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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建字〔2019〕119 号

签发：易强

江宁区建设工程领域秋冬季安全生产

暨文明施工情况通报

全区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393 号令）、《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第 166

号令）、《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南京市政府第

296 号令）等相关文件要求，切实提升我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和

文明施工水平，现将我区建设工程领域秋冬季安全生产和文明施

工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情况通报

（一）安全生产情况通报

在江宁区秋冬季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和日常检查中，发现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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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条件不到位：

1.工程名称：江苏竣博自动化研发中心（1#-4#、地下室）

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江苏竣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雪阳），监理单位：江苏

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景艳明），存在问题：

①桩工机械未经检测投入使用；②四名专职安全员均不在现场

（四名备案安全员无请假手续）；③深基坑专家论证方案审批程

序不符合要求；④现场大面积裸露土方未覆盖，道路积尘严重。

2.工程名称：第二生产车间、办工楼工程，建设单位：南京

天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项目经理：沈苏），监理单位：南京苏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项

目总监：席志明），存在问题：①大面积裸露土方未覆盖，道路

积尘严重，垃圾未及时清理；②脚手架连墙件拉结点缺失较多，

架体基础周边随意开挖沟槽；③电缆线随意缠绕在爬梯架体上，

总箱照明电路无保护接零，搅拌机开关箱无保护接零；④桩工机

械未经检测投入使用; ⑤办公区、宿舍区与施工现场未隔离；⑥

宿舍使用大功率电器。

3.工程名称：宁杭高铁高家边拆迁复建房 30－31#、36－37#

楼，建设单位：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南京

恒永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周勇），监理单位：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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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新华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易良军），存

在问题：①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不在现场，监理单位无人在现场；

②升降机通往楼层的防护门在不使用时未及时关闭；③搅拌机未

设置安全防护棚；④多名施工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进出现场。

4.工程名称：NO.2017G64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1-30#楼及地

下车库工程，建设单位：南京江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

位：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潘建平），监理

单位：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赵松涛），

存在问题：①施工现场脚手架搭设不规范，缺少硬性连墙件，架

体垃圾多，楼层内局部安全防护不到位；②施工现场文明施工差，

材料堆放乱，局部土方未覆盖，主要道路未定期清扫、洒水；③

施工现场局部未采用围挡封闭；④施工现场工人未带安全帽。

5.工程名称：智能微电网控制系统与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

生产厂房工程，建设单位：南京海兴电网技术有限公司，施工单

位：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伟松），监

理单位：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曹淑军），存

在问题：①施工现场多处违规使用滑槽；②脚手架及卸料平台：

内外脚手架作业层大横杆设置不到位，单跟填心杆作业层脚手板

未满铺，马槽部位无防护；落地式卸料平台无限载标识，四周防

护不严密，堆载严重超载；③安全防护：未设置符合要求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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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楼层作业无防护；电梯井口水平防护不严密；④危大、超

大工程：高支模拆除区域未设置警戒标识；未设置危大（超大）

工程实施告示牌；方案内容未按 37 号令要求编制; ⑤临时用电：

总配电房位置不合理，不满足消防要求，未设置相应警示标识；

总箱一个分路漏保选型不正确（100MA,0.1S）；钢筋区二级箱分

路一闸多机；⑥文明施工较差，场内材料堆放混乱，道路积尘积

泥较重；⑦安全管理资料不完善：落地料台验收未见；塔机定期

维保记录填写不规范。

6.工程名称：研发大厦项目 A—1#、A－2#、A－地下室，建

设单位：江苏正欣和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南京舜运建

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华尧），监理单位：江苏省华夏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秦庆荣），存在问题：①负二层

6-9 轴、B-D 轴模板支撑体系不完善，缺少剪刀撑，东西向悬臂

端间距过大；②总配电箱漏保选型不正确，2#塔机开关箱漏保选

型过大；③监理企业对项目部检查资料未见；④工人生活区无消

防水源。

7.工程名称：南京未来网络产业创新综合体 1-5#科研办公

楼、商业综合体工程总承包，建设单位：南京未来科技城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

波云），监理单位：南京明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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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钰），存在问题：①吊篮配重块未离地，安全绳未与建筑主体

结构采取可靠连接，与阳角部位接触未采取软衬垫，安全锁标定

过期，吊篮作业期间未落地，无可靠的上下通道；②楼层内临时

作业架作业层无防护栏杆；③电梯井水平防护不严密；④楼层内

垃圾未及时清理。

8.工程名称：卫生间与厨房设备及其附件生产项目 1#西栋、

2#东栋、3#制品仓库、4#事务栋、5#废弃物仓库、6#排水处理

栋、7#危险物仓库、8#主门卫、9#副门卫 1、10#副门卫 2、11#

自行车棚、13#雨棚、14#安检岗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南京东

陶有限公司，施工单位：藤田（中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赵丹），监理单位：南京宁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

监：赵祠文），存在问题：①施工用电未按“三级配电两级保护”

和“TN-S”系统设置，用电方案内容缺失较多，总漏保送检型

号不正确；②消防水池模板支撑：扫地杆及水平杆未按方案要求

双向满设；人员上下安全通道设置不规范，堆放钢管较多；钢管

检测报告显示钢材强度不符合规范要求；方案内容未按 37 号令

编制；支腿底部未设垫衬。

9.工程名称：新建江宁区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心暨公共停车场

项目基坑支护工程，建设单位：南京江宁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南京广正园林景观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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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单位：南京苏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华登峰），存

在问题：①塔机指挥（司索信号工）由钢筋工代替（无有效作业

证件）；②临时用电不规范：总配电房无消防灭火器材；二级电

箱一闸多用，PE 级未连接；钢筋作业区用电设备均未设置专用

开关箱；塔吊专用开关箱设置在无安全防护通道的支撑梁上，不

便操作；③工人安全教育不到位，深基坑西侧个别工人在无防护

措施支撑梁上传递建筑材料；④生活区厨房煤气罐与灶台距离较

近，未采取物理隔离措施，灭火器数量配备不足; ⑤安全行为资

料不完善。

10.工程名称：NO.2017G65 地块（A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1-16#楼及地下车库，建设单位：南京鹏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东龙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杨巍巍），

监理单位：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刘蒯），

存在问题：①临时用电不规范：7#、8#楼之间钢筋作业区二级

电箱串线；开关箱平躺于地面（未用支架架设）；调直机开关箱

PE 线未连接；3#楼北侧二级电箱一闸多用；②12#楼脚手架凹槽

部位与墙体距离过大，未设置安全水平兜网；楼层临边防护不到

位；4#、5#楼脚手架开口处未设置连墙件，无“之”字型防护

连接；③悬挑卸料平台验收表监理未签字，现场已投入使用；④

钢筋作业区局部未搭设安全防护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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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施工情况通报

在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日常专项督查中，以下工程项目现

场文明施工条件不到位：

1.工程名称：NO.2016G18 地块 01#楼、02#楼、06#楼~08#

楼、10#配电房、地下室 B 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南京融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李永增），监理单位：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许宁），存在问题：①现场道路部分未硬化；②现

场大量裸土未覆盖；③现场材料堆放杂乱；④建筑垃圾未及时清

理；⑤现场道路灰尘较大，扬尘管控措施不到位。

2. 工程名称：NO.2015G23 地块（D、E 区）商住、商办项目

E 区 1#-3（1 到 14 层）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南京名万置业有

限公司，施工单位：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

轶君），监理单位：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胡子燕），存在问题：①建筑材料堆放杂乱；②施工现场道路积

尘严重；③建筑垃圾较多，未及时清理。

二、处理意见

为鼓励先进、鞭策落后，不断规范全区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

产和文明施工管理水平，全面落实参建各方主体整改责任，经研

究决定，做出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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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列工程项目日常文明施工条件较好，在文明城市创

建过程中扬尘管控措施落实到位，现给予通报表扬。

1.工程名称：金长城国际大厦，建设单位：南京长城机电集

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何慧），监理单位：南京天京 建筑工程监理事务所（项目

总监：孙荣富）。

2.工程名称：金王府·金都苑 1#楼，建设单位：南京金箔

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项目经理：刘慧斌），监理单位：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

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欣志中）。

3.工程名称：大树智能科技中心，建设单位：新天林科技实

业（南京）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南京明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许峰），监理单位：南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项

目总监：崔爱军）。

4.工程名称：江宁开发区正方大道改造等基础设施 PPP 项目

百家湖文化分中心（美术馆）项目，建设单位：南京江宁经济技

术开发总公司，施工单位：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赵志农），监理单位：南京第一建设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陈正军）。

（二）对下列工程项目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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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名称：宁杭高铁高家边拆迁复建房 30－31#、36－37#

楼，建设单位：南京江宁科学园发展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南京

恒永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周勇），监理单位：南

京新华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易良军）。

2.工程名称：NO.2017G64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1-30#楼及地

下车库工程，建设单位：南京江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

位：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潘建平），监理

单位：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赵松涛）。

3.工程名称：研发大厦项目 A—1#、A－2#、A－地下室，建

设单位：江苏正欣和通信发展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南京舜运建

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华尧），监理单位：江苏省华夏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秦庆荣）。

4.工程名称：南京未来网络产业创新综合体 1-5#科研办公

楼、商业综合体工程总承包，建设单位：南京未来科技城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冯

波云），监理单位：南京明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刘

惠钰）。

5.工程名称：卫生间与厨房设备及其附件生产项目 1#西栋、

2#东栋、3#制品仓库、4#事务栋、5#废弃物仓库、6#排水处理

栋、7#危险物仓库、8#主门卫、9#副门卫 1、10#副门卫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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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棚、13#雨棚、14#安检岗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南京东

陶有限公司，施工单位：藤田（中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赵丹），监理单位：南京宁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

监：赵祠文）。

6.工程名称：新建江宁区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心暨公共停车场

项目基坑支护工程，建设单位：南京江宁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南京广正园林景观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展），监

理单位：南京苏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华登峰）。

7.工程名称：NO.2017G65 地块（A 地块）房地产开发项目

1-16#楼及地下车库，建设单位：南京鹏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东龙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杨巍巍），

监理单位：江苏宏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刘蒯）。

8. 工程名称：NO.2016G18 地块 01#楼、02#楼、06#楼~08#

楼、10#配电房、地下室 B 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南京融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李永增），监理单位：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许宁）。

（二）对下列工程项目相关单位和个人整改期间暂停在我区

承接新的业务，并将违法行为记入企业不良信誉档案。

1.工程名称：江苏竣博自动化研发中心（1#-4#、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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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江苏竣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

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雪阳），监理单位：江苏

建发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景艳明）。

2.工程名称：第二生产车间、办工楼工程，建设单位：南京

天华化学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项目经理：沈苏），监理单位：南京苏宁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项

目总监：席志明）。

3.工程名称：智能微电网控制系统与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

生产厂房工程，建设单位：南京海兴电网技术有限公司，施工单

位：江苏兴厦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伟松），监

理单位：南京苏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曹淑军）。

4. 工程名称：NO.2015G23 地块（D、E 区）商住、商办项目

E 区 1#-3（1 到 14 层）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南京名万置业有

限公司，施工单位：南通华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

轶君），监理单位：南京德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胡子燕）。

三、相关要求

（一）端正态度，落实整改。受到通报批评的单位要充分认

清当前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的严峻形势，摆正心态，立

即按要求抓好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我局安监站，我局将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