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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咨﹝2021﹞ 106 号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综合大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项目管理部、各项目机构：

根据公司年度综合大检查制度及苏东咨（2021)76号《关于开展2021

年度综合大检查的通知》要求，公司检查组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12 月

9 日对公司在监项目进行了检查考核。检查组在对各项目监理机构检查

时即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反馈并提出了整改要求，随后将检查情

况进行了书面反馈。现将 2021 年年度综合大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主要内容

依据公司项目考核细则，检查主要内容为：项目组织机构、人员配

备、办公及后勤管理、监理文件资料及信息化管理、工地试验室、工程

现场质量安全环保等管控情况、合同管理以及廉政建设等。

二、检查依据

1. 《公路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 公路工程、市政工程现行质量评定标准或验收标准

3.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80 号）

4.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信用评价办法》（交质监发〔2012〕7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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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 393 号）、住建部 37号令 31

号文

6. 《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JTG G10-2016）、《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T 50319-2013）

7. 项目施工设计文件、监理合同文件

8. 江苏东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监理机构 2021 年度考核实施办

法及实施细则

9. 省市建设主管部门、业主、公司下达的有关技术和管理文件及规定

三、检查总体情况

本次共检查了 15个项目监理机构，其中考核 12个，巡查 3个。

(一) 检查基本情况

1. 大部分项目监理机构总监理工程师能按照投标承诺到位，确需

变更的，基本都已办理变更手续；各项目监理机构配备的监理人员能满

足监理工作需要；监理工作设施设备配备基本齐全，后勤保障有力；内

部管理有序。

2. 各项目监理机构能按照合同要求组建工地试验室或配备见证人

员，工地试验室运转正常，能及时准确地提供有关检验检测试验数据和

报告；对施工单位工地试验室实行有效管理。

3. 各项目监理机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监理文件资料管理制度，文

件资料管理基本成熟，总体分类齐全，归档清晰；部分项目机构文件资

料编写水平较以往有较大进步。

4. 各监理机构日常监理工作能有效利用网络信息技术、QQ、微信、

钉钉、OA 办公系统、BIM 技术和建设单位项目管理系统、平安守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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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极大的提高了监理工作效率，提升了监理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5. 各项目机构能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落实“施工标准化”，积极推进

“平安工地”、“品质工程”创建；监理工作方法和措施基本到位，部分

项目机构不断探索和创新监理工作方式方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工程

得以高效有序推进，所辖工程质量、安全总体处于受控状态。

6. 各项目监理机构对廉政建设及廉洁从业、监理职责等职业道德

教育高度重视并在管理上保持了高压的态势，涌现了一批廉政教育深刻、

廉洁从业良好典范，如菱湖大道（旺庄路-运河西路）工程 LHU121 标项

目总监办在完善各项廉政制度情况下创新的提出了“谈心谈话”制度、

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 CX-JL-1 标总监办、京沪高速公路扩建 JHK-JL-SQ1

标总监办举办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廉政建设活动，参与建

设单位举办的廉政建设集体活动并获得良好的成绩和声誉。

(二) 考评结果

考核的 12个项目机构中，考核为“优”的有 4 个项目机构,其它均

为“良”（详见附件一：2021 年公司综合大检查结果汇总表）。

(三) 检查中发现值得借鉴及推广的监理工作经验

1. 菱湖大道（旺庄路-运河西路）工程 LHU121 标项目总监办

（1）总监办落实廉政“谈心谈话”制度，通过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

代表定期与监理人员进行一对一谈心谈话，时刻敲响廉政警钟，进一步

提升廉政监理意识，有效防范廉政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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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监办通过“云上建管”随手拍对安全文明施工实施精细化管

理。通过“云上建管”APP，监理人员在日常巡视过程中，对现场发现

的问题，及时拍照，上传至“云上建管”APP，并在该软件中明确施工

单位需处理事项、时效和处理该事项施工单位负责人，该 APP会及时通

知该负责人进行处理。处理结果需在该 APP中反馈。

云上建管 云上建管

2. 京沪高速公路扩建 JHK-JL-SQ1 标总监办

(1) 总监办以各首件工程为载体加强施工全过程管理，要求项目部

谈心谈话记录本廉政谈心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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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频进行首件工程的总结，通过可视化讲解，使首件工程施工工艺

流程及质量要求清晰明了，可操作性强，更加直观反应现场施工过程中

存在的不足及好的做法，提高了总结效果。并在在路面施工阶段，首件

工程施工总结过程中，要求项目部邀请业内专家参与，认真听取专家意

见，切实发挥了首件工程的指导作用。

(2) 总监办针对施工班组安全管理这一薄弱环节，深入班组，重点

对高风险作业班组进行充分调研，与施工一线人员面对面交流，落实安

全管理“最后一公里”，并形成调研报告，落实高风险清单，实行清单化

管理。总监办对安全管理实行“下沉式”管理，体现了监理的安全监理

责任意识，可以有针对性得加强监管，有效地防范工程风险。

班组调研

班组挂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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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监办创建了工作钉钉群，以此方便现场各种信息交流与沟

通。总监办以此来重点发布现场施工不规范与存在问题的照片，要求相

应的标段管理人员与对应现场监理工程师及时进行督促整改，同时，对

其他管理人员起到提示作用，以共同提高现场监理水平。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不足

(一) 个别项目机构设施设备配备不足、后勤保障不到位，如：上墙

图表不全、未配备专职驾驶员或配备不足、未配备测量仪器或测量仪器

未按规定予以检定。

(二) 个别监理机构合同履约意识不强，对公司信誉产生一定影响。

(三) 监理文件资料存在问题主要如下：

1. 部分监理实施细则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2. 部分项目机构对施工单位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和履约情况检查

不到位或未形成检查报告。

3. 对施工单位申报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等审查欠严谨；部分开

工报告手续程序性欠完善，审查欠严谨。

4. 部分监理机构监理文件、通知、指令等存在行文欠严谨、回复

不及时、“闭合”不彻底等问题。

5. 部分监理机构监理日志、日记及旁站记录填写欠规范，内容过

简，未能全面反映监理工作内容。

6. 安全监理资料方面，安全监理日志内容过简，不能全面反映监

理工作内容；安全经费上报不及时；危大工程监理实施细则内容欠全面；

安全巡查记录不全；部分特种作业人员证件过期未及时更新；安全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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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巡视记录对危大工程管理缺少记录。

(四) 工程现场控制情况

1. 路基路面工程

（1）路基灰土填筑时土料翻拌不彻底，颗粒粒径偏大。

（2）填方路基横坡调整不及时，临时排水系统不畅。

（3）水稳基层混合料含水量控制不严，铺筑后养护不到位。

（4）沥青路面施工未能做到“零污染”，局部污染严重；下封层施

工不规范，封层油洒布量不足或不匀，局部存在“露白”现象。

2. 桥涵工程

（1）钢筋原材及半成品堆放不规范，露天堆放在泥地上，锈蚀或

污染现象较严重。

（2）桩基钢筋笼主筋不顺直，螺旋筋间距不匀。

（3）支架现浇箱梁砼两次浇筑时间间隔把控不严；梁顶面人孔封

孔砼质量较差；底腹板砼色差大。

（4）悬臂现浇箱梁部分相邻节段出现错台、混凝土色差大等外观

缺陷；同条件养护试块管理不善。

（5）桥台处伸缩缝预埋钢筋高程控制不严；背墙牛腿预埋钢筋缺

失等等。

3.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存在：临时用电不规范，配电箱、开关箱门

破损，电线私拉乱接等违规现象；平交道口安全警示标牌设置不到位；

水上作业平台设置不规范，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高空作业及临边作业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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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不到位；隧道内照明条件差，不符合作业要求；便道硬化维护不

到位，扬尘或泥泞较严重。

(五) 工地试验室管理存在问题

1. 样品管理方面，未建立样品取样记录和样品取样登记表。

2. 资料管理方面，未建立资料、档案管理台帐。

3. 试验检测报告台帐没有按照检测项目分类建立。

4. 未建立不合格试验检测结果报告台帐。

5. 对施工单位试验检测工作的管理方面，缺少相关记录；对施工

单位的整改回复的审核不严谨。

(六) 部分项目监理机构对公司下达的有关文件下载不及时，宣传学

习不够；个别项目廉政教育学习未建立档案，学习教育记录偏少。

各项目机构存在问题具体见附件二

2021 年综合大检查各项目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汇总表

五、要求和建议

1. 督促施工单位对现场存在问题立即整改，加强现场巡视和旁站

力度，加强质量管控，切实履职到位。

2. 应按合同要求配备测量仪器并及时校准，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必

要的专职驾驶员，满足监理工作需要。

3. 应增强履约意识，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要求配备到

位，配足配齐监理人员，满足监理工作需要，人员变更时必须履行好变

更手续。

4. 进一步提高监理文件的编制水平。监理细则等应有针对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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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通知、指令等应有实效性；监理日志、日记、旁站记录、巡视记录、

抽检记录等应规范填写、反映实际；会议纪要需总结归纳；加强对施工

单位申报材料的审核批复，特别是施工组织设计、方案要认真深入审查。

5. 切实加强工地试验室管理。按合同要求配齐试验检测设备并及

时校准，按照备案申请配足试验检测人员，确保试验检测工作正常运行；

出具的试验检测报告应及时、真实、准确。

6. 应进一步加强工程实体质量控制。各级监理人员应切实担负起

质量监理职责，强化事前预控、事中巡查、严格监理验收程序，检查验

收必须实测实量，实时记录；督促施工单位积极防治质量通病，提高工

程品质，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督促整改，确保工程质量受控。

7. 强化全员安全管理责任意识。施行“一岗双责”，全员齐抓共管；

安全监理工作应高度重视事前预控及责任落实；工作中要以平安工地建

设为抓手，借助各安全管控系统和平台，做实施工现场本质安全工作，

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进一步完善安全监理内业资料，提高安全监理资料

质量。

8. 建立健全廉政规章制度，加强廉政教育和警示，警钟长鸣，筑

牢反腐防线；项目负责人在廉政方面应以身作则，对各级监理人员要加

强教育和监管，发现廉政违规苗头时应及时制止并果断处理，不得因廉

政问题影响监理工作或影响公司信誉。

9. 目前已进入冬期施工阶段，各项目机构应根据气候情况及时督

促施工单位做好冬期施工的各项工作，切实落实各项防护措施到位。

10.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搞好团队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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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组织内部学习培训并注重实效性，学习培训应紧跟当前前沿的科技和

管理理念，积极探索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监理工作中的运用，助

力现场质量、安全、环保管理，为业主提供高质量咨询服务；锻造凝聚

力强、技术水平高、业务能力精的高素质监理团队，着力打造公司高品

质企业品牌。

各项目机构应对照通报指出的问题，举一反三，组织全面整改，整

改情况根据检查反馈意见规定的期限及时上报公司，公司将适时组织复查。

特此通报

附件一：2021 年公司综合大检查结果汇总表

附件二：2021 年综合大检查各项目监理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汇总表

江苏东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2 日

主题词：大检查 通报 打印：40份

主 送：各项目管理部、各项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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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 年公司综合大检查结果汇总表

序号 项目部 项目监理机构名称
项目

负责人

测评情况 考核

结果负责人 伙食

1
一部

苏锡常南部高速太湖隧道 CX-JL-1 万秀贵 优 满意 优

2 海门北京路西延 彭岸 优 基本满意 良

3 三部 南部新城基础设施项目（北片区） 丁国华 优 满意 优

4

五部

京沪高速公路扩建 JHK-JL-SQ1 陈涛 优 满意 优

5 东麒路北延 J2总监办 刘宁 优 满意 良

6 八部
菱湖大道（旺庄路-运河西路）LHU121
标

朱小刚 优 满意 优

7 十部 如皋惠政路龙游河桥仙鹤路宝塔河桥 顾卫华 优 满意 良

8 十一部
戴南循环经济产业园污水处理等 PPP 建

设项目
张文渊 优 满意 良

9

直管

东台市振兴路跨通榆大桥 王小兵 优 —— 良

10
蒙城县 G237及 S305 蒙城绕城段一级公

路改建工程 PPP项目
邵才地 优 基本满意 良

11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湖退圩还湖生态工程 段瑞栋 优 基本满意 良

12 金山路二期（金山路及钱资湖大桥） 梁宇 优 —— 良

13

直管

界首市 S255（界临路牛行街至 X010段）

改扩建及沿线景观、水环境工程
刘凯 巡视

14
金坛区金沙老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

2021年实施项目
陈英龙 巡视

15 十部 苏滁产业园 2021年第一批市政工程 俞升辉 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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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综合大检查各项目监理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汇总表

序

号

项目

部
项目机构名称 存在主要问题及不足

1

一部

海门市北京路
西延工程总监
办

1.未配备测量仪器。

2.个别监理工程师通知单行文欠严谨。

3.对施工单位履约检查未见记录。

4.廉政教育资料偏少。

5.钢绞线检测报告未注明产品批号。

6.施工现场存在问题：桥面上机具材料堆放杂乱，临边防护欠严密，对桥下道路的交通安全造成影响。

2

苏锡常南部高
速 CX-JL-1 标
总监办

1.部分现场问题通知单行文欠严谨，个别通知单时效性不强，整改落实欠彻底。

2.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滞后。

3.安全监理日志和巡视记录对特种设备和危大工程的检查记录反映不足。

4.监理日志未反映监理主要工作。

5. 施工现场存在问题或不足：（1）湖心岛房建工程施工，预留钢筋锈蚀严重；部分柱和梁漏浆较严

重；高处作业防护不到位；（2）隧道洞内交叉施工较多，洞内照明及交通组织管理待加强；（3）隧道

水泥砼路面出现裂缝。

3 三部

南部新城基础
设施项目北片
区监理部

1.对施工单位试验室管理尚存不足；管理人员、设备的检查记录不全。

2.个别监理工程师通知行文欠严谨，回复针对性不足。

3.部分巡查记录内容欠全面；监理日志内容欠详实；会议纪要内容不全；停、复工令监理审批欠完整。

4.部分工序验收资料内容欠完整。

5.合同管理台账及工程变更工作欠规范。

6.危大工程巡视记录内容不全。

7.对上级管理部门通报的回复欠规范；廉政学习教育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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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部
项目机构名称 存在主要问题及不足

4

五部

京沪高速沂淮

淮江段扩建工

程 JHK-JL-SQ1

总监办

1.对施工单位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审查未见记录。

2.对路面施工单位履约专项检查缺少检查记录。

3.已完工路基桥涵工程质量评定工作滞后。

4.部分旁站记录未能全面反映现场实际情况。

5.质量通病治理活动未组织阶段性总结和评价。

6.危大工程验收记录不全。

7.监理日志内容过于繁杂，未能反映监理工作主要内容；个别监理日记记录过简。

8. 施工现场存在问题或不足：（1）个别桥梁混凝土防撞护栏、立柱外观较差；（2）沥青路面下面层

铺筑现场，下封层表面局部细集料聚集现象；（3）路基边坡局部路段防护工程拱形骨架未刻槽砌筑，

存在悬空现象；局部边坡冲刷较严重；（4）部分段落施工便道未维护保养，坑洼扬尘；大连路支线上

跨施工现场较为混乱，施工便道泥泞坑洼，文明施工较差。

5
东麒路北延工
程J2标总监办

1. 上墙图表欠缺。

2. 主要监理人员履约存在不足。

3. 未按要求配备测量仪器。

4. 巡视记录不全面，缺少对施工单位技术管理人员、设备等方面的记录。

5. 个别监理指令单行文欠严谨。

6. 试验仪器设备老旧；力学室被杂物堆放阻塞；无取样单和取样样品标识卡；未建立资料档案管理

台帐；未编制试验检测工作计划和试验工作小结。

6 八部

菱湖大道（旺
庄路-运河西
路）工程
LHU121 标总监
办

1. 个别质量类监理工程师通知行文欠严谨。

2. 巡视记录未反映危大工程实施情况。

3. 桥梁工程单元划分不符合规范要求。

4. 施工现场存在问题或不足：（1）直螺纹丝头未采用保护套保护；（2）个别墩身钢筋垂直度偏差较

大，部分箍筋未紧贴主筋；（3）边跨钢构件组拼焊缝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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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部
项目机构名称 存在主要问题及不足

7 十部

如 皋 龙 游 河

桥、宝塔河桥

工程总监办

1. 监理日志内容缺少针对性；部分巡查记录内容多日雷同，未反映现场实际情况。

2. 工地会议纪要内容不全。

3. 未建立见证取样记录和台帐。

4. 未设专职资料员，监理资料的归档管理不完善。

8
十一

部

戴南循环经济
产业园污水处
理等 PPP 建设
项目总监办

1. 总监办专业监理工程师专业配备不全。

2. 施工单位上报的进度计划保证措施欠全面。

3. 个别监理工程师通知行文欠严谨、整改落实欠彻底。

4. 巡视记录内容不全；部分隐蔽工程验收影像资料欠缺。

5. 对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员资格审查缺少记录。

6. 工程变更缺少台账。

7. 工地会议纪要内容过于冗长，缺少归纳总结；廉政教育学习偏少；公司文件下载不全，内部学习

记录偏少。

8. 监理试验管理存在问题：（1）未作见证取样记录；（2）一批金属波纹管见证试验报告未注明产品

批号和代表数量。

9. 施工现场存在问题或不足：（1）园区大道交叉施工，交通未管制，存在较大交通事故隐患；（2）

盐津河大桥混凝土防撞护栏多处出现不规则裂纹，护栏伸缩缝处未处理；铺筑上面层时洒布粘层油后

污染较为严重。

9 直管

东台市振兴路
跨通榆河大桥
工程总监办

1. 驻地上墙图表不全；未按要求配备测量设备。

2. 危大工程监理实施细则针对性不强。

3. 施工单位上报的单元划分不符合规范要求，审核不严。

4. 部分监理工程师通知单行文欠严谨，个别存在错字现象，整改落实欠彻底。

5. 对施工单位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和设备检查未形成记录。

6. 未配备专职档案管理人员，档案资料整理归档欠清晰；廉政学习教育未见记录；公司文件未下载。

7. 未作见证取样记录。

8. 施工现场存在问题或不足：钢箱梁节段进场存放不规范；焊接作业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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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部
项目机构名称 存在主要问题及不足

10 直管

蒙城 G237 及
S305 蒙城绕城
段一级公路改
建工程总监办

1. 测量仪器设备未及时检定。

2. 个别监理指令单行文欠严谨及针对性，落实整改欠彻底。

3. 对施工单位提交的月进度计划书面审批意见多月雷同，不符合实际情况。

4. 安全监理资料整体深度不够，危大工程监理实施细则针对性不强；特种设备动态检查欠缺；巡查

记录及安全监理月报未反映危大工程监管内容；危大工程验收记录欠缺；涡河五桥钢便桥专项方案未

组织专家论证。

5. 部分巡视记录内容欠全面；工地会议纪要内容不全，归纳性不强；监理日志内容欠全面。

6. 廉政教育学习材料偏少。

7. 工地试验存在问题：（1）在岗人员偏少；（2）取样单未存档、未建立样品取样登记表；（3）未统

计出抽检频率；（4）对施工单位整改反馈的审核不严。

8. 施工现场存在问题或不足：（1）涡河五桥主桥悬浇箱梁部分节段顶面平整度较差，局部欠密实；

（2）塑料波纹管及拉索管理欠规范；（3）索导管封闭前未做防雨措施。

11 直管

高淳固城湖退
圩还湖生态工
程总监办

1. 个别监理人员变更手续不全。

2.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及有关施工方案未见书面审核意见。

3. 会议纪要格式欠规范，缺少对上次会议所提要求的落实情况及针对施工单位上月工作情况的评价。

4. 未建立见证取样记录、不合格结果管理台帐。

5. 所监工程需用到的标准、规范不齐全。

6. 相关人员没有签署廉政责任书。

7. 资料归档工作欠及时、清晰。

12 直管

金山路二期（
金山路及钱资
湖大桥）工程
总监办

1. 测量仪器设备未及时检定。

2. 部分旁站记录未反映现场实际情况。

3. 部分监理工程师通知单存在行文欠严谨及处置不当现象。

4. 工地例会纪要过于简单；监理日志内容欠规范。

5. 未建立见证取样记录；对施工单位试验检测工作的管理所发文件措辞欠严谨。

6. 钱资湖大桥施工现场存在问题或不足：（1）钢结构涂装局部有破损现象；（2）砼防撞护栏局部段

落线型不顺；护栏多处出现裂缝现象；（3）人行道板质量差，接缝不平顺；横向排水口进水口标高控

制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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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部
项目机构名称 存在主要问题及不足

13 十部

苏滁产业园
2021 年度第一
批市政工程总
监办

1. 对施工单位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审查未见记录；对施工单位合同履约情况检查未见记录。

2. 施工单位工程单元划分尚未上报；工序资料上报及签认不及时。

3. 湿喷桩旁站记录存在填写错误现象；个别监理工程师通知行文欠严谨，回复欠针对性，落实整改

欠彻底。

4. 安全监理日志内容不全。

5. 工地会议纪要格式不正确，内容较混乱。

6. 廉政责任状和廉政制度欠缺，廉政教育学习材料偏少。

7. 未作见证取样记录、未建立样品取样登记表、未建立见证试验报告台帐。

8. 施工现场存在问题或不足：（1）路基填筑土颗粒粒径过大，翻拌不彻底；（2）雨污水管沟垫层局

部段落厚度不足，垫层材料不符合要求；（3）河道生态挡墙砌块部分回填材料规格不符合要求。

14 直管

界首市 S255

（界临路牛行

街至 X010 段）

改扩建及沿线

景观、水环境

工程

1. 监理文件资料管理不善，无专人管理，资料不全；中检资料签认不及时。

2. 工地试验室存在问题：（1）部分混凝土强度试验和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记录未签名、未签署

试验检测日期；（2）未建立试验检测报告台帐；（3）无取样单和样品取样登记表；（4）未编制试验检

测工作月报；（5）对施工单位试验检测工作的管理无相关资料。

3.施工现场存在问题：（1）雨污水管井口遮盖防护措施不到位，井口周围回填欠密实；（2）道路施工

暂停时裸土覆盖不到位。

15 直管

金坛区金沙老

城区污水管网

建设工程 2021

年实施项目

1. 围挡喷淋设备未启用。

2. 桥台背回填材料碎石土土石比例不符合要求，土料含水量偏大；邻近台背处碾压用小型设备压实

功不足，锥坡填土碾压不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