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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一公局安全生产简报 

（2018）第 5 期总第 96 期 

安全监督部编                                  2018 年 6 月 5 日   

公司安全工作信息 

公司强化现阶段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工作 

   为落实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公司对于在建项目的施工安全

风险管理水平，增强施工过程中极高风险单位工程管控的时效性。安全监部

要求各单位、各直属项目在原有报送“重点监控项目半月报”的基础上。针

对其中施工安全极高风险的单位工程要求每天向公司所属板块事业部和安全

监督部上报《中交一公局在建项目极高风险单位工程日报表》。 

 

公司开展第二季度安全专项督查活动 

根据公司年度安全督查计划和公司领导的指示，以及中国交建“大整改、

大反思自查自纠”工作的要求，按照 2018 年第二季度安全督查工作安排，安

全监督部于 4 月份对广东区域所有在建项目进行了大整改大反思行动的专项

督查；5 月份对北方部分项目组织了第二季度安全督查。 

此次共检查了 27 个项目，涉及 11 个单位，并对检查的情况进行通报。

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及隐患，要求各单位、各项目部要按照“五定”原则立即

落实整改，并将整改情况由各单位核准后报公司安全监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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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业、上级政策法规、工作动态 

《中交一公局“险长制”实施办法》广泛征求意见 

安全监督部遵照公司领导的指示，以“盯问题、补短板、强治理”为思

路，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编写了《中交一公局“险长制”实施办法（征求意

见稿）》，现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中，请大家积极提出建议和意见。 

 

生命至上  安全发展 

2018年 6月份迎来了第十七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

主题是“生命至上 安全发

展”。 

从公司到项目都行动起

来，公司安监部及时下发了《中

交一公局安全生产月活动方

案》，在世通大厦 A 座一楼大厅

放置了安全展板，大屏幕每天播放安全标语，并和企业文化部联合出一期安

全月专刊，大厦里的各单位也在自己楼层放置了宣传画和宣传资料，从而营

造出了深厚的安全生产月氛围。 

二、四、五公司、首环高速等单位和项目都召开了安全生产月动员会和

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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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单位管理活动简介 

中国交建副总裁王建莅临三公司国道 227 项目检查指导工作 

5月 22日，中国交建副总裁、安全总监王建一行莅临三公司青海国道G227

项目开展安全质量综合督查工作。一公局副总经理韩国明、三公司总经理李

永、副总经理周世斌等陪同检查。 

王建一行先后视察了项目拌合站、明长城隧道施工现场，认真检查了项

目安全文明施工、工程质量及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工作，并听取了三公司在

青海市场的发展现状及项目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建设情况的汇报。王建对项目

管理工作及管理思路表示高度肯定，评价国道 G227 项目为“精细的管理、亮

丽的现场”。 

 

 

总承包公司班组安全文化建设活动初显成效 

总承包公司将管理下沉至班组，安全监督部组织开展了班组安全文化建

设专项活动，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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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上旬，班组安全文化建设专项活动正式启。4 月 28 日，由公司安全

监督部组织各项目参与进行了首次活动开展情况阶段性总结汇报，各项目纷

纷表示有效开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近日，各项目均完成了第一期优秀班

组和优秀班组长的评比工作，在班组之间真正建立“比、学、赶、超”的良

好工作态势。 

 

五公司北京首环二分部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0

个防灾减灾日，北京首环高速

二分部围绕“科学减灾，依法

应对”为主体开展“防灾减

灾日”安全教育活动。  此次

“防灾减灾”宣传活动主要

涉及雷电、地震、火灾、洪水等相关知识。项目部制作防灾减灾宣传板，对

现场 27 个施工作业点、143 位施工人员进行科学减灾知识宣讲，并向一线作

业人员发放防灾减灾宣传手册 100 余份。 

 

六公司那拉四、五标顺利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考核 

2018 年 5 月 25 日-28 日，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考核组分别对六公司那拉

四标、五标进行了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考核，那拉四标得分 838 分，那

拉五标得分 827 分，达到考核指标要求，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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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威公司建养一体化项目开展“新青年讲堂” 

第一期专题安全普法活动 

5 月 1 日，建养一体化项

目开展“新青年讲堂”第一期

“从事故中讲职责”专题安全

普法活动，项目全体职工参

加。活动中，项目书记结合项

目层级的安全职责对现场安

全管理及安全管理基础知识

进行细致讲解，通过剖析典型事故案例，让全体职工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

重要性。 

 

七公司新疆 G575 线巴哈公路土建三标开展“亮身份、明责任、 

互监督”安全活动 

七公司新疆 G575 线巴哈公路土建三标于 5 月 10 日开展了“亮身份、明

责任、互监督”安全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以现场管理人员佩戴红色显示屏，安全员、质检员佩戴蓝

色显示屏，班组长佩戴黄色显示屏的形式展开，显示屏内容为职位、姓名、

岗位职责，结合安全环保责任制，明确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同时邀请项目

所有施工、技术人员互相监督，发现问题随时在项目“安全随手拍”微信群

中曝光，有效减少现场安全管理“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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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通报 

通过对 27 个投资类、铁轨、房建类项目以及常规项目的检查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通过系列专项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安全管控

力度，但检查中还是发现项目在安全管理及现场管控上还存在下列主要问题： 

1.“大整改大反思自查自纠”工作在所属部分公司、项目只停留在在文

件传达、学习层面，与集团、公司部署的工作时间节点脱节，未达到此次自

查自纠工作的要求。 

2.爆破作业、起重设备、大型设备、深基坑、人工挖孔桩、高空作业平

台、地下工程、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施工是公司第二季度安全风险管理的

重点，从对项目检查情况看，项目未及时建立风险管控台账，无明确的安全

管理要点及应对措施，安全现场管控处于盲目状态，重点不突出。 

3.应急准备不足。项目应急培训不到位，应急救援设备、物资储备有待

加强；项目层次的应急演练未结合风险开展。 

基于以上问题，建议所属各单位在第三季度重点加强下列安全管控工作： 

1.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关于印发〈中交一公局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

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一公安字［541］号）文件的要求，认真落实隧道、

地铁、铁路、房建、高墩施工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为重点的建筑施工安全专

项治理行动。 

2.第三季度，防台防汛防自然灾害是本季度的工作重点，各单位、各直

属项目部要指派专人及时收集、传达气象、水利、航务、国土资源等相关部

门发布的各类气象、地质灾害等预警信息，妥善安排施工生产。尤其是涉及

山区、隧道、水上施工的项目一定要充分考虑到自然灾害对于施工安全、项

目及工人驻地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完善现有安全应急体系，坚决执行领导带

班制度，保证各类灾害应急物资配备齐全、响应迅速。 

3.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降低职业健康风险。各项目部要根据施工作业特

点和具体条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高温时段的室外作业。保证高温、

露天高处作业等危险性较大岗位工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同时做好防暑药

品和中暑急救的准备工作，加强夏季饮食卫生的管理力度，防止食物中毒事

件的发生。 

4.完善防雷措施，对生产安全用电和防雷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在炸药库、

龙门吊、塔吊、拌合站、配电室等高大设备和危险区域安装避雷针，并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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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能满足防雷需要。加大对于临时用电的检查力度，预防各类触电、雷击

事故。 

5.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现场奖罚管理意见》（安委办便字〔2018〕2

号）文件，在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强化执行和落实的细节管

理。 

下面，将本季度督查情况通报如下，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及隐患，各单位、

各项目部要按照“五定”原则立即落实整改，并将整改情况由各单位核准后

报公司安全监督部。 

一、一公司 

（一）胶西 3 标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已制定安全制度资料，并动态的进行更新，但未已正式红头文件下发，

未组织宣贯培训。 

2.项目经理带队检查工作已开展，但未下发红头通报文件。 

3.设备管理：抽查物料提升机资料，无相关验收、检查、维保记录，操

作人员证书等。物料提升机应为特种设备，应建立一机一档资料。 

4.脚手架安装方案已制定，但内部审批工作滞后。按照要求，脚手架进

场后及搭设完毕应进行验收工作，相关验收资料未及时归档。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房建作业区域 

（1）服务区房建施工物料提升机一处关键部件螺栓遗失，钢丝绳出现毛

刺，需立即进行检修。 

（2）内部墙体砌筑平台简单，应对其进行加固处理。 

2.路上施工区域 

（1）高边坡施工，作业人员应配置安全绳。 

（2）西洋河小桥过人通道临边防护不到位。 

（二）西安外环高速公路南段 LJ-14 标段项目部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重大危险源动态台账”中存在本项目不涉及的风险源“哑炮未排除”。 

2.特种作业证件现有电工 3 名，焊工 2 名，压力容器作业两名，尚有人员

在取证中，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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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台账中缺少临时租用的汽车起重机的进场验收记录。 

4.项目部编有总体安全应急预案和 16 专项预案，但尚未进行专项培训。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新进场） 

1.现场汽车起重机有一根支腿未垫枕木。 

二、二公司 

（一）渭南西海公园项目部（二公司）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领导带班记录中带班记录与计划完全一致，与实际情况不符。 

2.项目部电工的证件备案不全。 

3.应急物资清单中挖机、装载机和汽车吊的数量为“若干”。 

4.月度检查记录中未见检查人员和整改指令接受人的签字。 

5.《顶管施工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的内容和结构不符合要求。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防腐木码头施工时临时用电无防护，直接铺设在道路上. 

2.码头南侧的亭子在搭设时支架的临时防护不全。 

三、三公司 

（一）大同市文瀛路项目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已制定安全制度资料，但制度动态的更新不及时，项目应重新修订，

并已正式红头文件下发，并组织宣贯培训。 

2.大整改、大反思活动以及 2018 年安全专项整治活动 

已制定专项活动方案，但未正式红头文件下发。已开展了宣贯部署、培

训教育、专项检查等工作； 

3.制定了项目《安全生产现场奖罚意见》，暂未开展此项活动； 

4.交叉作业的生产经营单位（高架桥、高铁线）应签订安全生产协议，

明确职责，做好本单位交叉作业施工区域的安全工作。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现场与村庄交叉口增加警示和告知标识标牌。 

2.文瀛路与大张高铁线箱涵交叉，应与其施工单位沟通，做好箱涵临边

防护，防止坠物造成项目人员伤亡。 

（二）成都轨道交通 17 号线一期 TJ07 标 



2018年中交一公局安全生产简报第 5期 

 

 9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项目危险源划分辨识依据不清晰，一般危险源与重大危险源辨识不符

合住建部危险源管理相关规定。 

2.项目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脚手架、模板工程等 9 人以上集中作业

区域未实行作业许可审批制度。 

3.项目月度安全大检查程序不规范，检查内容不全面，未制定下发月度

检查计划。 

4.应急预案编制不严谨，预案内容有明显错误，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不符

合要求，未开展针对性应急教育，预案内危险源等级划分不明确。 

5.梯笼等附属设施的施工缺少专项设计方案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项目明挖区间脚手架搭设与方案不符，部分脚手架下部基础缺少垫板、

未设置扫地杆、剪刀撑等。 

（三）鲁南高铁项目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 

2.《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管理办法》编制依据缺少行业标准。 

3.施工人员花名册登记不全，构件厂安全教育培训有代签字现象，三级

教育的内容不符合规定要求。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卧石岭隧道进口通风管道破损未及时修补，且风管口距掌子面较远，

防水板台车上杂物较多未及时清理。 

2.架梁机一处配电箱未关门，梁场龙门吊电机行走通道被草丛覆盖，影

响行走安全。 

四、五公司 

（一）平凉（华亭）至天水 PT10 合同段项目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隧道口在安装电子门禁系统前的人员进出洞记录存在代签的情况。 

2.设备使用台账中共有设备 89 套，其中不包含塔吊、隧道空压机及储罐。 

3.隧道施工人员安全三级教育人数为 31 人，受教育人数不足，隧道安全

技术交底人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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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种作业人员证件中缺少高处作业人员，龙门吊司机存在证件过期的

现象。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阴湾坪隧道出口掌子面开挖预留核心土较小，二衬台车轨道有一处支

垫变型。其中隧道出口右洞的开挖台车未能水平放置。 

2.阴湾坪隧道出口左洞上导部分部位拱架未落地，仰拱一次性浇筑达 11

米。 

3.阴湾坪隧道出口钢筋加工场焊接作业时焊接位置距离氧气瓶过近。 

4.安川隧道左洞掌子面至仰拱步距为 40 米，超过局安全步距要求。 

5.水泉湾大桥盖梁施工作业平台临边安全防护措施不足。 

6.叶堡特大桥的塔吊基础防护简陋，操作人员上下爬梯中途缺少休息平

台。 

7.叶堡特大桥爬模修饰层临边防护不足，冲击钻未稳固放置，使用钢筋

代替螺栓组装冲击钻。 

（二）延崇高速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的规定》中未对关

于“人员资格”中项目的专职安全员持 C2 证的要求进行修改。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松山隧道进口通风管道破损未及时修补，通风不畅。 

2.隧道内警示标志不足，临边停放的机械设备未张贴反光标志。 

3.逃生通道内有杂物未及时清除。 

五、六公司 

（一）呼市东影南路下穿农大地道工程项目部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该项目合同额为 2.83 亿元，业主拟投入的安全措施费用为 166.09 万元，

低于国家规定 1.5%的要求。 

2.安全奖励在“每月之星”的活动中发放，未能严格执行局关于安全生

产现场的奖励制度。 

3.安全应急预案中缺少支架坍塌、暗挖段坍塌两个专项应急预案。同时

未对公司及以上级安全应急预案响应等级、规模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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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部现有持证架子工 4 人，有 17 已经参加了专业培训、通过考核，

尚未正式取得证件。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基坑临边防护因施工需要临时拆除部分未设置警示标志或临时围挡。 

2.部分模板支架的安全护栏缺少下横杆。 

3.二氧化碳气瓶直接在施工现场暴晒。 

4.模板搭设现场的电气设备和焊接区域缺少灭火器材。 

5.部分穿越施工人行道路的临时用电线路保护管破损。 

6.现场一台发电机柴油桶直接放置，四周无消防器材。 

（二）仁博 19 标 

1.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中缺少主要领导岗位安全职责。 

2.2018 年进场施工人员未签订三级安全教育卡、危险告知书。 

3.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中总体施工进度安排、大型临建设施布置建设方

案不详细，主体工程项目的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较简单，不够细化。 

4.产值计划、月度产值报表，没有项目经理、主管生产副经理签字，没

有备案。 

5.前期策划没有单位的下文批复。 

（三）汕湛高速惠清 TJ10 标项目部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查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成立文件，项目已成立安全生产领导组织机构，

但未能体现“双组长”机制，机构领导职责缺少检查、事故上报以及应急管

理内容。 

2.查看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制定落实情况，抽查危险作业施工许可管理办

法，缺少高墩盖梁施工、起重吊装作业施工许可；抽查安全生产费用制度落

实情况，安全生产费用计划已制定，但未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 

3.抽查项目教育培训制度落实情况，现场随机抽查架梁队周在春、周龙

宇、陈春波，起重司机马双阳，横江大桥下部结构队胡当树教育培训及交底

情况，周在春缺少教育培训资料，胡当树缺少培训及交底资料。 

4.查看项目特种设备档案资料，6 台龙门吊，2 台塔吊，1 台架桥机均以

通过检验验收，取得检验报告，但缺少使用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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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看项目安全文件收发管理情况，目经理部各类检查通知、通报，会

议纪要等正式文件均要下发到各协作队，履行签收回复手续，确保管理合规

性。 

6.查看项目应急管理情况：项目应急预案体系文件有待进一步完善；尚

未以项目正式文件形式组建项目应急队伍，并开展相应的培训、演练活动；

尚未组织一线作业人员开展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专项的应急教育培训。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横江 2 号桥墩柱安全爬梯的附着装置与施工方案有出入，有待加强。现

场发现个别墩柱安全爬梯上的扶手固定螺栓有松动的情况；盖梁作业通道、

作业平台脚手板未满铺且未设置挡脚板。 

2.塔吊施工现场作业平台存在杂物。 

3.预制梁场一端龙门吊轨道缺少挡车器。 

4.已架设的箱梁未及时施作临时连接措施。 

5.AK1+940 通道施工现场，三级配电箱未按照“一闸一机一漏一电”要

求设置，底部支架未设置垫板。 

六、七公司 

（一）香海大桥 TJ4 标二工区项目部（七公司）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项目已制定“大整改、大反思”自查自纠工作方案，但尚未组织各部

门对本项目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2.项目已制定安全生产组织机构，但组织机构的领导职责不完善，缺少

组织检查、培训以及安全生产费用投入内容，项目管理人员尚未签订安全生

产承诺书，抽查两名安全员安全日志，缺失。 

3.安全生产费用管理，项目安全生产费用计划未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

安全费用使用登记台账未明确使用部位、用途、使用人员等。 

4.抽查项目 3 月份领导带班记录，存在代签现象。 

5.局《危险作业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执行情况，许可期限超过公司规定

要求，9 人以上集中作业场所需制定具体防范措施。 

6.检查项目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交底情况，培训资料逻辑性略显不足，

项目管理人员的公司级教育委托人为总工，项目部领导班子项目级教育人为

项目经理和总工，与项目教育培训制度及项目管理人员岗位职责不符；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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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队伍施工队人员交底情况，交底人员为专职安全员。项目特种作业人员

专项安全教育未全覆盖； 

7.项目安全绩效考核已开展执行，但未制定相应的组织机构，由安保部

带考核，与局制度要求不相符。 

8.项目已开展危险源辨识，但未单独编制重大危险源控制措施，重大风

险隐患挂牌督办制度尚未开展。 

9.应急管理：未组建项目应急救援队伍，且未组织开展相应队伍的培训

演练；应急救援设备、物资储备有待加强。 

10.项目隐患排查治理计划落实程度略显不足，在日常检查及隐患排查过

程中检查内容针对性不强，检查存在问题闭合性需提高。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钢筋加工场 10T 龙门吊停工期间未使用夹轨器固定龙门。 

（二）鹤岗 HGTJ4 标项目部（新进场） 

1.项目已制定“大整改、大反思自查自纠”活动方案，正按计划开展工

作，建议项目要以此为契机，加大安全工作力度，取得实效，确保项目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可控。 

2.项目基础内业资料管理比较齐全，建议编制内业管理台账，实行目录

清单动态管理。 

3.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管理，应注意编制的规范性，且应与安全管理体系

文件区分开，建议参照局、公司规章制度编制修订，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到

各部门、工区，注意痕迹管理。 

4.已成立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建议书记到岗后，按照“双组长”要求，

重新修订，且前后组织机构人员保持一致，领导职责增加事故上报、应急处

理内容。 

5.局《危险作业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尚未执行，建议尽快制定相关制度

并严格落实。 

6.安全目标责任书的签订，格式不正确，要求参照公司目标责任书重新

签订。 

7.安全教育“一人一档”等内页资料管理，建议建立目录清单，同时应

注意教育、交底形式的规范性。 



2018年中交一公局安全生产简报第 5期 

 

 14 

8.年度安全工作计划、安全检查计划等制度、指导性文件要求以红头文

件形式编制下发。 

9.建议项目与业主沟通，尽快办理工程一切险，以及购买团体人员意外

伤害险。 

10.专项方案管理：建议项目要尽快制定桩基施工采用旋挖钻+冲击钻施

工方案；安全专项方案根据实际需求，尽可能提前编制完成，完善审批手续。 

11.人员管理：建议项目要把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增加到五人以上，以满足

合规性要求；尽快把相关人员的交安 B、C 证变更到七公司； 

12.目前尚未确定梁板预制施工组织模式，如最终确定由项目组织实施，

属于施工组织设计和前期策划方案发生重大变更，要履行完善变更审批手续。 

13.安全大检查工作流程不够完善，要履行检查通知——组织实施检查—

—下发整改通知——整改回复——验证的流程。 

七、厦门公司 

（一）惠清 TJ9 标（厦门公司）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抽查 2 台 MH10T-24m 电动葫芦门式起重机有检测合格报告，但缺少监

督检验证书。 

2.方案、施组针对 IV、V 级围岩制定开挖方案，实际检测为 III 级围岩，

项目与设计、业主签订了变更纪要，现场按 III 级围岩施工，但方案、施组未

做变更。 

3.项目产值计划、产值报表没有项目经理等签字。 

4.缺少“三防”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少沙 1#桥人工挖孔桩临近山体侧孔口缺少防护挡板，滑落的土体容易

掉落到孔内。 

2.石岭隧道是三车道隧道，右洞洞顶截水沟未延伸到地方水系，易冲刷

洞脚；左洞仰拱一次性开挖约 4 米超标，掌子面正在停工整改；隧道施工方

案设计 V 级围岩掌子面距仰拱距离为 40 米，超过局隧道施工要求；二衬台车

斜撑采用螺纹钢代替插销。 

3.现场临边防护不规范。 

（二）龙怀 TJ37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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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新修订安全管理制度未以正式文件下发。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抽查龙门大桥 7#墩施工升降机，安装拆除方案齐全，但警示标志要求

一次性承载人员不超过 12 人，不符合集团、局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要求规

定。 

2.龙门大桥 7#墩右幅 7 阶段往小里程方向挂篮吊带穿销支垫钢板未在中

轴线；龙门大桥 7#墩左幅往大里程方向挂篮行走轨道机械连接处螺栓缺少两

根，导致轨道不顺畅。 

（三）穗莞深城际轨道 SZH-5 标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安全管理制度修订后，2018 年未组织学习。 

2.900t 提、运梁设备由于说明书未明确使用年限，也未见相关规范明确其

使用寿命，（截至 2018 年 4 月 22 日公司安全督查时该设备仍在摊销年限内）。 

3.2018 年 1 月产值超出计划值较多，没有书面原因分析。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现场吊车作业支腿有倾斜，且所垫方木较小。 

八、海威公司 

（一）即墨市政项目: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 

2.机械设备台账更新不及时。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龙泉三路临时用电不规范，使用民用线缆施工。 

2.龙泉七路临边防护不到位，警示措施不足。 

3.墨河二路个别预留井口井盖缺失，安全警示标志不明显。 

九、桥隧公司 

（一）大潮 TJ4 标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安全生产责任制中岗位责任制制定不全。 

2.应急预案中没有现场逃生路线。 



2018年中交一公局安全生产简报第 5期 

 

 16 

3.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4.工程部每月产值报表、2018 年年度产值报表，没有项目经理、副经理

签字存档记录。 

5.项目未组织学习公司施工管理部下发的《三厂四区一部》。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龙门吊未安装自动夹轨器。 

2.D 匝道 6#墩作业平台未做防护。 

3.赤山溪大桥 26#人工挖孔桩卷扬机基础未硬化。 

4.路基开挖未分级开挖，护坡未做防护，边坡施工人员未挂安全绳。 

（二）河惠莞 TJ2 标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安全管理制度未以正式文件形式下发。 

2.项目目前未开展应急预案、应急知识的教育培训。 

3.班前十分钟教育资料收集不全。 

4.项目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未实行双组长。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上坪 1#大桥 26#墩，电线拖地。 

2 上坪 1#大桥 16#墩，作业平台未满铺，墩柱模板螺栓未全.部上满。 

3.圆盘锯使用倒顺开关。 

4.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花莞高速 SG14 合同段项目部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项目安全生产领导机构设置与制度要求不相符，机构组员仅总经一人，

缺少职能部门领导及负责人，且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双组长”未体现，岗位

职责缺少应急救援管理内容，未以正式文件下发。 

2.抽查项目三类人员，其中郭斌、郭坤、刘伟安全管理人员证件已于 4

月 8 日过期（正在延期中），抽查专职安全员郭坤 3 月份安全日志，记录不

详细。 

3.查看项目安全管理制度文件，制度未以正式文件下发，抽查安全生产

责任制度，项目负责人安全岗位职责未体现事故上报、应急救援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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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项目 2018 年安全目标责任书签订情况，目标责任书内容缺少管理目标内

容。 

4.局危险作业施工许可管理办法项目已制定文件，水上作业、起重吊装

等作业未实施作业许可。 

5.现场抽查桩基础施工队（广州高强工程有限公司）陈小松、张兆东、

单立强三人教育培训资料，缺少单立强教育培训资料，特种作业人员教育仅

有电工。 

6.抽查桩基础施工队（广州高强工程有限公司）安全技术交底落实情况，

3.3 日仙村 2 号桥 0#-2#桩基施工交底人为施工队人员。 

7.应急管理：项目已正式组建应急救援队伍，但活动开展不及时，尚未

组织开展有针对性和时效性专项的应急教育培训、演练活动。 

8.安全检查：安全大检查流程不够完善，安全检查资料的缺乏严谨性、

闭合性。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仙村涌 2 号特大桥 2 号平台水中桩基施工,孔口围护措施较为薄弱，缺

少定型围挡； 

2.泥浆池用废旧集装箱改装，缺少结构强度进行安全验算；泥浆管的布

设不合理。 

3.西福河特大桥水上桩基施工现场：在用乙炔瓶未安装回火阀，个别灭

火器已失效。个别电焊机二次保护装置缺失，三级配电箱存在一闸多机问题。 

（四）香海大桥 TJ4 标一工区项目部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项目已制定“大整改、大反思”自查自纠工作方案，但尚未组织各部

门对本项目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2.项目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健全，配备 8 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但安全生产

领导小组“双组长”未体现，安全部门岗位职责缺少应急救援管理内容，抽

查两名安全员安全日志，记录不详细。 

3.安全生产费用管理，项目安全生产费用计划未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

安全费用使用登记台账未明确使用部位、用途、使用人员等。 

4.项目已逐级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但管理目标责任未分解到部门及协

作队伍，项目管理人员安全承诺书签订未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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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局《危险作业施工许可管理办法》执行情况，许可期限超过公司规定

要求。 

6.检查项目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交底情况，项目管理人员的公司级教育

委托人为总工，项目部领导班子项目级教育人为项目经理和总工，与项目教

育培训制度及项目管理人员岗位职责不符；抽查梁场队伍福建德悦施工队人

员教育资料，项目特种作业人员专项安全教育未全覆盖；项目作业人员安全

技术交底，交底人员为专职安全员。 

7.特种设备管理方面，抽查编号为 093 的龙门吊的资料中，发现操作人员

俞敏已退场，但相关资料未及时更新。 

8.安全风险管理：个别已辨识出的重大危险源未及时制定详细的专项方

案；项目的《风险清单》、《隐患清单》、《危险源辨识登记表》和《安全

风险评估报告》相应内容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逻辑性不足。 

9.应急管理：复工后，尚未组织一线作业人员开展专项的应急教育培训；

个别重要的应急救援设备登记、检查维修工作需要加强。 

10.隐患治理计划落实不够到位，按照计划要求，每月安保部应组织两次

大检查，实际为每月一次；2018 年 1 月、3 月大检查资料签到记录不齐全。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现场 80T 龙门吊夹轨器防脱销，使用钢筋代替；龙门吊轨道压板间距

过大，与施工方案不符。 

2.现场部分基坑缺少临边防护设施。 

3.现场引桥作业平台上电缆线直接悬挂在桥梁外侧工字钢上面。 

（五）兴汕 T3 项目部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项目已成立安全生产领导机构，但文件未明确领导机构岗位职责。 

2.抽查项目三类人员，其中白海东、程锦葵人员证件已于 1 月 8 日过期（未

及时更新），抽查 3 月份专职安全员程锦葵安全日志，记录内容简单，未体

现岗位职责，3 月 16 日，代替技术人员给工人交底。 

3.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目标未分解到部门及协作队伍。 

4.局危险作业施工许可管理办法项目已制定文件，但箱梁架设吊作业未

实施作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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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抽查项目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其中项目经理安全生产职责覆盖不全，

缺少应急管理内容。 

6.抽查教育培训制度落实情况，教育方式与制度不符，根据签字记录，

仅能体现部门（或班组）及教育，公司及项目部及教育为直接教育到本人。

项目特种作业人员统计不全面，且尚未组织特种作业人员专项教育培训。 

7.查看项目“大整改、大检查”自查自纠文件落实情况，文件编辑存在

逻辑性错误，检查内容仅有现场存在隐患，与方案要求不符。 

8.检查龙门吊的检维修记录，发现均是由普工秦小宝进行，未查阅到秦

小宝接受龙门吊检维修培训考核记录。 

9.月度安全例会议内容与各类检查、巡查情况结合不够紧密。 

10.安全大检查资料中对内业工作的检查内容较少；流程不够完善。 

11.抽查项目 80 吨移动提梁机（编号：16060050，16060051）特种设备安

全技术档案，仅有设备安装告知单，缺少设备检验报告、使用登记证、出产

合格证等资料，设备安装缺少专项施工方案。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木围脚大桥施工现场,桥上跨地方机耕道部位未设置临边挡脚板或类似

防护设施。 

2.架桥机中所使用的支垫未严格按照方案采用接触面摩擦系数大的优质

方木，用钢板直接支垫。 

（六）长沙地铁 6 号线中心站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项目关于局“大整改，大反思自查自纠工作方案”已传达落实，并制

定相应方案，但方案内的自查自纠内容针对性与项目实际情况结合不紧密，

抽查一工区 3 月份自查自纠报告，检查内容仅包括现场存在施工隐患，检查

内容不完善。 

2.抽查三工区东郡站主体结构施工队湖南恒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勇等

10 人安全教育及交底情况，入场三级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能够按要求开展，

但个别特种作业人员专项教育培训记录不完整。 

3.抽查一工区关于局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以及 9 人以上集中作业场

所实行作业审批许可制度的执行情况，盾构安装等井下集中作业尚未实行作

业审批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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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抽查各工区 3 月份月度大检查开展情况，未制定月度检查计划，检查人

员签字记录不完整，检查内容覆盖不全面。 

5.查看项目应急救援预案及应急队伍和应急物资物资的储备情况，应急

救援队为项目管理人员，缺少专业施工队伍，尚未开展应急人员专项教育培

训。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二工区迎宾路口站，基坑内作业平台两侧临边防护不牢固，紧邻基坑坑

边堆放模板、脚手架等材料。 

（七）文莱高速九合同段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人员花名册统计不规范，机械设备入场未及时进行台账登记。 

2.应急预案制定针对性不强，防汛专项预案中无附近河流相关信。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钢筋加工厂龙门吊一处防撞缓冲块脱落，钢筋笼摆放不符合要求。 

2.暂停使用的冲击钻机未进行防雨覆盖。 

十、总承包公司 

（一）惠州潼湖市政项目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项目月度安全大检查未下发通报。 

2.应急预案未在现场进行公示。 

3.方案未附公司、单位审批意见表。 

4.项目未组织学习局施工管理部下发的三厂四区标准化指南。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施工现场有个别人员未佩戴安全帽。 

2.甲子河桥钢便桥贝雷连接销已退出约 1cm，无开口保险销。 

3.个别泥浆池、基坑防护不规范。 

十一、房建分公司 

（一）广州南沙综合体 2 号地二标段（建筑公司）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项目已制定“大整改、大反思”自查自纠工作方案，但尚未组织各部

门对本项目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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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基础内业资料管理规范性欠缺，缺少内业管理台账，查看项目安

全管理制度，未以正式文件下发，安全管理制度编制与局制度要求不符，抽

查检查制度、考核制度，检查制度检查频次、时间不明确。 

3.安全教育培训情况，项目尚未开展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抽看广东

源天工程有限公司安全教育，尚未落实人员管理“一人一档”要求，队伍人

员 63 人，三级教育培训人员记录只有 20 多人。 

4.查看广东源天基础施工安全技术交底（GDAQ330401）落实情况，交底

人为安全人员，参与人为技术人员，安全技术交底内容缺乏针对性，被交底

人仅 20 多人，交底未做到全覆盖。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1.现场施工场地泥浆池基坑防护施工钢筋加安全网架设。 

2.场地内电缆线架设在钢筋支架上面或随意沿路敷设。 

3.场地狭小，大型机械设备较多，缺乏专职交通安全疏导人员。 

4.场地较泥泥，文明施工较差。 

（二）京蔚房建项目 

基础管理存在问题： 

1.大整改、大反思活动、专项整治活动等均已按要求制定了专项活动方

案，项目经理每月带队开展检查，但方案及通报未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相

关资料归档不规范。 

2.安全制度动态更新不及时，应系统梳理，重新修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并红头下发和组织宣贯培训。 

3.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操作规程、责任书等资料开展系统性不强，

个别资料无法对应。 

4.现场特殊设备：共计 3 台，见 2 台档案资料：型号 QTZ40，安装高度

20 米，安装日期 2018 年 4 月 12 日/14 日安装单位为保定兴凯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使用单位为北京隆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检测单位为河北中科建筑机械

检验有限责任公司（第三方），检验报告出具日期，2018 年 4 月 4 日。无项

目进场和安装验收资料。 

5.脚手架施工方案已制定，并逐级上报审批。按照方案要求，脚手架进

场后及搭设完毕后进行了验收工作，但项目未保存相关验收资料。 

现场管理存在问题： 



2018年中交一公局安全生产简报第 5期 

 

 22 

1.特种设备：塔吊安装方案中，塔吊基础为 h=1.3，b=5，l=5 的混凝土基

础。现场实际为装配式配重基础，项目应变更方案并审批；装配组件开口销

有缺失。 

2.脚手架： 

（1）脚手架搭设不规范：如：底部支垫个别脱出垫板，个别未设置扫地

杆，脚手架底托旋出超规范要求，外架作业平台脚手板未满铺。 

（2）服务区办公楼处，人形爬梯顶端平台中间缺横撑，造成其稳定性差。 

3.钢筋加工厂小型机具电板裸露，无防雨措施。 

4.现场文明施工较差，标准化工作落实不到位。 

 

 

安全论谈 

浅析《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的主要区别

(二) 

序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办法》（建质[2009]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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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分析 

 （建质[2009]87 号） 住建部令第 37 号 

过去是住建部部门

文号，现在是住建部令

的形式。 

5 

第十五条 专项方案实施前，

编制人员或项目技术负责人应

当向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第十五条 专项施工方案实施

前，编制人员或者项目技术负责

人应当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进行

方案交底。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向作业

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由双

方和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共同签字确认。 

过去没有强调“由

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

字确认”，现在规定由

双方和项目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

字确认。 

6 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指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对危 过去未强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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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专人对专项方案实施情况进

行现场监督和按规定进行监测。

发现不按照专项方案施工的，应

当要求其立即整改；发现有危及

人身安全紧急情况的，应当立即

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应当定

期巡查专项方案实施情况。 

大工程施工作业人员进行登记，

项目负责人应当在施工现场履

职。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

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

现场监督，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

案施工的，应当要求立即整改，

并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应当及时组织限期整改。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危大

工程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

发现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

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

区域。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

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

监督”，现在规定项目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

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

监督。 

7 

第二十二条 各地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

实际情况，制定专家资格审查办

法和管理制度并建立专家诚信

档案，及时更新专家库。 

第十三条 专家论证会后，应

当形成论证报告，对专项施工方

案提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者不

通过的一致意见。专家对论证报

告负责并签字确认。 

过去未强调“专家对

论证报告负责”，现在

明确规定专家对论证

报告负责，且提出了对

专项施工方案提

出……“一致意见”。 

8 

第十九条 监理单位应当对

专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

理；对不按专项方案实施的，应

当责令整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

的，应当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

建设单位接到监理单位报告后，

应当立即责令施工单位停工整

改；施工单位仍不停工整改的，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向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监理单位发现施工

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

的，应当要求其进行整改；情节

严重的，应当要求其暂停施工，

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监

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

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 

过去强调由建设单

位应当及时向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现在规定由监理单位

应当及时报告工程所

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 

   过去没有关于第三

方监测管理要求，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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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第三方监测管

理要求。 

   

过去没有专门的监

督管理要求，现在增加

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所属施工

安全监督机构监督管

理职责。 

   

过去没有设置法律责

任条款，现在增加了法

律责任专项章节。 

 

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已于 2018 年 2 月 12 日审

议通过，将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报送:公司安委会成员 

发:各单位、各直属项目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