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经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成经开住建发 〔2019〕 3号

成都经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成都市龙泉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转发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区质监站、区安监站,全区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全面提高我区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水平 ,进一步推动建筑

产业现代化,按市住建局要求,即 日起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作 ,

应用智慧工地平台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现将市住建局《关于

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成住建 〔2019〕 101号 )转发

你们,请你们遵照执行,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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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

作的通知》

房

19年 3

(联系电话:区住建局建管科:84852523

区安监站:84859287

区质监站:84852603)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龙泉驿

成都经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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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成住建 〔2019〕 101号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作的通知

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各区 (市 )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

市质监站、市安监站,在蓉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意见》(国 办发〔2017〕 19号 )、 住建部《关于印发2016~2020

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的通知》(建质函〔2016〕 183号 )等

文件要求,切 实提升行业监管与服务效能,提高我市建设施工现

场精细化管理水平,经前期调研、分类试点和总结完善,市住建

局决定立即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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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要求

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推广应用信息化管理和物联网智

能技术及相应设各,创 新推进
“
市场+现场

”
两场联动新方式 ,

构建覆盖
“
主管部门、企业、项目

”
三级智慧监管服务体系,全

面提升监管服务效能和企业生产力、核心竞争力,全面提高施工

现场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

二、建设内容

(一 )智慧工地建设规定范围

1.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工程,建筑面积 5000m2及 以

上的。

2.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建筑面积 5000m2及 以上,且剩余工

期 6个月及以上的。

3.新建、改建、扩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含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 )工程造价 5千 万元及以上的。

4.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工程造价 5千万元及以上,且剩

余工期 6个月及以上的。

(二 )智慧工地平台建设基本情况

1.成都市智慧工地平台基于市住建局现有的
“
成都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
、
“
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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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建设工地扬尘在线视频监测系统

”
、

“
成都市起重机械

安全管理系统
”

和新增的
“
成都市建设领域农民工综合服务平

台
”

、 “
成都市建筑工地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
等多个应用子系统

进行统筹开发建设,结合行业监管功能需求,逐步实现质量、安

全、扬尘防治、工程进度、非道路移动机械及运渣车智慧监管 ,

人员管理、数据统计分析、政府监管及协同执法等八大功能。

2.智 慧工地平台主要采集项目各案信息、主体信用信息、进

度控制信息、质量检测信息、扬尘监测信息、非道路移动机械及

运渣车监管信息、起重机械监测信息、实名制考勤信息、视频监

控信息、质量安全监管信息等,并基于同一平台实现实时预警、

任务发布及处置,后期通过大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决策支持。

3.成都市智慧工地平台由市住建局统一建设和管理,按职

责分权限向市住建局有关处室 (站 )、 各区 (市 )县住房建设主

管部门和有关企业、项目部开放应用,实现全市建设工程智慧管

理,提升我市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管控水平。

(三 )智慧工地平台功能内容。市住建局负责研究制定成都

市智慧工地建设技术标准,对智慧工地体系框架、设各功能规范、

数据标准、信息应用接口等进行统一规定,规范我市智慧工地建

设基本要求,指导各方主体推进实施工程项目智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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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名制信息采集及考勤记录智慧应用。施工现场应安装人脸

(虹膜或其他生物特征 )识别采集设各作为实名制考勤终端,对项

目经理、总监等备案项目管理人员和农民工身份信息进行现场采集

和核验,实 时记录和统计相关人员的日常在岗情况及上下班考勤情

况,结合项目现场管理人员配置及变更情况、农民工工资拨付情况、

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缴纳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强化对各类风

险的预警和防控。农民工身份信息实时上传至
“
成都市建设领域农

民工综合服务平台
”
进行比对和匹配,并 与智慧工地平台互联互通。

2.扬尘在线视频监测智慧应用。施工现场应安装扬尘在线

视频监测设备,并接入
“
成都市建设工地扬尘在线视频监测系

统
”
,实 时采集现场 PM10等扬尘数据 ,相关实时信息和预警信

息实现与智慧工地平台互联互通。

3.起重机械安全监控智慧应用。施工现场应安装塔式起重

机等起重机械安全监控智能设各 ,并接入
“
成都市起重机械安全

管理系统
”
,实 时采集设各运行状态、预警、超限等信息,相 关

实时信息和预警信息实现与智慧工地平台互联互通。

4.远程高清视频监控智慧应用。施工现场应安装远程视频

监控设各 ,并接入
“
成都市建筑工地远程视频监控系统

”
,实现

对施工现场重点部位 ,在 车辆进出通道口、施工作业面、基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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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场所实现远程高清视频监控,相关信息数据实现与智慧工地

平台互联互通。

5.非道路移动机械及运渣车监管智慧应用。施工现场出入

口应安装车辆号牌识别设备 ,并接入
“
成都市工程车辆监督管理

系统
”
,实现非道路移动机械、运渣车、混凝土搅拌车等工程车

辆进出场信息、车身覆盖及清洁状况信息,通过与城市管理部门

车辆各案信息进行比对,及 时对非法营运和违规运营车辆进行预

警提示,并实现与智慧工地平台互联互通。

6.规范开展
“
成都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
应用工作。

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等各方主体应按市住建局出台的有关信用评

价管理的相关文件要求,认真做好
“
成都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
”
应用工作,提升数据质量,为 智慧工地平台提供数据支撑。

7.规 范开展
“
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

”
应用工

作。项目建设、施工、监理等各方主体和检测机构应按建设工程

材料检测监管相关文件要求,结合系统后续功能升级,认真做好

“
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

”
应用工作 ,提升数据质量 ,

为智慧工地平台提供数据支撑。

8。规范开展
“
成都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系统

”
和

“
成都

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系统
”

的应用工作。各区 (市 )县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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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监督机构应全面应用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系

统开展监督工作,实 时上传监督整改记录和整改结果,对未按时

整改的工程进行重点监管,并实现与智慧工地平台互联互通。

三、工作安排

(一 )智慧工地平台上线运行。2019年 3月 20日 前,完成

“
成都市智慧工地平台

”(含新建子系统及移动端应用程序 )的

开发工作 ,正 式上线运行。发布成都市智慧工地设各功能规范及

数据接口协议,智 慧工地平台上线后,相关协议标准和流程要求

请在
“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官 方网站 )—

“
网上办事

”

— “
下载中心

”
查阅和下载。

(二 )开展智慧工地试点验收工作。2019年 3月 31日 前 ,

对全市开展智慧工地试点建设工作的项目进行网络验收。

(三 )部署智慧工地建设工作。即日起,全市工程建设项目

应立即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作,按要求完成设各安装、调试、接

入系统等工作。各区 (市 )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监督机构

应督促工程建设项目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作 ,并应用智慧工地平

台开展 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全市各工程建设项目应于 2019年 6

月 30日 前完成实名制信息采集及考勤设各、扬尘在线视频监测

设各、远程高清视频监控设各、起重机械安全监控设各等安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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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作。各区 (市 )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监督机构、全市

各工程建设项目应于平台上线后,规范应用
“
成都市建筑市场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
”
、

“
成都市建设工程材料检测监管系统

”
、

“
成

都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系统
”
、

“
成都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

管理系统
”
,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提升管理工作效能。2019

年 6月 30日 始,市住建局将组织对全市智慧工地建设工作进行

验收。

四、工作措施

(一 )各级监督机构应将智慧工地建设情况纳入工程开工安

全生产条件勘验主要内容和 日常质量安全监督内容。

(二 )2019年 6月 30日 起,智 慧工地建设情况将作为建设

项目评优评先条件,工程建设项目完成智慧工地建设后,方具备

市级结构优质工程、市级绿色工地、市级安全文明工地评选资格。

(三 )对完成智慧工地建设的工程建设项目,将给予建设单位

使用信用担保作为项目农民工工资担保等方面鼓励优惠政策。对未

按要求如期完成智慧工地建设的工程建设项目,我局将进行通报批

评。对智慧工地建设目标任务推进不力、未如期完成的区 (市 )县

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监督机构,我局将进行约谈或通报,并纳

入年度目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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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一 )强化保障措施

1.智 慧工地建设具体工作由市住建局质安处牵头,市建设

信息中心、建管处、市质监站、市安监站、各区 (市 )县住房建

设主管部门密切配合,统筹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工作。

2.各区 (市 )县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监督机构应按照

工作安排和要求,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工作,完善项目清单,明 确

工作责任人,细化工作职责,按照智慧工地平台相关协议标准和

流程要求,督促各项目如期完成智慧工地建设。各区 (市 )县住

房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监督机构应于 2019年 3月 14日 前,在

《成都市智慧工地建设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中 填写完善全部

监管项目信息,并报送市住建局。每月 25日 前,应将智慧工地

建设情况报市住建局 (邮 箱:522750744@qq.com)。

3.市住建局负责研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制 定项目开发建

设、商品房预售等环节激励政策,并 多形式、多渠道加强智慧工

地宣传推广,为 智慧工地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二 )压实主体责任

1.建设单位应按合同约定,保障安全文明措施费用并督促

施工单位制定智慧工地建设费用计划,并加强对施工单位执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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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工地建设费用计划的监管,确保智慧工地建设有序推进。

2.施工总承包单位对智慧工地建设负总责,应完善智慧工

地建设费用计划,费用从安全文明措施费中列支。按要求自主选

定满足功能规范和接入标准的各型设各,规 范签订设各采购、运

维合同,强化各类设各运行维护保障工作。做好智慧工地各系统

的日常应用,提升数据质量。

3.施工总承包单位基于企业、项目管理需求,可建立企业智

慧工地平台,细化企业管理标准,完善项目智慧工地建设管理流

程,在按标准要求向成都市智慧工地平台提供数据外,将智慧管

理应用于企业、项目日常管理,提升企业智能管理水平,提升企

业综合竞争力。

4.监理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按时完成智慧工地建设,并将

智慧工地平台有效应用于施工现场实际管理。

(三 )加强对设各及供应商的管理。为了确保智慧工地各类

型设备功能符合标准、运维保障有力、数据精准可靠,为 智慧工

地建设提供基础保障,在企业自主选择的前提下,坚持
“
标准统

一市场开放
”
的原则,强化对设备及生产供应商的日常监管,建

立智慧工地设各及生产供应商管理体系,实行智慧工地平台数据

采集设各产品及生产供应商黑名单制度。同时,各设各生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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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应按成都市智慧工地建设相关要求,主动开展设备接入测试和

安装调试工作,按约定开展设各 日常巡检、运维等工作。各设各

供应商应自觉营造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不虚假宣传 ,不扰

乱市场。

(四 )推行廉政风险防控。成都市智慧工地建设推进工作应

公开、公正、透明。在智慧工地建设推进过程中,任何人员不得

人为干涉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企业和相关单位

推荐、指定产品和供应商。

特此通知。

附件:成都市智慧工地建设情况统计表

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 3月 4 日

(联系人:黄马养;联系电话:6188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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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填报单位 :

填报人 :

成都市智慧工地建设情况统计表

审核人 :

填报时间:

联系电话 :

序

丐「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智慧工地建设内容

备注
实名制信息

采集及考勤

记录

扬尘在线视

频监测

起重机械安

全监控

远程高清视

频监控

非道路移动

机械及运渣

车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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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10
-· Z· 一

2019年 3月 4日 印发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