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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布4七京市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规程》的通知

京建科教 〔20061 856号

各区、县建委，各局、总公司，各监理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2006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20061 229号)的

要求，由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和北京建工京精大房工程建设监理

公司主编的 《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规程》已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

现批准该规程为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号为DBI 1/3812一2006，建

设部备案号为J10859-2006，自2006年I I月1日起实施。本规

程全部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该规程由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

责管理，由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和北京建工京精大房工程建设监

理公司负责解释工作。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2006年 9月 14日



关于同意 《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规程》

        地方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便 〔2006) 91号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规程>

申请备案的函》收悉。经研究，同意 《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规程》

一项地方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

其备案号为J10859-2006

    该项标准的备案公告，将刊登在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

化》刊物上。

    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00六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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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一

                  口

    木规程依据市建委 《关于转发市技监局<关于印发2006年

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的通知 (京建科教

[20061 557号)》文件要求，由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北京建工

京精大房工程建设监理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

    编制本规程的目的，是为了落实国务院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促进本市施工安全监理工作向程序化、规范化、科

学化发展，指导和督促工程监理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监理责任，切

实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本规程将 《建设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条例》对安全监理的要求具体化，使其具有较好的可操

作性。

    本规程为管理性标准，涉及的内容国内尚无其他标准。编制

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经广泛征求意见

并在几十项工程上试点，历时一年多编制完成。

    本规程包括了施工准备阶段和施工阶段的安全监理。其主要

内容有:安全监理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安全监理的主要工作

内容、方法、程序，安全监理资料的管理及工作表格等。

    本规程全文强制，为北京市强制性地方标准，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程由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

责管理，由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和北京建工京精大房工程建设监

理公司负责解释工作。

    请各单位在执行本规程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随时将有关意

见和建议反馈给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 (通讯地址:北京市宣武区

长椿街西里七号楼;邮政编码 100053，电子邮件信箱bcpma@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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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pma. org. cn)，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编制单位及编制人员如下:

主编单位: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

          北京建工京精大房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参编单位:北京银建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泛华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公司

            北京帕克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光华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方正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旭日明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赛瑞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五环建设监理公司

          北京方圆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北京华联电力工程监理公司

主 编:张玉平

副 主 编:张元勃  李维平  高新京  陈卫东  张 青

主要起草人:张元勃  李维平  田成钢  郭  莹  魏吉祥

            张  青  章美芬  赵家新  国同渠  居志强

              白健红  许荣森  郭晋兴  汤博安  郭劲光

            康锡范  崔宪红  邹东晖  张明轩  熊风鸣

            吕方泉  郝淑军  苏  犁  姜  涛  余叙耕

            邢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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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促进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阶段安全生产监理工作

(以下简称安全监理)的程序化、规范化、科学化，提高建设工

程施工阶段安全监理工作的水平，落实安全监理职责，制定本

规程。

1.0.2 本规程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北京市安

全生产条例》、《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等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监理的

法规和标准编制。本规程是对 《建设工程监理规程》(DBJOI一

41-2002)的补充。

1.0.3 本规程适用于北京地区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的建设

工程施工阶段安全监理活动。

1.0.4 安全监理工作除遵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法

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北京市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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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安全监理 safety supervision

    监理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及北

京市的有关规定，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行为的监督检查和

安全防护措施的监督抽查。

2.0.2 安全监理人员 safety supervisor

    项目监理部配备的具有中级 (含)以上工程系列技术职称，

经安全监理业务培训合格，负责日常安全监理工作的监理人员。

包括专职和兼职安全监理人员。

2.0.3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T-程 project of more dangerous
divisional and subdivisional work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二十六条所明确的

七项分部分项工程:

    I 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

    9 土方开挖工程

    3 模板工程

    4 起重吊装工程

    5 脚手架工程

    6 拆除、爆破工程

    7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

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2.0.4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management organizatton of

safety manufacture

    施工单位在建设工程项目中设置的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

独立职能部门。

2.0.5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fulItIme ghfety Mau-
facture manager of contract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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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考核合格，取得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在施工企业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专

职人员。包括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和

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2.0.6 监理日记 supervision diary

    监理人员对每日实施监理工作所作的个人记录。

2.0.7 监理日志 supervision journal

    项目监理部指派专人对每日监理工作情况的正式记录。通常

也称项目监理日志。

2.0.8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technical measure for construction safe-

ty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为了实现安全生产，在防护、技术和管

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它是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的重r要组成

部分。

2.0.9 专项施T方案 method for specific construction

    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由施工单位针对该项

工程编制并按照规定程序审查批准的，包括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的

施工方案

2.0.10 安全监理方案 method for safety supervision

在总监理工程师主持下编制、经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批准，

用于指导项目监理部开展安全监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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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安全监理工作的性质是发现安全问题，督促施工单位消

除安全事故隐患。

3.0.2 建设单位在与工程监理单位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中，应

明确安全监理的范围、内容、职责及安全监理费用。

3.0.3 建设单位应将安全监理的委托范围、内容及对工程监理

单位的授权，书面告知施工单位。

3.0.4 工程监理单位应建立安全监理管理体系。监理单位的行

政负责人应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理工作全面负责，项目监理部

的安全生产监理工作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

3.0.5 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和安全监理

人员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承担相应的监理责任。

3.0.6 安全监理不得替代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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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监理管理体系

                  4.1 安全监理组织机构

4.1 .1 监理单位应建立安全监理管理体系，制定安全监理规章

制度，检查指导项目监理部的工作。

4.1.2 项目监理部应依据监理合同的约定和监理项目的特点设

立相应的专职或兼职安全监理人员。

4.2.1

      1

      2

      3

施细则;

      4

题报告;

      5

          4.2 安全监理工作职责

总监理工程师的职责:

对所监理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理工作全面负责;

确定项目监理部的安全监理人员，明确其工作职责;

主持编写监理规划中的安全监理方案，审批安全监理实

审核并签发有关安全监理的 《监理通知》和安全监理专

审批施工组织设计和专项施工方案，组织审查和批准施

工单位提出的安全技术措施及工程项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6 审批 《施工现场起重机械拆装报审表》和 《施工现场起

重机械验收核查表》;

    7 签署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证书》;

    8 签发 《工程暂停令》，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9 检查安全监理工作的落实情况。

4.2.2 总监理工程师代表的职责:

    I 根据总监理工程师的授权，行使总监理工程师的部分职

责和权力;

    2 总监理工程师不得将下列工作委托总监理工程师代表:

      I )对所监理工程项目的安全监理工作全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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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持编写监理规划中的安全监理方案，审批安全监理

实施细则;

      3)签署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证书》;

      4)签发安全监理专题报告;

      5) 签发 《工程暂停令》，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4.2.3 安全监理人员的职责

    I 编写安全监理方案和安全监理实施细则;

    2 审查施工单位的营业执照、企业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

    3 审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的组织机构，查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各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

员上岗资格证书;

      4

      5

情况;

      6

审核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

核查施工单位安全培训教育记录和安全技术措施的交底

检查施工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检查制度

和事故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

    7 核查施工起重机械拆卸、安装和验收手续，签署相应表

格;检查定期检测情况;

    8 核查中小型机械设备的进场验收手续，签署相应表格;

    9 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巡视检查，填写监理日记;发现问

题及时向专业监理工程师通报，并向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代表

报告;

    10 主持召开安全生产专题监理会议;

    I I 起草并经总监授权签发有关安全监理的 《监理通知》;

    12 编写监理月报中的安全监理工作内容。

4.2.4 专业监理工程师的职责

    1参与编写安全监理实施细则;
    2 审核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中本专业的安全技术措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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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审核本专业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施工

方案;

    4 检查本专业施工安全状况，对安全事故隐患按本规程

6.1节规定的方法处理，必要时向安全监理人员通报或向总监理

工程师报告;

    5 参加本专业安全防护设施检查、验收并在相应表格上签

署意见。

4.2.5 监理员的职责

    检查施工现场的安全状况，发现问题予以纠正并及时向专业

监理工程师或安全监理人员报告。

                      4.3 安全监理方案

4.3.1 监理规划中应包括安全监理方案。

4.3.2 安全监理方案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工程项目特点以

及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确定安全监理工作的目标、重点、制

度、方法和措施，并明确给出应编制安全监理实施细则的分部分

项工程或施工部位。安全监理方案应具有针对性。

4.3.3 安全监理方案的编制应由总监理工程师主持，专职 (兼

职)安全监理人员和专业监理工程师参加。安全监理方案由监理

单位技术负责人审批后实施。

4.3.4 安全监理方案应根据工程的变化予以补充、修改和完善，

并按规定程序报批。

                  4.4 安全监理实施细则

4.4.1 项目监理部应按照安全监理方案的要求编制安全监理实

施细则，安全监理实施细则应具有可操作性。

4.4.2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必须编制安全监理

实施细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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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安全监理实施细则应针对施工单位编制的专项施工方案

和现场实际情况，依据安全监理方案提出的工作目标和管理要

求，明确监理人员的分工和职责、安全监理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安全监理检查重点、检查频率和检查记录的要求。

4.4.4 安全监理实施细则的编制应由总监理工程师主持，专职

(兼职)安全监理人员和专业监理工程师参加。安全监理实施细

则由总监理工程师审批后实施。

4.4.5 安全监理实施细则应根据工程的变化予以补充、修改和

完善，并按规定程序报批。

                      4.5 安全监理培训

4.5.1 监理单位应制定监理人员培训计划，按计划对监理人员

进行安全监理业务培训并保留培训记录。

4.5.2 总监理工程师应及时组织项目监理人员学习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规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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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准备阶段的安全监理

        5.1 施工准备阶段安全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5.1.1 审查施工现场及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的专

项保护措施。

    1 监理工程师应参加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

毗邻区域内地上、地下管线资料和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地下工

程的有关资料的移交，并在移交单上签字。

    2 开工前，监理工程师应审查施工单位制定的对毗邻建筑

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专项保护措施，总监理工程师在 《工程

技术文件报审表》上签署意见。当专项保护措施不满足要求时，

总监理工程师应要求施工单位修改后重新报批。

5.1.2 核查施工单位的企业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检查总包

单位与分包单位的安全协议签订情况。

5.1.3 审查施上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主要审查以下

内容:

    I 安全技术措施的内容应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2 应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一览表及相应的专项

施工方案，并且符合有关规定;如果分阶段编制，应有编制

计划;

    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情况;

    4 冬期、雨季等季节性安全施工方案的制定应符合规范

要求;

    5 施工总平面布置应符合有关安全、消防的要求;

    6 总监理工程师认为应审核的其他内容。

5.1.4 审查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主要

审查以下内容:

    1 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核、批准签署齐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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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专项施工方案的内容应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3 应组织专家论证的，已有专家书面论证审查报告，论证

审查报告的签署齐全有效;

    4 专项施工方案应根据专家论证审查报告中提出的结论性

意见进行完善。

5.1.5 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保证体系

    I 施工单位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建立应符合有关规定，

安全管理目标应明确并符合合同的约定;

    2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施工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检查

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

    3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执业资格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应齐全有效;

    4 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数量应符合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其执业资格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应齐备有效。

5.1.6 核查施工单位现场人员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2 第一次工地会议

5.2.1 第一次工地会议应有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负

责现场安全管理的人员参加。

5.2.2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汇报施工准备工作时，应包括现场安

全生产的准备情况。

5.3 安全监理交底

5.3.1 安全监理交底应由总监理工程师主持。

5.3.2 参加安全监理交底的人员应包括: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负责人及有
关的安全管理人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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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目监理部总监理工程师及有关的监理人员。

5.3.3 安全监理交底的主要内容

    I 明确本工程适用的国家和本市有关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

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2 阐明合同约定的参建各方安全生产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3 介绍施工阶段安全监理工作的内容;

    4 介绍施工阶段安全监理工作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5 提出有关施工安全资料报审及管理要求。

5.3.4 项目监理部应编制施工安全监理交底会议纪要，并经与

会各方会签后及时发出。

                    5.4 核查开工条件

    项目监理部核查开工条件时，安全监理人员应核查施工单位

安全生产准备工作是否达到开工条件，并在 《工程动工报审表》

审查意见一栏中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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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施工阶段的安全监理

            6.1 施工过程中安全监理方法及要求

6. 1. 1 日常巡视

    监理人员每日对施工现场进行巡视时，应检查安全防护情况

并做好记录;针对发现的安全问题，按其严重程度及时向施工单

位发出相应的监理指令，责令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6. 1. 2 安全检查

    I 安全监理人员应按安全监理方案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检

查结果应写人项目监理日志;

    2 项目监理部应要求施工单位每周组织施工现场的安全防

护、临时用电、起重机械、脚手架、施工防汛、消防设施等安全

检查，并派人参加;

    3 项目监理部应组织相关单位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专项检

查，每月不少于一次;

    4 对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项目监理部应及时发出书面监

理指令。

6.1.3 监理例会

    在定期召开的监理例会上，应检查上次例会有关安全生产决

议事项的落实情况，分析未落实事项的原因，确定下一阶段施工

安全管理工作的内容，明确重点监控的措施和施工部位，并针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

6.1.4 安全专题会议

    I 总监理工程师必要时应召开安全专题会议，由总监理工

程师或安全监理人员主持，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现场技术负

责人、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及相关单位人员参加;

    2监理人员应做好会议记录，及时整理会议纪妥;
    3 会议纪要应要求与会各方会签，及时发至相关各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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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签收手续。

6.1 .5 监理指令

    在施工安全监理工作中，监理人员通过日常巡视及安全检

查，发现违规施工和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立即发出监理指

令。监理指令分为口头指令、工作联系单、监理通知、工程暂停

令四种形式。

    I 口头指令

    监理人员在日常巡视中发现施工现场的一般安全事故隐患，

凡立即整改能够消除的，可通过口头指令向施工单位管理人员予

以指出，监督其改正，并在监理日记中记录。

    2 工作联系单

    如口头指令发出后施工单位未能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或

者监理人员认为有必要时，应发出 《工作联系单》，要求施工单

位限期整改，监理人员按时复查整改结果，并在项目监理日志中

记录。

    3 监理通知

    当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后，安全监理人员认为有必要时.总监

理工程师或安全监理人员应及时签发有关安全的 《监理通知》，

要求施工单位限期整改并限时书面回复，安全监理人员按时复查

整改结果。《监理通知》应抄报建设单位。

    4 工程暂停令

    当发现施工现场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时，总监理工程师应

及时签发 《工程暂停令》，暂停部分或全部在施工程的施工，并

责令其限期整改;经安全监理人员复查合格，总监理工程师批准

后方可复工。

6.1.6 监理报告

    I 项目监理部应每月总结施工现场安全施工的情况，并写

人监理月报，向建设单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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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总监理工程师在签发 《工程暂停令。后应及时向建设单

位报告;

    3 对施工单位拒不执行 《工程暂停令乡的，总监理工程师

应向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报告;必要时应填写 《安全隐患报告

书》(附表5)，向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同时报

告建设单位;

    4 在安全监理工作中，针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状况.结

合发出监理指令的执行情况，总监理工程师认为有必要时，可编

写书面安全监理专题报告，交建设单位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6.2 施工阶段安全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6.2.1 检查施工单位现场安全生产保证体系的运行，并将检查

情况记入项目监理日志。

    I 每天检查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到岗情况;

    2 抽查特种作业人员及其他作业人员的上岗资格:

    3 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检查制度和事故报

告制度的执行情况;

    4 检查施工单位对进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5 抽查施工前工程技术人员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的记录。

6.2.2 检查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的落实情况。

6.2.3 检查施工单位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6.2.4 审查施工单位填报的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

付申请表》，签发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证书》。

6.2.5 施工现场发生安全事故时应按规定程序上报。

6.3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监理

6.3.1 项目监理部应指派专人负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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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监理。

6.3.2 监理工程师应依据专项施工方案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检查。

6.3.3 专业监理工程师或安全监理人员应按照安全监理实施细

则中明确的检查项目和频率进行安全检查，每周不少于二次;监

理员每日应重点进行巡视检查;监理人员应详细记录检查过程。

6.3.4 监理人员对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及时发出监理指令并

督促整改，必要时向总监理工程师报告。

            6.4 施工机械及安全设施的安全监理

6.4.1 施工现场起重机械拆装前，监理人员应核查拆装单位的

企业资质、租赁合同、设备的定期检测报告及特种作业人员上岗

证，并在相应的表格上签字;监理人员应检查其是否编制了专项

拆装方案;安装完毕后监理人员应核查施工单位的安装验收手

续，并在相应的表格上签字。

6.4.2 监理工程师和安全监理人员应检查施工机械设备的进场

安装验收手续，并在相应的验收表上签字。

6.4.3 监理工程师和安全监理人员应参加施工现场模板支撑体

系的验收并签署意见，对工具式脚手架、落地式脚手架、临时用

电、基坑支护等安全设施的验收资料及实物进行检查并签署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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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安全监理的主要工作程序

        7.1 安全技术措施及专项施工方案的报审程序

7.1.1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前向项目监理部报送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并填写 《工程技术文件报审表》;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中应包含安全技术措施、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及

本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计划。

7.1.2 施工单位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向项目监

理部报送专项施工方案，并填写 长工程技术文件报审表》;专项

施工方案应由施工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编写，施工单位技术部门

的专业技术人员审核，由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签字。

7. 1. 3 专项施工方案应当组织专家论证的，施工单位应组织对

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并将论证报告作为专项施工方案的

附件报送项目监理部。

7.1.4 总监理工程师组织监理人员进行审查，总监理工程师签

认;当需要施工单位修改时，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签发书面意见要

求施工单位修改后再报。

            7.2 施工机械及安全设施的报审程序

7.2.1 起重机械报审验收程序

    I 起重机械安装前，项目监理部应对施工单位报送的 《施

工现场起重机械拆装报审表》(附表I )及所附资料进行程序性

核查，合格后方可进行安装;

    2 起重机械安装完成后.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安全监理人

员对其验收程序进行核查，并在施工单位报送的 《施工现场起重

机械验收核查表》(附表 2)上签署意见;

    3起重机械拆卸前，项目监理部应对施工单位报送的《施
工现场起重机械拆装报审表》及所附资料进行程序性核查，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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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进行拆卸。

7.2.2 其它施工机械报审核查程序

项目监理部应对施工单位报送的其它施工机械检查验收的程

序进行复核并签署意见。

7.2.3 安全设施验收审核程序

监理工程师应对落地式脚手架、工具式脚手架、钢管扣件式

支撑体系的验收资料进行复核，并签署意见。

      7.3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费用的报审程序

7.3.1 施工单位应在开工前向项目监理部提交安全防护、文明

施工措施项目清单及费用清单，并填写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

施费用支付申请表》(附表3)报项目监理部申请支付安全防护、

文明施工措施费预付款。

7.3.2 安全监理人员和专业监理工程师应依据施工合同的约定

审核施工单位提出的预付款支付申请，并填写 《安全防护、文明

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证书》(附表4) ;

7.3.3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过程中按期落实安全防护、文明施工

措施，并经自检合格后填写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

申请表》，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落实清单，报项目监理部

申请支付相关费用;

7.3.4 安全监理人员应依据合同约定和施工单位提交的安全防

护、文明施工措施落实清单进行审查，对措施不落实的应发出监

理指令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对已经落实的项目进行核准，并

由负责造价控制的监理工程师填写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

用支付证书》;

7.3.5 总监理工程师签发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

证书》报建设单位。

7.3.6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费用报审和支付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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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施工单位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按进度
分期落实，经自检合格报监理人员检查

立即整改
未落实

安全监理人员与各有关人员检查

        I已按期落4}
            施工单位填写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申请表》

监理人员审核清单项目和数量

  负责造价控制的监理工程师填写《安全防护、文

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证书》，总监理工程师签发

建设单位负责人审批

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支付

                  7.4 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

7.4.1 当施工现场发生安全事故后，施工单位应迅速控制并保

护现场，及时启动安全救援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

财产，防止事态发展和扩大，及时报告施工单位上级部门和现场

项目监理部。

7.4.2 总监理工程师应及时会同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向施工单

位了解事故情况，判断事故的严重程度，及时发出监理指令并向

监理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

7.4.3 当现场发生重伤事故后，总监理工程师应签发 《监理通

知》，要求施工单位提交事故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和安全生

产补救措施，经安全监理人员审核同意后实施。安全监理人员应
进行复查，并在 《监理通知回复单》中签署复查意见，由总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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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签认。

7.4.4 当现场发生死亡或重大死亡事故后，总监理工程师应签

发 《工程暂停令》，并及时向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及监理工程所

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监理单位应指定本单位主管负责人

进驻现场，组织安全监理人员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

进行调查;项目监理部按照事故调查组提出的处理意见和防范措

施建议，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对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

对施工单位填报的 《工程复工报审表》，安全监理人员进行核查，

由总监理工程师签批。

7.4.5 现场发生安全事故后，监理单位应立即收集整理与事故

有关的安全监理资料。分析事故原因及事故责任，如实向有关部

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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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施工安全监理资料的管理

                  8. 1 安全监理资料的内容

8.1.1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 (含安全监理工作内容):

8.1.2 监理规划 (含安全监理方案)、安全监理实施细则:

8.1.3 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人员的岗位证书、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岗位证书及审核资料;

8.1.4 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审核

资料;

8.1.5 施工单位的专项安全施工方案及工程项目应急救援预案

的审核资料;

8.1.6 安全监理专题会议纪要;

8.1.7 关于施工安全的工作联系单、监理通知及回复单、工程

暂停令及复工审批资料;

8.1.8 关于安全事故隐患、安全生产问题的报告、处理意见等

有关文件;

8.1.9 安全监理工作用表 (见附录)。

                8.2 安全监理资料的日常管理

8.2.1 安全监理资料管理的基本要求是:收集及时、真实齐全、

分类有序;

8.2.2 安全监理资料应纳入本项目监理部的工程监理资料管理，

由安全监理人员审核后交资料管理员保管。

8.2.3 安全监理资料应建立案卷，分类编目、编号。以便于跟

踪检查;

8.2.4 安全监理资料的收发、借阅应通过资料管理员履行手续。



DB11/382一2006

8.3 安全监理资料的归档管理

安全监理档案的验收、移交和管理参照 《建设工程资料管理

规程》和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资料管理规程》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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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施工安全监理工作用表
  附表 I

施工现场起重机械拆装报审表
        表AQ一B2一2

编号

工程名称

租赁单位

总包单位

拆装单位

重机械名称及型号 起重机械统一编号

致 (监理单位)

我方已完成对 拆装方案及安装资质、定期检测报

告、人员上岗证等资料的审查，请你单位复核。

附:I、专项拆装方案; 有口

    2、起重机械检测报告及合格证;

无口

3、操作人员及拆装人员上岗证书;

4、拆装单位资质; 有口

5、群塔作业施工方案; 有口

6、其它资料。

有口

有口

无口

无口

无口

无口

日

日

月

月

年

年

项目机械或安全负责人 (签字):

项目经理 (签字):

监理单位意见:

监理工程师 (签字): 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施工单位填报，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租赁单位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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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施工现场起重机械验收核查表

        表 AQ一B2一3
编号

工程名称 总包单位

租赁单位 拆装单位

起重机械名称及型号 起重机械统一编号

致 (监理单位)

    根据本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工作要求                        工程的

                      等施工起重机械已验收合格，验收手续已齐全，现

将                        报送给你们，请查收。

    附件:1、起重机械拆装统一验收表格:

          2、塔式起重机检测报告;

          3、其它资料。

项目机械或安全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经理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施工单位填报。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租赁单位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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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3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申请表
            表 AQ一B2一4

工程名称 在施部位

致 (监理单位)

我方已落实了

按施工合同规定。建设单位在

计 (大写)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

月        日前支付该项费用共

(小写 ) ，现报

上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落实清单，请予以审查并开具费用支付证书。

附件: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项目落实清单。

施工单位 (章): 项目经理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施工单位填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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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支付证书

            表 AQ一B2一5
编号

工程名称 在施部位

(建设单位)

根据施工合同规定.经审核施工单位的支付申请表，同意支付本期安全防护、

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共计

(大写)

(小写)

请按合同约定付款。

附件:

I.施工单位付款申请表及附件:

9.项目监理部审查记录。

监理单位 (章): 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监理单位填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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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5

安全隐患报告书
表 AQ一B2一6

编号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单位施工的 工程，存在下列

严重安全隐患:

我单位已于      年      月      日发出 《监理通知》厂《工程暂停令》编号

，但施工单位拒不整改/停工。

特此报告!

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 年      月 日

签收人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由监理单位填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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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总 则

1.0.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工程监理

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

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各级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据此颁布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以明确监理单位安全监理

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范围。目前，施工安全生产形势严峻，身处施

工生产第一线的各监理单位担负着施工安全生产监理工作的社会

责任。但是，各个监理单位由于没有明确的工作规范，安全监理

工作的方法和深度不同，安全监理工作的性质和责任界定不清，

实际操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差异，因此，实现安全监理工作的程

序化、规范化、科学化势在必行。本条说明了编制本规程的目的

和意义。

1.0.2 安全监理工作是监理行业通常所说的 “三控三管一协调”

等监理工作中的一部分，但其内容在 《建设工程监理规程》

(DBJO 1 -41-2002)中没有涉及，因此本规程予以补充。同时

安全监理工作虽具有特殊性，但在工作的程序和方法上与其它监

理工作有相同之处，对此 《建设工程监理规程》(DBJO I - 41一

2002)中已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本规程不再赘述。

1.0.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将拆除工程纳人监管

范围，并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列为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因此监理

单位在拆除工程的监理工作中也应执行本规程。

1.0.4 根据北京市的工程建设特点，北京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颁布了一系列施工安全生产的规定，其中对安全生产监理工作提

出了具体要求。各监理单位应结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有关

规定做好安全监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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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2 安全监理工作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因此从事此项

工作的监理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较强

的工作能力。

    安全监理业务培训是指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监

理单位对安全监理人员进行的系统培训，培训应留有培训和考核

记录，对经考核合格的安全监理人员应颁发合格证书。

    安全监理人员是项目监理部中负责安全监理工作的牵头人。

安全监理人员可分为专职安全监理人员和兼职安全监理人员。专

职安全监理人员是指在项目监理部中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监理工

作，而不担任其他诸如土建、设备或电气等监理工作的人员;兼

职安全监理人员是指主要工作职责为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监理工

作，可兼任少量其他专业监理工作的人员。

2.0.3 建设部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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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二213号)文中对 《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所列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作了具

体说明:

    (一)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基坑支护工程是指开挖深度超

过5M (含5M)的基坑 (槽)并采用支护结构施工的工程;或基

坑虽未超过 5m，但地质条件和周围环境复杂、地下水位在坑底

以上等工程。

    一(二)土方开挖工程:土方开挖工程是指开挖深度超过 am

(含a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

    (三)模板工程:各类工具式模板工程，包括滑模、爬模、

大模板等;水平混凝土构件模板支撑体系及特殊结构模板工程。

    (四)起重吊装工程。

    (五)脚手架工程:高度超过 24m的落地式钢管脚手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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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式升降脚手架，包括整体提升与分片式提升;悬挑式脚手架;

门型脚手架;吊蓝式脚手架;卸料平台。

    (六)拆除爆破工程:采用人工、机械拆除或爆破拆除的

工程。

    (七)其他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建筑幕墙的安装施工;预应

力结构张拉施工;隧道工程施工;桥梁工程施工 (含架桥);特

种设备施工;网架和索膜结构施工;6 m 以上的边坡施工;大

江、大河导流、截流施工;港口工程、航道工程;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已经行政许可，

尚无技术标准的施工。

2.0.4 详见建设部 (建质 [20041 213号)文下发的 《建筑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

法》第二条。

2.0.5 详见建设部 (建质 [2004二213号)文下发的 《建筑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

法》第四条。

2.0.8 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是在工程施工中，针对工程的特点，

施工现场的环境、施工方法、劳动组织、作业方法、使用的机

械、动力设备、变配电设施、架设工具以及各项安全防护设施等

制定的确保安全施工的措施。安全技术措施要有针对性，通常应

该有设计、计算、详图、文字说明等。

2.0.9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了应该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应附具安全验算结果，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签

字后实施，由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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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安全监理费用是指建设单位在委托监理合同中明确约定

的安全监理专项费用。安全监理费用应参照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

(京建监协 [20061 001号)文及国家调整后的相关规定计取。

3.0.4’本条依据建设部规定作出。安全监理管理体系是指实施

安全监理工作所需的组织结构、工作目标、职责、程序和规章制

度等。监理单位的行政负责人是指对监理企业全面负责，有生产

经营决策权的人。

3.0.5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七章 “法律责任”第

五十七条规定监理单位的责任主要有四条:

    I 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

进行审查的;

    2 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

止施工的;

    3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的;

    4 未依据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的。

3.0.6 本条依据 “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阐明安全监理不

得替代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实际上，施工单位应负施工安全生

产的直接责任和主要责任。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安全生产

全面负责，对施工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的管理，保证施工生产的顺

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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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一监理管理体系

                  4.1 安全监理组织机构

    安全监理组织机构包括监理单位安全监理的管理机构和项目

监理部安全监理的工作机构，监理单位应指派专人负责企业的安

全监理工作，对企业所辖各项目监理部的安全监理工作进行统一

的规划、检查、监督和指导。

    本节第4.1.2条中监理项目的特点是指所监工程的等级、所

含危险性较大工程的具体情况，以及所监工程的其他特点。

                  4.2 安全监理工作职责

    本节依据建设工程的法律、法规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

规定，制定了项目监理部中各岗位人员的安全监理工作职责，体

现了安全监理工作应全员监理、人人有责的原则。

                      4.5 安全监理培训

    为了达到较好的效果，培训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由

监理企业进行的有计划的系统培训，包括安全监理方面法律法规

和业务、技术的学习;第二层次是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项目监理

部全体人员，结合工程的实际，即时学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新颁

布的法律、法规等文件，进行安全监理的技能培训，提高监理人

员的安全监理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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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施工准备阶段的安全监理

          5.1 施工准备阶段安全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5.1.1 本条是依据北京市建委 (京建施 「20051 844号)文件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的审核查验职

责第 5条制定。

5.1.2 建设部 (建质 「20051 148号)文件颁发的 《建筑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实施意见》中对安全生产许可证颁

发和使用的主要规定如下:

      1 安全生产许可证由施工企业注册地省级以上政府主管部

门或建设部负责核发;

    2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

    北京市建委 (京建施 〔20051 844号)文件第一条审核查验

职责中规定，监理单位应审核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

单位的资质是否符合规定，有无安全生产许可证。

    根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总

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因此

在分包单位进场时，总承包单位应与分包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书，明确各自的安全责任。

5.1.4 根据建设部 (建质 [20041 213号)文件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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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

定，专项施工方案应由施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编制，由施工企业

技术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审核，由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

    应组织专家论证的工程，由施工企业组织不少于5人的专家

组，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审查，专家组必须提出书面论证审

查报告，施工企业应根据论证审查报告修改完善专项施工方案，

经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方可实施。
5.1.5 建设部 (建质 [2004] 213号)文件颁发的 《建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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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

中规定:

    建设工程项目应当成立由项目经理负责的安全生产管理小

组，成员应包括企业派驻到项目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置为:

    (一)建筑工程、装修工程按照建筑面积:

    1 1万平方米以下的工程至少 I人;

    2   1万一5万平方米的工程至少2人;

    3   5万平方米以上的工程至少 3人，应当设置安全主管，

按土建、机电设备等专业设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二)土木工程、线路管道、设备按照安装总造价:

    1 5000万元以下的工程至少 I人;

    2 5000万元一I亿元的工程至少2人;

    3   1亿元以上的工程至少3人，应当设置安全主管，按土

建、机电设备等专业设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工程项目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或致害因素多、施工

作业难度大的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数量

应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在上述配备标准上增配。

    劳务分包企业施工人员50人以下的，应当设置一名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50人一20。人的应设置2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20。人以上的应根据所承担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危险情况

增配，并不少于施工总人数的。.5%。

    施工作业班组应设置兼职安全巡查员，对本班组的作业场所

进行安全监督检查。

                                  5.2~5.4

5.2-5.4节是对 《建设工程监理规程》中第 4.5-4.7节的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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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施工阶段的安全监理

            6.1 施工过程中安全监理方法及要求

6.1.2 “安全检查”指有组织、有目的、定期进行的安全检查

活动。项目监理部应在编制的安全监理方案中制定安全检查计划

和明确安全检查部位。本条规定项目监理部除参加施工单位每周

组织的专项检查外，还应针对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问题较突出的方

面，由安全监理人员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由施工单位现场安全生产

负责人、专职安全员等参加的专项检查，以达到消除安全事故隐

患的目的。

6.1.5 本条根据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的严重程度，规定了监

理指令分为四个层次。对凡当时制止即能够消除的安全事故隐

患，如在现场吸烟、不戴安全帽、不系安全带等现象，可以采用

口头指令予以制止，记入监理日记即可;对需要以书面形式提出

的监理指令，考虑到监理通知必须有回复，比较繁琐，根据目前

现场的实际操作情况，增加了下发工作联系单这一层次的监理

指令。

            6.2 施工阶段安全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6.2.4 本条依据建设部 (建办 [2005二89号)文件颁发的 《建

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第十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落实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情

况进行现场监理。对施工单位已经落实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

施，总监理工程师或者造价监理工程师应当及时审查并签认所发

生的费用。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未落实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

工方案中安全防护和文明施工措施的，有权责令其立即整改;对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未按期限要求完成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
时向建设单位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必要时责令其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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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监理

    因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有其特殊性，所以单独列出

本节，强调项目监理部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要派专人进

行安全监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6.4 施工机械及安全设施的安全监理

土

筑

    建设工程施工机械设备，主要包括起重机械、挖掘机械、

方铲运机械、凿岩机械、基础及凿井机械、钢筋混凝土机械、

路机械以及其他施工机械八类

工机械设备中的起重机械单列

。本节从安全角度，将建设工程施

，加严要求。本节所称起重机械，

主要包括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电动吊篮、物料提升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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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安全监理的主要工作程序

7.2 施工机械及安全设施的报审程序

7.2.2 其他施工机械是指:挖掘机械、基础及凿井机械、钢筋

混凝土机械、土方铲运机械、凿岩机械、筑路机械等。施工单位

在使用前应填写 《施工机械检查验收表》(详见 《建设工程安全

资料管理规程》)报项目监理部，监理工程师对施工机械的验收

记录进行核查，当验收记录符合要求时，监理工程师签署核查

意见。

7.2.3 施工单位在落地式脚手架、工具式脚手架、钢管扣件式

支撑体系等安全设施投入使用前，应进行验收，填写相应的验收

表 (详见 《建设工程安全资料管理规程》)。监理工程师应监督其

验收程序是否符合要求;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将验收表报项目监

理部，监理工程师对验收资料进行核查，签署核查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