2013]44号

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 住建部令 2013第 16号

项目

管理

招标

投标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GB/T50326-2017

江苏省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导则(试行) 苏建科[2018]940号

江苏省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试

行)
苏建科[2018]940号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 2011第 613号

资质

与许

可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标准 建市[2007]131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 建市[2014]159号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 2007第 158号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住建部令 2014第 18号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住建部令 2015第 22号

总师办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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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1月11日，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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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20年1月13日，公司王海波、周伟锋、钱奇峰、丁国良、蒋维东、梁波、童宛平、许云峰总计8人通
	3、2020年2月份，公司员工卞峰疫情期间积极主动报名参加新北区青年新冠疫情防疫志愿者。
	4、2020年2月19日，公司通过三井街道的复工备案。
	5、2020年2月24日，公司行政领导一行来到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送上了慰问品
	6、2020年2月26日，公司领导层组织行政部门年度述职总结。
	7、2020年2月28日上午10:00，为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8、2020年3月8日，在配合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下，公司精心为在职女员工准备了礼物，鼓励大家积极勇敢
	9、2020年3月9日-3月18日，公司蒋汝峰等6人报名参加二级建造师考试。
	10、2020年3月14日，公司3月份生产办公会议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如期开展。
	 行业信息速递：
	1、2020年1月16日，许和兰代表公司报名参加常州市水利工程建设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培训班。
	2、2020年2月25日，三井街道领导莅临公司视察企业疫情防控情况。
	3、2020年3月2日上午9:30，市监理协会邀请余存冬律师为监理企业讲授“疫情对监理
	项目结算及管理的影响”网络直播课程，公司行政领导认真收听学习。
	4、2020年3月17日，公司向市监理协会报送了2019年度统计报表及工作总结。
	5、2020年3月23日至26日，黄树丰总经理亲临兰州、西宁考察，开拓监理业务。
	6、2020年3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
	文印发建人规〔2020〕3号文关于《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互动平台
	3. 本清单为预印版，2020年3月首次发布，各标准与法规截止日为2020年1月。可能有错误/遗漏。
	何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以便更正/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