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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

青建管〔2023〕3号

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关于 2022年度
全年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情况的通报

各有关单位：

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开展了2022年度全年的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巡查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巡查组共巡查了 29个项目，其中包括公建项目 7个，住宅项目

8个，工业项目 14个，建筑面积 275.75万平方米，工程造价 173.05

亿元。涉及建设单位 29家，施工单位 29家，监理单位 24家。

巡查工作以建立健全的建设工程现场管理体系，落实参建各方

主体责任、主要管理人员履行法定义务情况为重点，主要检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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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设置情况，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及关键岗位管理人员

到岗履职情况，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及施工许可、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材料检测等制度贯彻落实情况，抽查施工现场安全、质量、

文明施工管理状况。

二、总体评价

市场行为方面：项目经理及总监到岗履职不符规范要求、注册

人员未按规定使用执业印章等问题较去年有所减少；施工单位未按

规定配备关键岗位人员、施工单位未按规定报送合同信息、三本台

账未按规定执行、安措费未按规定单独支付等情况仍较普遍；部分

项目未按要求执行管理人员人脸识别制度和企业负责人带班制度、

总包对分包的管理有疏漏现象，部分分包单位超资质承揽业务、个

别项目建设单位存在肢解发包行为及设计施工图纸未审图先施工的

情况。

质量行为方面：未按规定对进入现场的原材料进行抽检复试的

情况较去年有所改善；项目标准养护室管理不到位仍较为普遍，模

板安装不牢固导致的混凝土爆模现象较多，钢筋安装的间距偏差和

绑扎不牢固等问题较为普遍。

安全行为方面：部分项目仍存在脚手架及支模架搭设、临边洞

口安全防护不按规范及方案实施、施工临时用电设置不符规范要求

的现象；部分项目存在危大工程未按规定组织安全技术交底及组织

验收，施工过程中未按方案实施及巡视检查等情况。

三、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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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管理主要问题

1.项目经理及总监到岗履职不符合规范要求，企业负责人带班制

落实不到位；

2.注册人员（项目经理及总监理工程师）未按规定使用执业章；

3.施工单位未按规定报送分包合同信息，个别项目建设单位存在

肢解发包行为及设计施工图纸未审图先施工的情况；

4.施工总包单位或分包单位未按规定要求配备项目管理机构关

键人员；

5.建设单位未按规定单独支付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6.施工单位未按规定执行三本台账制度；

7.参建单位关键岗位人员未按要求执行人脸考勤制度。

（二）工程质量主要问题

1.项目部对施工原材料的控制方面问题比较突出，主要反应在资

料报审材料复试不及时或成品保护措施不到位等；

2.现场混凝土质量及钢筋安装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具体反应在模

板安装不牢固导致的混凝土爆模现象较多，钢筋安装的间距偏差和

绑扎不牢固等问题；

3.二结构方面主要存在构造柱种植钢筋偏位较多，墙体砌筑不符

合规范要求等；

4.施工单位未按规定对标养室进行管理。

（三）施工安全主要问题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置及使用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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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现场临边洞口未按规范或方案要求处理；

3.施工现场存在危大工程未按规定方案实施、未按规定组织安全

技术交底及进行验收，实施过程中未见相关巡视记录。

（四）文明施工主要问题

1.项目现场存在未按要求设置喷淋设施，未按规定对现场裸土进

行覆盖。建筑垃圾未及时清理；

2.项目未按要求设置或使用车辆冲洗设备，相关记录不全；

3.现场公告图示牌设置不符要求。

四、问题处理

根据《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巡查组共签发《整改通知单》29份，《局部暂缓施工指令书》7份，

《暂停施工指令书》1份，对 1个项目签发了《行政处罚建议书》。

对 4名项目经理实施了记分，共计G0分、D19分。根据以上情况共

对 8个项目责任单位及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见附件）。

五、工作要求

全区在建项目参建各方，在继续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及全力推进

复工复产的同时，加大现场管理力度，认真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

行动，进一步完善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强化落实工程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提高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水

平，提高工程技术创新能力，强化市场主体行为、项目组织管理、

施工安全质量行为的事中、事后管理，不断提高安全质量防控能力，

强化基础建设，努力构建安全质量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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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质量安全总体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安全质量保障。

附件：青浦区 2022年度全年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发现的主要

违规行为通报

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3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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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浦区 2022 年度全年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发现的主要违规行为通报

序号 工程名称 责任单位 主要违规行为 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强制性标准

1

青浦区重固镇郏

店路南侧44a-01

地块项目

建设单位：上海苏峻置业有限

公司

施工单位：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帆

监理单位：福建省中福工程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

总监：徐国钗

1、标养室内未见 2022 年 9 月 26 日浇筑的

“13#楼 1F、16#楼 5F” 混凝土试块。

2、16#楼三层以上悬挑脚手架底部未采用硬

质材料进行满铺，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四排一

隔离，未按专项方案要求设置一层一设挡脚

板；北侧悬挑脚手架未按专项方案 5.2.7 中

描述的设置上拉杆；未按方案 5.2.3 中描述

的设置焊接钢管斜杆，与专项方案不符；悬

挑脚手架部位未经参建各方验收合格已进入

下道施工，目前已搭设至五层作业面。

3、7#、16#楼售楼处外墙幕墙已施工完成，

未见安评报告，现场无审图通过的图纸。

4、现场幕墙分包工程由建设单位“上海苏峻

置业有限公司”直接与“福建国华建设有限

公司”签订合同。

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第

8.5.2 条

2、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住建部令第 37 号发布，住建部令第 47 号修正）第

十六条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

4、《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

2

华新镇华志路北

侧 23-01 地块工

程

施工单位：中国五冶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李战湖

1、5#楼基坑支撑钢围檩下支撑钢牛腿设置与

方案中描述不符。

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第十

六条

3

青浦区西虹桥蟠

龙路西侧 45-06

地块项目

施工单位：上海泾东建筑发展

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金华

1、标养室内 2022 年 12 月 9 日浇筑的 10#楼

4 层墙柱（C40）、梁顶板（C30）、12 月 11 日

浇筑的 9#楼 4层梁顶板（C40），标养试块未

见。

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第

8.5.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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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西科技园项目

(A7、A9、A10、

P1)

施工单位：上海绿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雷

1、7#楼多处电梯口及临边洞口无防护措施。

2、7#楼十六层北侧卸料平台栏杆上直接堆放

建筑材料，南侧卸料平台口未进行封闭，现

场无警示措施，呈全开放状态，与专项方案

不符。

1、《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沪府

令第 31 号发布，沪府令第 52 号修正)第十四、二

十四条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第十

六条

5

青浦区重固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

新建工程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石昕

1、体育馆二层移动操作平台上部四周无防护

栏杆，平台板与架体未有效连接，直接搭挂

在活动钢管上，底部滑轮固定装置失灵，架

体无斜支撑，与专项方案不符。

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

部令第 37 号发布，住建部令第 47 号修正）第十六条

6

上海雨润肉食品

有限公司厂房改

扩建二期项目

施工单位：中冶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项目经理：贺西宁

1、2-3#楼四层作业面脚手架北立面局部向外

倾斜。

1、《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

部令第 37 号发布，住建部令第 47 号修正）第十六条

7
华新镇华腾路北

侧 21-08 地块

监理单位：上海煌浦建设咨询

有限公司

总监理工程师：陈睿

1、监理单位总监 10 月考勤率不符合要求，

工程资料存在代签现象。

1、《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47 号）

第二十六条

8
西虹桥蟠中东路

南侧 33-03 地块

施工单位：中建三局第一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观达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陈海涛、

1、吊篮安拆专业分包单位“上海观达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资质未报审，只具备劳务资质，

超资质承揽业务。

2、总包单位项目经理 6 月复工后未到岗履

职。

1、《上海市建设工程承发包管理办法》(沪府令第 37

号发布，沪府令第 42 号修正)第十六条

2、《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3 号发布，

住建部令第 32 号修正）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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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月 1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