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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冠状病毒疫情形势及开复工需准备的相关资料分享



疫情形势

预测 库存=累计确诊病例-累计治愈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



山东省复工政策

*截至2月10日，全省重点项目已开
复工262个，其中，省级项目49个，
市、县项目213个。
*截至2月17日，全省28369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中，已复工21970家，
复工率77.4%。截至2月18日，全省
调度的42780家外贸企业中，已复
工29250家，复工率68.4%。省属企

业除所属院校和文旅类企业外全部
复工复产。



复工基本要求--准备工作

制定一套可行的方案



明细指南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

现场施工人员进行登记造册，逐人建立健康卡，在施工现场安装围挡，出入
口设立疫情检查点，安排专人值班检查，严控人员和车辆进出，配备防护服、
口罩、消毒液、医用酒精等防疫物资，对公共场所每天进行消毒，保持清洁卫
生，禁止人员聚集。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进出场管理制度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进出场管理制度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进出场管理制度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防疫物资管理制度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隔离措施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消毒措施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消毒措施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严禁扎堆聚集



进场后人员防控管理（参考指南） 宣传到位、提高警惕



1、不具备封闭式集中管理的项目不得复工或开工建设。

2、对所有进场人员进行实名制登记。防疫期间，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外出。严格

控制工作时间，防止过度疲劳。

3、施工总承包企业要做到：为现场配备卫生防疫物资、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

不准使用零散工和无健康信息的劳务人员；

在工程复工前应制定详细的用工计划，包括返京时间、工程量、用工人数、来源地等信息。

4、当工地人员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可疑症状时，一律不得进入施工区域、办公区域，应及时隔

离、就医。发现疑似病例或确诊后，要立即中止施工，封闭病人到过的施工现场所有场所。

5、提交复工材料后，区住建委组织属地卫生健康部门、街道（乡镇）政府进行现场核查，三方同意

后才能复工，合格一家复工一家。

此外，针对复工后可能出现其他问题，通知中也指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根据疫情防控、劳务人员

返京、建筑材料供应、工程造价调整等方面协调指导，保障建设工程安全复工。

2020年2月10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通知



施工现场实行封

闭式管理。全面落实

实名制管理工作有关

工作要求。在工地进

出口设立体温检测点，

对进入工地人员进行

体温检测。根据实际

配备防护、消毒等防

疫物资；现场人员统

一发放并佩戴口罩等

防护用品。





河南郑州、山东、浙江、江苏、湖南、四川等住建部门：

施工单位在复工后产生的防疫成本，如隔离人工费用、防疫物资等各项防疫措施产生

的费用全额追加列入工程造价。

郑州市住建局发布《疫情防控期间支

持建筑企业复工复产的实施意见》，

正式明确：自2月13日起：将防疫成本

列入工程造价：将“新冠肺炎”疫情

明确设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

《合同法》中所列明的不可抗力。将

防疫期间施工单位在对应承建项目所

产生的防疫成本列为工程造价予以全

额追加。

2月12日，浙江省住建厅出台《关于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支持企业发展的通知》，发布18条政策举措保障企业复

工复产。针对建筑企业，《通知》提出：工程造价调整

•因疫情防控导致人工、材料价格重大变化，相应调整方

式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工程总

承包企业可依据《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2018版）》

中“5%以内的人工和单项材料价格风险由承包方承担，

超出部分由发包方承担”的原则合理分担风险。

•疫情防控期间继续施工的项目，可在工程造价中单列疫

情防控专项经费，按照每人每天40元的标准计取。







第二章
山东危大细则管理规定解析



背景

1. 37号令超强力度

2. 危大工程实施细则超高要求

3. 事故整体趋势并未降低



当前危大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

37号令出台前政策体系中与危大工程安全管理密切相关的共6项:

2003年11月24日公布<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93号令)

2004年7月5日发布<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28号)

2004年12月1日发布<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法> (建质

[2004]213号)

2009年5月13日发布<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建质[2009]第87号)

2017年5月17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通知> (建办质

[2017]39号 )

2017年05月31日发布<关于印发起重机械,基坑工程等五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

要点的通知> (建安办函[2017]12号)

① 危大工程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



当前危大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

其中,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建质[2009]第87号) 最大的缺陷是没有

建设、 勘察、 设计及监测等单位相应职责的部分条款及相应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而<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的通知> (建办质[2017]39号 ) 里

第一条要求就是“健全危大工程安全管控体系”

②危大工程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

这说明, 部分工程参建主体职责不明确, 建设、 勘察、 设计、 第三方监测等单位责任缺失的问

题已经引起住建部高度重视.



当前危大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

施工单位不按规定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如北京西西工地9.5坍塌事故、 广州

从化3.25在建电厂事故)

或者不按方案施工 (如江西丰城11.24电厂事故、 广州海珠7.22塔吊倒塌事故)

③危大工程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

现有规定对危大工程违法违规行为缺乏具体、量化的处罚措施，监管持法难。



2018年，全国27个地区已制定《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的实施细则，江苏、江西、甘肃、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制

定实施细则。各地共组织开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宣传贯彻活

动14718次，累计参加1045444人次。

2018年，各地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实施重点监督检查，检查工程共计320155

项，查处违法行为共计11302起，其中,未编制或论证专项施工方案1430起、未按专项

施工方案施工4367起，处罚企业共计8161个，处罚人员共计4675名，累计罚款约1.02

亿元，共对56个企业实施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处罚。

详情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控情况.xlsx
课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控情况.xlsx


关于对中标集团总包建设有限公司等2家单位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中违规施工情况的通报

京建发〔2019〕21号





时间 地区 类型 死亡人数

2019年1月23日 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 塔吊倒塌事故
4

2019年1月25日 浙江省金华东阳市 模板坍塌事故
5

2019年2月26日 安徽省铜陵市 塔吊倒塌事故
3

2019年2月24日 四川宜宾市 塔吊倒塌事故
3

2019年3月21日 江苏盐城市 化学储罐发生爆炸事故
47

2019年3月21日 江苏扬州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坍塌
6

2019年3月24日 辽宁沈阳市苏家屯区 高处坠落事故 3

2019年4月10日 江苏扬州 基坑坍塌事故
5

2019年4月25日 河北省衡水市 施工升降机坠落事故
11

2019年5月4日 甘肃省庆阳市 管沟土方坍塌事故
4

2019年5月28日 山东青岛 施工升降机坠落事故
3

2019年5月16日 上海市长宁区 厂房坍塌事故
12

2019年6月16日 河北廊坊市 基坑边坡坍塌事故
3

2019年7月8日 深圳福田区 提升拆除工程发生局部坍塌
3

2019年8月3日 河南郑州 高处坠落事故 3



修订的主要内容

87号

文件
共25

条

（危大）编制专项方案的范围及审核的要求

专项方案专家论证审查的范围和程序

对建设单位的要求

对施工单位的要求

37号令

现文件
共七章
40条

对监理单位的要求

对专家组的要求

相关处罚管
理
的
要
求

专项方案的内容

对勘察单位的相关处罚规定

对建设单位的相关处罚规定

对设计单位的相关处罚规定

对监理单位的相关处罚规定

对施工单位的相关处罚规定

对主管部门的相关处罚规定

总则

前期保障

专项施工方案

现场安全管理

监督管理

法律责任

附则

建办质
〔2018〕

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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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专项施工方案（编制）

原第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编制专项方
案；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组织
专家对专项方案进行论证。超过一定
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
围见附件二。
第六条 建筑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
专项方案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
编制。其中，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程、
深基坑工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等专
业工程实行分包的，其专项方案可由
专业承包单位组织编制

现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
在危大工程施工前组织工
程技术人员编制专项施工
方案。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
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
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危
大工程实行分包的，专项
施工方案可以由相关专业
分包单位组织编制。

强调专项方案，
必须工程技术人
员编制。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危大工程施工前组织工程技术人员编制
专项施工方案，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的人员应当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编制。
危大工程实行专业分包的，专项施工方案可以由相关专业分包单位
组织编制。

江西省的主要内容(第三章 专项施工方案)



1-3层落地式钢管脚手架示意图

表示架体离墙间距为0.25m,架体宽1m,步高1.8m,跨

度1.5m。

表示架体离墙间距为0.25m,架体宽2mm,步高1.8m,

立杆间距为1米×1米。

表示架体离墙间距为0.25m,架体宽1.15m,步高1.8m,

跨度1.5m。

Z
F



第一步

第五步

第二步

第六步

密封板

第三步

第七步

钢丝绳

密封板

第四步

第八步

密封板与翻板

密封性处理

密封板

加宽密封板

密封板与翻板

密封板

钢丝绳

钢丝绳



此处相对危险，2500跨度型钢，两

个螺栓且螺栓受力高大20.1kN（根

据厂家计算书结果），第一型钢整体

稳定性未计算，第二，螺栓中间长度

650其长细比未考虑，第三，此处结

构受力为负弯矩，结构受力情况能否

满足，是否要增加付弯曲钢筋

模型选择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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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专项施工方案(审核)

原第八条 专项方案应当由施工单
位技术部门组织本单位施工技术、
安全、质量等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审核。经审核合格的，由施工
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实行施工总
承包的，专项方案应当由总承包单
位技术负责人及相关专业承包单位
技术负责人签字。

不需专家论证的专项方案，经施工
单位审核合格后报监理单位，由项
目总监理工程师审核签字。

第十一条 专项施工方案应
当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审
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
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查签字、
加盖执业印章后方可实施。

危大工程实行分包并由
分包单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由总
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及分包
单位技术负责人共同审核签
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不在强调不需专
家专项方案，强
调方案审核必须
加盖公章；



第十二条 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完成后，施工单位（总承包单位和专

业分包单位）组织企业相关部门（质量、安全、技术、机械设备等）
技术人员对方案进行复核，复核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专项方案的编制依据是否齐全、有效；
（二） 专项施工方案内容是否完整、可行；
（三） 专项施工方案计算书和验算依据、施工图是否符合有关标
准规范；
（四） 专项施工方案是否满足现场实际情况，并能够确保施工安
全；
（五） 应急预案是否可靠。

安徽省的主要内容(第三章 专项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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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专项施工方案（论证）

原第九条 超过一定规模的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专项方案应当由施工单位组
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实行施
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
单位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并明确参加专家相关人员）
第十条 专家组成员应当由5

名及以上符合相关专业要求
的专家组成。

本项目参建各方的人员
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专家论
证会。

现第十二条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
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组织
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
进行论证。实行施工总承包的，
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召开专家
论证会。专家论证前专项施工方
案应当通过施工单位审核和总监
理工程师审查。

专家应当从地方人民政府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建立的专家
库中选取，符合专业要求且人数
不得少于5名。与本工程有利害
关系的人员不得以专家身份参加
专家论证会。

强调论证前必须
由施工单位审核
和总监理工程师
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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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主要内容(危大工程范围)

类型 建质[2009]87号 山东细则

基坑工程 一、基坑支护、降水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3m（含3m）或虽未超过3m但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

复杂的基坑（槽）支护、降水工程。
二、土方开挖工程

开挖深度超过3m（含3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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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工程
及支撑体
系

（一）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大模板、滑模、爬模、飞模等工
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5m及以上；搭设跨度10m
及以上；施工总荷载10kN/m2及以上；集中线荷载15kN/m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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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吊装
及安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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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设备自身的安装、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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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包括：采用自制起重设
备、设施进行起重作业；2台（或以上）起重

设备联合作业；流动式起重机带载行走；采用
滑排、滑轨、滚杠、地牛等措施进行水平位移；
采用绞磨、卷扬机、葫芦或者液压千斤顶等方
式进行提升；人力起重工程。



• 2018年8月7日，贵州一工地发生一起九台吊车抬吊钢网架两台折臂、一台侧翻的重大事故。钢网架重量50吨，

提升高度30米，由8台吊车(现场9台吊车，侧方1台并未参与吊装)进行协同吊装，看似安全措施到位，但还是

发生了意外，让人痛惜和震惊。





• 地承载力复核确认。汽车起重机站位和行驶区域面的地面平整度及承载力，应经计算确认。

特别是负载率较高的工况作业时的检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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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主要内容(危大工程范围)

类型 建质[2009]87号 山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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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附着式整体和分片提升脚手架工程。
（三）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四）吊篮脚手架工程。
（五）自制卸料平台、移动操作平台工程。
（六）新型及异型脚手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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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爆
破工程

（一）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工程。（二）采用爆破拆除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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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超危工程）

暗挖工程 /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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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挖扩孔桩工程。
（四）地下暗挖、顶管及水下作业工程。
（五）预应力工程。

（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及尚无相关技术标准
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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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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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主要内容(超过一定范围危大工程范围)

类型 建质[2009]87号 山东细则

基坑工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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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深度虽未超过5m，但地质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

复杂，或影响毗邻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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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工程
及支撑体
系

（一）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飞模工程。
（二）混凝土模板支撑工程：搭设高度8m及以上；搭设跨度

18m及以上，施工总荷载15kN/m2及以上；集中线荷载20kN/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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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Kg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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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重吊装
及安装拆
卸工程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且单件起吊重量在100kN及以
上的起重吊装工程。
（二）起重量300kN及以上的起重设备安装工程；高度200m及以上
内爬起重设备的拆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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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手架
工程

（一）搭设高度50m及以上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二）提升高度150m及以上附着式整体和分片提升脚手架
工程。
（三）架体高度20m及以上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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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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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主要内容(超过一定范围危大工程范围)

类型 建质[2009]87号 山东细则

拆除、爆
破工程

（一）采用爆破拆除的工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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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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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物保护建筑、优秀历史建筑或历史文化风貌区控制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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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挖工程 / 采用矿山法、盾构法、顶管法施工的隧道、洞室工程。

其它 （一）施工高度50m及以上的建筑幕墙安装工程。
（二）跨度大于36m及以上的钢结构安装工程；跨度大于60m及以
上的网架和索膜结构安装工程。
（三）开挖深度超过16m的人工挖孔桩工程。
（四）地下暗挖工程、顶管工程、水下作业工程。

（五）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及尚无相关技术标准
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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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除倒塌视频.mp4


江苏省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范围包括：

类型 建办质〔2018〕31号 江苏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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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采用非常规起重设备、方法（同附件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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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采用非说明书中基础形式或附墙形式进行安装的塔式起重机和施工升
降机安装工程。
（四）外挂式塔式起重机安装和拆卸工程。
（五）使用屋面吊进行拆卸的塔式起重机拆卸工程。
（六）架桥机安装和拆卸工程，使用架桥机进行的桥梁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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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搭设高度50m及以上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工程。
（二）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工程或导架爬升式工作平台工程。
（三）分段架体搭设高度20m及以上的悬挑式脚手架工程。
（四）用于装饰装修及机电安装施工的吊挂平台操作架及索网式脚手
架工程。
（五）搭设高度8m及以上的移动操作平台架工程。
（六）无法按标准规范要求设置连墙件或立杆无法正常落地等异型脚
手架工程。
（七）不能直接按照产品说明书中参数及安装要求安装的高处作业吊
篮工程。





外挂式塔式起重机安装和拆卸工程



使用屋面吊进行
拆卸的塔式起重
机拆卸工程



架桥机安装和拆卸工程，使用架桥机进行的桥梁安装工程



悬索吊篮作业平台



索网式脚手架工程



索网式脚手架工程



搭设高度8m

及以上的移动

操作平台架工

程。



广东省的主要内容

作业面异形、复杂的或无法按产品说明书要求安装的的高处作业吊篮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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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专项施工方案（论证）

原第十一条专项方案经论证后，专
家组应当提交论证报告，对论证的
内容提出明确的意见，并在论证报
告上签字。该报告作为专项方案修
改完善的指导意见。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论证
报告修改完善专项方案，并经施工
单位技术负责人、项目总监理工程
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后，
方可组织实施。

实行施工总承包的，应当由施
工总承包单位、相关专业承包单位
技术负责人签字。
第十三条 专项方案经论证后需做
重大修改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论
证报告修改，并重新组织专家进行
论证。

现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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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需修改
后通过的，施工单位应当根据论
证报告修改完善后，重新履行本
规定第十一条的程序。

专项施工方案经论证不通过
的，施工单位修改后应当按照本
规定的要求重新组织专家论证。

强调论证论证意
见统一。没有建
设单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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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概况、施工平面布
置、施工要求和技术保证条件。

（二）编制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及
图纸（国标图集）、施工组织设计
等。

（三）施工计划：包括施工进
度计划、材料与设备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技术参
数、工艺流程、施工方法、检查验
收等。

（五）施工安全保证措施：组
织保障、技术措施、应急预案、监
测监控等。

（六）劳动力计划：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等。

（七）计算书及相关图纸。

二、关于专项施工方案内容
（一）工程概况：危大工程概况和特点、

施工平面布置、施工要求和技术保证条件；

（二）编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标准、规范及施工图设计文件、
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包括施工进度计划、
材料与设备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技术参数、工艺
流程、施工方法、操作要求、检查要求等；

（五）施工安全保证措施：组织保障措
施、技术措施、监测监控措施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施工管理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
种作业人员、其他作业人员等；

（七）验收要求：验收标准、验收程序、
验收内容、验收人员等；

（八）应急处置措施；
（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专项方案中明确
相关人员职责，
并强调验收相关
内容。

修订的主要内容(专项方案内容)





高大模板施工质量案例

1某工程：
最大跨度
18m,最大
梁高2.2m。
抢工期，
事先没有
高支模专
项方案，
由班组自
行搭设！

品茗股份专家讲师---邓文梓
品茗逗逗网（www.pmddw.com）

2020/2/28



班组凭经验搭设

五个专家看了现场：
认为安全隐患很严重，
拒绝论证、签字！

为抢工期，施工总
包方组织五个加固小
组，加固一天，支架
内部无法加固。

强行浇筑混凝土，
导致大梁底立杆严重
弯曲、下挠变形，侥
幸完成浇筑。

品茗股份专家讲师---邓文梓
品茗逗逗网（www.pmdd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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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未按照本规定编制并审核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
依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对单位进行处罚，并暂扣安全生产许
可证30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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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0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的；

（二）未根据专家论证报告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进行修改，或者未按照本规定重新组织专家论证的；

（三）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或者擅自修改专项施工方
案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72

原第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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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第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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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规定由双方和
项目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共同
签字确认。

修订的主要内容(执行-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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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十六条 施工单位应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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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对危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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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性较大作业
人员进行登记制
度，并明确专职
安全员巡视。

修订的主要内容(执行-监督、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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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十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将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列入监理规划和
监理实施细则，应当针对工程特点、
周边环境和施工工艺等，制定安全监
理工作流程、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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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第十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结合危
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
细则，并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
巡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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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方法措施为
巡视检查，由监
理单位上报城乡
管理部门。

修订的主要内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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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对于按照规定需要进行第三方监测的危大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
有相应勘察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

监测单位应当编制监测方案。监测方案由监测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
盖单位公章，报送监理单位后方可实施。

监测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监测成果，并对
监测成果负责；发现异常时，及时向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报告，建设单
位应当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

新增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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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十七条 对于按规定需要验
收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组织有
关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
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项
目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方可进
入下一道工序。

现第二十一条 对于按照规定需要
验收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应当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的，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
负责人及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后，
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危大工程验收合格后，施工单
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设置验
收标识牌，公示验收时间及责任人
员。

不但要签字，且
要对相应负责人
公示。

修订的主要内容(验收)



77

第二十二条 危大工程发生险情或者事故时，施工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
施，并报告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勘察、设计、监理等单位
应当配合施工单位开展应急抢险工作。

第二十三条 危大工程应急抢险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等单位制定工程恢复方案，并对应急抢险工作进行后评估。

第二十四条 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
施工单位应当将专项施工方案及审核、专家论证、交底、现场检查、验收及

整改等相关资料纳入档案管理。
监理单位应当将监理实施细则、专项施工方案审查、专项巡视检查、验收及

整改等相关资料纳入档案管理。

新增的主要内容(档案管理)



第三章
模板工程专项方案编写、执行注意事项



① 承插型

德国雷亚架（layher）

Faster(节省时间59％）stronger

Safer more profitable（节省50％维护费用）

编制依据



日本日建架
NISSO 3S SYSTEM (PAT.)

Scaffolding, Shoring & 

Structure

① 承插型编制依据



① 承插型编制依据



榫卯式

① 承插型编制依据



① 承插型编制依据



① 承插型编制依据



② 门式架编制依据



③ 碗扣架编制依据



扣件式架体编制依据

相同纵横向间距，

步距前提下，其稳

定性计算结果相差

约3倍



模板支架宜采用φ48.3×3.6mm的钢管，壁厚不得小于3.24mm；也可采用

φ48×3.5mm的钢管，壁厚不得小于3.0mm。同一模板支架应采用同一规格的钢管。

要 求 壁 厚
3.5mm的钢管
实际厚度不足
2.8mm。

要 求 壁 厚
3.5毫米的

钢 管 只 有
2.8毫米。

材料选择 ① 质量



钢管壁厚与三年前的调

查结果相比，钢管最薄

壁 厚 从 2.5 降 到 了

2.01mm，壁厚离散程度

加大，平均壁厚呈下降

趋势。



可调托撑及可调底座的螺杆外径不得小于36mm，直径与螺距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梯形螺纹 第2部分：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5796.2和《梯形螺纹 第3部分：基本尺寸》GB/T5796.3的规

定。

可调托撑的螺杆与支架托板焊接及可调底座的螺杆与底板焊接应

牢固，焊缝高度不得小于 6mm；螺杆与螺母旋合长度不得少于

5 扣，螺母厚度不得小于 30mm。

可调托撑受压极限承载力不应小于 45kN。（浙江50KN）

可调托撑支托板侧翼高不宜小于 30mm，侧翼外皮距离不宜小于

110mm，且不宜大于 150mm。支托板长不宜小于 90mm，板厚

不应小于 5mm。

可调底座的底板长度和宽度均不应小于 150mm，厚度不应小于

5mm。

可调托撑和可调底座 直径要求36毫
米，实际测量
只有28毫米。

材料选择 ① 质量



材料选择 ② 性能



案例

材料选择 ② 性能

D1图纸汇总2019.1.dwg


6.8.6满堂脚手架的高宽比不宜大于3，当高宽比大于2时，应在架体的外侧四周和

内部水平间隔6m~9m、竖向间隔4m~6m设置连墙件与建筑结构拉结，当无法设置

连墙件时，应采用设置钢丝绳张拉固定等措施。。（JGJ130-2011）

GB51210-2016实验：当高宽比达到5至6

时，架体整体承载力是高宽比为2时的40%！

构造措施 ① 高宽比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表B.12：

◼ 支架构造

水平杆未连续设置，扣5分

◼ 支架稳定

立杆伸出顶层水平杆的长度超过规范要求，每

处扣2分

 《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可调支托试验》——刘

莉，王 博，吴金国，赵东旭（基金项目：

JGJ162—2008，沈阳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构造措施 ② 水平杆

素材/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可调支托试验.pdf


 《扫地杆对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结构承载力的影响》——卓新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表B.12：

◼ 支架基础：

未按规范要求设置扫地杆，扣5分

构造措施 ② 水平杆

素材/扫地杆对扣件式钢管脚手架结构承载力的影响.pdf


 《模板支架倒塌的原因及预防措施》——林伊宁

◼ 水平分力

◼ 最危险部位

 《某超重模板支架施工及变形监测技术》——朱永清

构造措施 ② 水平杆

素材/模板支架倒塌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pdf
素材/某超重模板支架施工及变形监测技术_朱永清.pdf


《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11条文说明：

6.9.3~6.9.5满堂支撑架整体稳定试验证明，增加竖向、水平剪刀撑，可增加架体刚度，提高脚手架

承载力。在竖向剪刀撑顶部交叉点平面设置一道水平连续剪刀撑，可使架体结构稳固。设置剪刀撑

比不设置临界荷载提高26%~64%（不同工况），剪刀撑不同设置，临界荷载发生变化，所以根据剪

刀撑的不同设置给出不同的承载力，给出满堂支撑架不同的立杆计算长度系数（附录C）。

余略。

构造措施 ③ 剪刀撑



 《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剪刀撑研究》——葛召深（财企[2006]376号）

• 支架的承载能力随剪刀撑设置的加强而提高，按斜框格占总框格的比例而言，占5%左右时应力可

提高30%左右，占15%~20%时应力可提高1.5倍左右，大于15%时未见有显著提高。剪刀撑上表

面应力的急剧变化与支架倒塌破坏状态一致，说明剪刀撑是支架破坏前的最后支撑，剪刀撑及其旋

转扣件也支撑不住时，支架将被破坏。

• 现场测试结果并不像实验室测试结果一样，在极限状态以前几乎不受力，而是剪刀撑应力出现了持

续增长结果偏大的现象。在现场无法避免诸多不利情况时，剪刀撑的搭设对模板支架的稳定尤为重

要。

• 随着剪刀撑设置密度的降低、高支模稳定承载力明显下降。支架在每4步加1道水平剪刀撑或竖直

剪刀撑每隔3排设置时，承载力达到极限，再增大搭设密度，承载力未见有明显提高。

• 水平剪刀撑的设置对整个架体的稳定承载力影响明显，若不设置剪刀撑或剪刀撑设置过少，将大大

削弱支架的承载力。

构造措施 ③ 剪刀撑

课件链接素材/扣件式钢管模板支架剪刀撑研究.pdf


 《碗扣式高支撑体系中剪刀撑的设置对变形的影响》——赵越

 竖向剪刀撑的布置对提高架体稳定承载力的作用明显，并且显著减小架体中节点的竖向位移

 横向剪刀撑的布置对减小架体中节点的横向位移效果明显，限制架体横向变形，保证平面内

刚度。

构造措施 ③ 剪刀撑

碗扣式高支撑体系中剪刀撑的设置对变形的影响_赵越.pdf


 《碗扣式高支撑体系中剪刀撑的设置对变形的影响》——赵越

 竖向剪刀撑的布置对提高架体稳定承载力的作用明显，并且显著减小架体中节点的竖向位

 横向剪刀撑的布置对减小架体中节点的横向位移效果明显，限制架体横向变形，保证平面

内刚度。

其他管理

碗扣式高支撑体系中剪刀撑的设置对变形的影响_赵越.pdf


某工程模板支架27.5m高度其他管理



现场梁1 梁底立杆垂直偏差130mm，质量整改!

2
7
5
0
0



现场梁2  梁底立杆检测

梁底设计两根立杆，实际只有1根。
后加1根立杆2.5m长没有落地，其
轴向力转移给单根立杆，十分危
险！

梁底实际只有1
根立杆承重十分
危险！

其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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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3

0
42

0

47

0
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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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实际1600

90

14

0

2
7
5
0

0

梁底两根
立杆变成 1
根受力，十
分危险！



梁2：梁底立杆偏差值
均大于50mm，
质量不合格！
两根立杆变
成 1根受力!

返工！ 梁底立杆设计尺寸

设计尺寸符号
设计尺寸
（mm）

实测尺寸
（mm）

偏差值
（mm）

梁底立杆
间距lD(mm)

300 170 130

梁两侧立杆
间距lC(mm)

1000 1600 600

板立杆
间距lB(mm)

900
700

~1000
200
~100

lClB lB

lD

×



梁号
设计尺寸

符号
设计尺寸
（mm）

实测尺
寸（mm）

偏差值
（mm）

梁
3

梁底立杆
间距lD(mm)

500
590
340

90
-160

梁两侧立杆
间距lC(mm)

1000 930 70

板立杆
间距lB(mm)

900
750
960

150
40

梁号
设计尺寸
符号

设计尺寸
（mm）

实测尺寸
（mm）

偏差值
（mm）

梁
4

梁底立杆
间距lD(mm)

500
110
800

390
300

梁两侧立杆
间距lC(mm)

1000 1220 220

板立杆
间距lB(mm)

900
800
820

100
80

lClB lB

lD lD

4根梁支架实测质量评价：
1、梁底下立杆间距偏差均

大大超过50mm,均不合格！
2、出现梁底下两根立杆有

1根落空的严重情况！



纵横水平杆
严重缺失！

支架没有
连墙抱柱！



⚫ 2017年3月27日14时35分，

湖北省麻城市五脑山国家森

林公园仙山牡丹博览园水上

乐园综合楼工程（以下简称

事故工程）施工现场发生一

起模板支架坍塌较大事故，

造成施工人员9人死亡，6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900

万元。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



事故发生经过

⚫ 2016年11月事故工程塔楼屋顶模板支架系统搭设完毕。

⚫ 2017年1月24日除塔楼11m标高以上部分梁柱及屋顶混凝土未浇筑外，其他结构工程全部完成。事

故工程因资金问题和邻近春节等原因停工。2月28日，麻城市住建局建设市场管理监察中队执法人员

鲍城建到事故工程现场查看，发现工程停工后即离开。

⚫ 2017年3月下旬郑贤号、邹志孝、姜永成等经过协商，决定事故工程复工。3月25日，姜永成让姜

永高通知相关人员复工；3月26日，伍新怀安排颜宏和、库丛胜到施工现场将模板及支架进行了检查

加固；3月27日8时许，周伟组织17人到现场开始浇筑混凝土，14时35分发生了模板支架坍塌事故。

截止事故发生时

⚫ 事故工程无监理单位，未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土地审批、规划、招投标、勘察设计、图纸审查、

施工许可、质量安全监督等手续。



事故发生经过

• 3月27日8时许，周伟组织人员开始浇筑塔楼屋顶混凝土，浇筑顺序自西南角、西北角、东北角、东南角顺时

针依次浇筑框架柱和梁，然后浇筑塔楼屋顶屋面井字梁，最后自塔楼屋顶正中顶端向四周浇筑屋面板。

• 塔楼屋顶总浇筑作业面积约225㎡（15×15），梁、板钢筋模板重15.3吨，混凝土浇筑量为160m3，事发时

浇筑混凝土132 m3，约316.8吨，事发时作业面施工总荷载为14.46KN/㎡。现场浇筑方式为泵送混凝土，

输送设备为一台汽车泵，振捣设备为两台震动泵。塔楼屋顶浇筑共有18人作业，散布在屋顶四个坡面的多个

部位，其中混凝土浇筑工16人，木工2人。

• 27日12时30分，18名施工人员完成框架柱、梁混凝土浇筑后即午间休息；13时30分，15名施工人员（另外

3人未上塔楼屋顶）继续浇筑屋面井字梁和屋面板；14时35分，框架柱、梁浇筑完成，屋面井字梁浇筑基本

完成；在进行第14车混凝土的浇筑时（10m3/车，总混凝土浇筑量约132m3），东南角模板突然出现坍塌，

随即整个模板支架系统快速向中部塌陷，所有屋顶施工人员随坍塌的混凝土、钢筋及模板支架系统一同坠落，

并被坍塌物掩埋。



直接原因

⚫ 一是企业及五脑山管理处（事业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 二是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未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责任。

管理原因

⚫ 模板支架搭设不符合规范要求，架体承载力不足以承载施工荷载，搭

设模板支架所用的钢管和扣件等材料质量不合格，混凝土浇筑工序不

当。逐渐增加的荷载超过模板支架的承载能力，导致模板支架失稳坍

塌，人员坠落，造成伤亡。



事故处理 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的人员:

1.郑贤号，1962年4月6日出生，仙山牡丹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28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2.王晓波，1957年8月7日出生，源瑞佳公司法定代表人，2017年3月31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3.姜永成，1956年1月3日出生，事故工程主要承建人，2017年3月27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
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4.邹志孝，1956年12月28日出生，事故工程主要承建人，2017年3月27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5.朱远成，1962年1月23日出生，事故工程主要承建人，2017年3月27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6.姜永高，1964年3月27日出生，事故工程现场施工组织人员，2017年3月27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7.姜军，1987年6月3日出生，事故工程材料采购与质量把关人员，2017年3月27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
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8.伍新怀，1971年10月4日出生，事故工程脚手架搭建人员，2017年3月27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嫌重
大责任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9.余军民，1967年12月26日出生，事故工程脚手架搭建人员，2017年3月27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嫌重
大责任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事故处理 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的人员:

10.周伟，1981年7月13日出生，事故工程混凝土工程带班人员，2017年3月27日，麻城市公安局以涉
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对其立案侦查。
11.尹骞，中共党员，2007年7月至事故发生，由麻城市委组织部聘任为五脑山管理处副主任（正股
级），负责仙山牡丹博览园项目。2017年4月27日，麻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其立案
侦查。
12.胡孝枝，中共党员，2004年2月至2016年11月任麻城市五脑山林场场长，2008年至2016年11月兼
任五脑山管理处主任（正科级），2016年11月至事故发生，任麻城市林业局正科级干部，麻城市第
九届人大代表。2017年5月19日，黄冈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其立案侦查。
13.张怡文，中共党员，2016年11月至事故发生，任五脑山管理处主任（正科级）。2017年5月19日，
黄冈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其立案侦查。
14.杨平，中共党员，2015年4月至事故发生，任麻城市住建局建设市场管理监察中队副中队长。
2017年4月27日，麻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其立案侦查。
15.董双文，中共党员，2015年10月至2017年3月任麻城市城乡规划监察大队原直属中队负责人，
2017年3月4日至事故发生，任麻城市城乡规划监察大队案件督查室主任。2017年5月19日，黄冈市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其立案侦查。
16.陈栋文，中共党员，2013年1月至事故发生，任麻城市国土局龙池桥国土所所长、党支部书记。
2017年4月27日，麻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其立案侦查。



事故处理 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处理的企业相关人员:

1.郑贤号，仙山牡丹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负直接责任，其行为涉嫌

犯罪，司法机关已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自刑罚执行完毕的5年

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并由黄冈市安监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

罚款。

2.王晓波，源瑞佳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负直接责任，其行为涉嫌犯

罪，司法机关已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自刑罚执行完毕的5年内

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并由黄冈市安监局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

款。

3、施志林，中南勘察设计院职工，项目主体工程设计人员。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设计人员在业

主单位未提供地勘报告、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情况下私自承揽业务，也未按照要求进行图纸审查，违

反职业规定违规设计，建议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在单位给予其相应的处理。



事故处理 实施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的人员:

1.丁如寿，中共党员，事业编制，2014年3月至今任五脑山管理处总支委员、副主任（副科级），

2015年2月至今分管土地工作（其间，2016年2月至8月因车祸在家休养），2017年2月20日后还分

管安全生产工作。丁如寿作为五脑山管理处副主任分管土地工作期间，在仙山牡丹公司建设综合楼

工程前，未组织办理该工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后，未组织对综合楼工程建设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未发现工程建设中存在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根据2016年《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八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九项

的规定，建议给予丁如寿撤销五脑山管理处总支委员、副主任职务处分，按科员安排工作。

2.等20人。



混凝土浇筑原则：分层，对称，均匀

a.斜屋面先浇筑下部；

b.先垂直结构后水平结构；

c.大于6m先进行结构柱浇筑，2天后进

行水平 结构浇筑；（柱底部钢筋完成，

架体搭设完成，上部钢筋为绑扎）；

其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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