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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 1期（总第 3期） 

 

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编      2020年 5 月 18 日印发 

 

为进一步提升深圳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水平，落实市水务局

“择优、创优、严管、重罚”的有关要求，消减水务工程建设项

目质量安全事故风险，切实改善我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状

况，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委托第三方评估单位完成了第三

期在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评估工作，现将评估结果通报如下： 

一、整体情况 

按照《深圳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第三方评估实施方案》的要

求，评估单位采用统一的质量安全检查评价标准、方法和流程，

对新选取的第三批 98 个在建水务工程项目（标段）的质量安全

深圳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评估  

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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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实体与外观质量、现场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检查和定性定量的评估。 

自 2019 年 7 月开展在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评估工作以来，

市水务局先后公布了两期最前、末尾几位参建单位排名情况，并

召开了评估通报会，得分排名最后 5 名的施工、监理单位均在会

上作了整改表态发言，在全市水务工程建设领域造成较大影响，

有效促进了全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本期评估结

果表明，大部分被评估项目参建单位的质量安全管控意识有明显

提升，质量安全管理状况总体有所加强，对前两期检查评估发现

的问题绝大部分均已整改落实到位。被评估项目各参评单位的评

估得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本期被评估项目各项平均得分比第二

期得分均有所提高。其中，本期施工单位质量安全综合平均得分

提升 3.25 分、质量评估平均得分提升 2.75 分、安全平均得分

2.70 分（如图 1 所示），监理单位评估得分也有所提高。虽然

本期施工单位质量安全评估综合评得分多在 70~80 分之间，仍

处于“中等”水平，综合得分也无达到“良好”的项目，但有部

分项目的单项评估得分达到“良好”和以上标准，如：深圳市前

海-南山排水深隧系统工程、固戍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项目和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中

上游段干流综合整治工程-上下村调蓄池工程 3 个项目监理得分

以及深圳市前海-南山排水深隧系统工程土建Ⅰ标的施工质量单

项得分达到“优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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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期项目评估得分对比情况 

尽管全市质量安全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但大部分被评估项目

（标段）在质量安全管理行为、现场质量和现场安全文明施工等

方面或多或少均存在一些问题。部分项目虽然对上期评估发现的

问题进行了整改处理，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较

多常见质量安全“通病”在本期检查评估时仍然存在，质量安全

管理水平尚未得到明显提升，工地形象面貌也未明显改善。个别

未被通报批评项目的相关单位管理有所松懈，评估得分有所下

降，如：宝安区 2019 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工程（茅洲河片区）

七工区施工单位综合得分下降了 3.41 分，新大河综合整治工程

施工单位综合得分下降了 3.13 分，白芒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工程（初雨处理设施除外）施工单位综合得分下降了 2.48分。 

二、评估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本期评估共检查发现质量安全管理行为问题 1090 项（其中

质量管理行为占 615 项、安全管理行为占 475项），现场质量问

第一期得分 第二期得分 第三期得分

综合得分 76.05 75.40 78.65 

质量得分 76.60 75.95 78.70 

安全得分 76.63 76.14 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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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28项，现场安全文明施工问题 568项。现场评估完成后，评

估单位已当场向参建各方责任主体进行了反馈，质监站随即下发

了预警和整改通知书等监督文书，责令有关责任单位尽快整改落

实。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部分项目管理行为有待规范。 

1.部分项目未及时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或施工方案审批手续

未完善。 

2.未及时开展三防演练或演练后未及时总结，形成文字记

录。 

3.未严格落实三级安全教育，未严格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4.质量验收评定资料滞后；验收资料填写不规范、签字盖章

不全。 

5.未严格执行原材进场报审和使用报审制度，进场材料未及

时送检、报审，材料试验台账缺少或未及时更新。 

6.施工、监理日志缺失或记录不齐全（未记录人员、机械、

材料进场，送检情况）。 

（二）部分项目实体质量有待提高。 

1.钢筋绑扎搭接或焊接长度不足、布设不均匀，保护层厚度

不合要求；混凝土施工缝未凿毛处理或未按规范要求凿毛；模板

安装前未清理或拼缝不严密，混凝土振捣不实造成混凝土外观局

部出现露筋、开裂、蜂窝麻面、空洞、涨模等常见质量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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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结构层未按设计要求铺设碎石或石粉渣垫层，混凝土

面层厚度不足，混凝土路面裂缝较多；人行道透水砖铺设缝宽不

均匀、扫缝不饱满，人行道砖与路缘石、井盖、树池衔接处缝隙

较大。 

3.挡墙变形缝未按照设计要求设置分缝及填缝材料。 

4.箱涵橡胶止水带未按要求搭接，未做好固定导致偏移，个

别橡胶止水带存在破损情况。 

5.砌筑检查井外壁无砂浆抹面，管道沟槽回填未按设计要求

压实，局部沉降。 

6.成品保护不严，部分管材、栏杆、路缘石破损。 

（三）部分项目安全文明施工亟待加强。 

1.施工围挡不连续未封闭、围挡材质不符合要求、部分围挡

破损、不牢固；扬尘防治措施不足，裸露土体未覆盖；施工区域

材料堆放凌乱，部分材料堆放依靠围挡，导致变形；钢筋加工场

未设置作业棚且钢筋堆放无防雨、防潮措施；电瓶车未设置指定

充电区、存放区；工人宿舍内未采用 USB插口且违规使用大功率

电器。 

2.临边防护缺失、破损或防护不规范；简易操作平台脚手板

未满铺固定，四周无防护；基坑上下通道采用简易竹梯。 

3.脚手架搭设未编制专项方案；钢管、扣件无送检报告；剪

刀撑、扫地杆、纵距、步距等未按照方案要求搭设；未设置临时

上下安全通道或设置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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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时用电未严格按照“三级配电、二级保护”设置；配电

箱未设置接地或接地设置不规范；开关箱、分配箱一闸多接，使

用多孔插座；用电设备接线不规范；电线沿地面、金属物敷设。 

5.现场、项目部、工人宿舍灭火器配备不足或灭火器失效、

损坏；易燃易爆物品未设置专库储存。 

6.高处作业工人未系挂安全带；现场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

帽。 

三、通报表扬和批评 

根据本期评估结果，对质量安全综合得分、质量单项得分、

安全文明单项得分前 5 名的深圳市前海-南山排水深隧系统工程

土建Ⅰ标等项目施工单位，管理得分前 5 名的深圳市前海-南山

排水深隧系统工程土建Ⅰ标等项目监理单位给予通报表扬（详见

附件 1）。对本期质量安全综合得分、质量单项得分、安全文明

单项得分后 5名的新大河综合整治工程等项目施工单位，管理得

分后 5 名的南澳河综合整治工程等项目监理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详见附件 2）。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建设单位对评估检查发现的质量安全问题要高度重视，及时

组织参建单位切实抓好整改落实工作。各相关责任主体要采取有

效措施，认真对照、逐条整改，切实消除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

同时针对前三期检查评估重复出现的质量安全通病，各参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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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归纳总结、举一反三，健全相关制度并严格落实，从根本

上规范质量安全管理行为，避免类似问题重复出现。 

（二）落实责任，强化后续监管。 

建设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对排名靠后和评分下降明显的有

关责任单位进行履约评价及风险警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和施工

安全监管，并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和制度申报行政处罚和不良行为

记录认定，建议建设单位对质量安全评分靠后的施工、监理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按有关要求进行约谈；市水务质监站将进一步加大

对排名靠后项目的监督检查频次与力度，从严惩处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 

（三）加强汛期灾害防御工作，确保水务工程防洪度汛安全。 

为全面做好在建水务工程防汛备汛工作，有效防范和减少工

地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针对评估发现的防汛和基坑（槽）方面

的安全问题参建各方要高度重视，进一步理顺责任链条，明确安

全和防汛责任主体及具体负责人。同时，各有关单位应密切关注

气象预警信息，加强值班值守，及时启动预案，按照预案各司其

职，全面落实洪涝灾害防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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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质量安全综合得分排名前 5名施工单位 

排  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施工单位 综合得分 

第 1名 
深圳市前海-南山排水深隧系统工程

土建Ⅰ标 
南山区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89.76 

第 2名 
固戍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 
宝安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有限公司 
88.44 

第 3名 

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中上游段干流综合整治工程- 

上下村调蓄池工程 

光明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 

工程局有限公司 
84.62 

第 4名 
宝安区 2019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工程（大空港片区）四工区  
宝安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有限公司 
82.34 

第 5名 
宝安区 2019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工程（茅洲河片区）五工区 
宝安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

有限公司 
81.93 

 

 

质量单项得分排名前 5名施工单位 

排  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施工单位 综合得分 

第 1名 
深圳市前海-南山排水深隧系统工程 

土建Ⅰ标 
南山区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90.46 

第 2名 
固戍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 
南山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有限公司 
87.67 

第 3名 

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中上游段干流综合整治工程- 

上下村调蓄池工程 

光明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 

工程局有限公司 
85.92 

第 4名 深圳市东部海堤重建工程（三期） 大鹏新区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 

有限公司 
85.75 

第 5名 
宝安区 2019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工程（茅洲河片区）七工区 
宝安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

局有限公司 
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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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明单项得分排名前 5名施工单位 

排  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施工单位 综合得分 

第 1名 
固戍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 
宝安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  

有限公司 
89.21 

第 2名 
深圳市前海-南山排水深隧系统工程 

土建Ⅰ标 
南山区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89.06 

第 3名 
宝安区2019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工程 

（茅洲河片区）八工区 
宝安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  

有限公司 
87.02 

第 4名 横岭水质净化厂二期提标改造工程  龙岗区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86.10 

第 5名 
宝安区2019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工程  

（茅洲河片区）二工区  
宝安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  

有限公司  
86.04 

 

 

质量安全管理得分排名前 5名监理单位 

排  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监理单位 综合得分 

第 1名 
深圳市前海-南山排水深隧系统工程

土建Ⅰ标 
南山区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 

有限公司 
93.84 

第 2名 
固戍水质净化厂二期工程设计采购 

施工总承包（EPC） 
宝安区 

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 
90.82 

第 3名 

茅洲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中上游段干流综合整治工程- 

上下村调蓄池工程 

光明区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 

有限公司 
90.23 

第 4名 
宝安区 2019年全面消除黑臭水体 

工程（大空港片区）四工区 
宝安区 

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 

监理公司 
88.88 

第 5名 
深圳市清林径引水调蓄工程 

第四标段 
龙岗区 

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 

有限公司 
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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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质量安全综合得分排名后 5名的施工单位 

排  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施工单位 综合得分 

倒数第 5名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丹坑水综合整治工程 
龙华区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75.12 

倒数第 4名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 

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 

龙岗区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陆水枢纽工程局 
74.32 

倒数第 3名 南澳河综合整治工程 大鹏新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74.27 

倒数第 2名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鹅公岭河综合整治工程 
龙岗区 

广东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

有限公司 
73.18 

倒数第 1名 新大河综合整治工程 大鹏新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

有限公司 
72.65 

 

 

质量单项得分排名后 5名施工单位 

排  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施工单位 综合得分 

倒数第 5名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丹坑水综合整治工程 
龙华区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75.09 

倒数第 3名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鹅公岭河综合整治工程 
龙岗区 

广东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 

有限公司 
74.36 

倒数第 3名 石岩河综合整治工程（二期） 宝安区 
深圳市骏基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74.36 

倒数第 2名 

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 

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 

龙岗区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 

陆水枢纽工程局 
73.67 

倒数第 1名 
大空港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沙福河综合整治工程 
宝安区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有限公司 
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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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文明单项得分排名后 5名施工单位 

排  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施工单位 综合得分 

倒数第 5名 南澳河综合整治工程  大鹏新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72.54 

倒数第 4名 沙湖泵站厂区修缮整治工程  坪山区 中建河图建设有限公司  72.50 

倒数第 3名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鹅公岭河综合整治工程 
龙岗区 

广东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  

有限公司 
72.00 

倒数第 2名 孖庙涌排涝泵站工程 宝安区 金中天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67.27 

倒数第 1名 新大河综合整治工程  大鹏新区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  

有限公司  
67.19 

 

 

质量安全管理得分排名后 5名监理单位 

排  名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监理单位 综合得分 

倒数第 5名 
观澜河干流除险加固工程 

（2019 年度） 
龙华区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80.49 

倒数第 3名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丹坑水综合整治工程 
龙华区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 

监理有限公司 
79.79 

倒数第 3名 
观澜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鹅公岭河综合整治工程 
龙岗区 

广东城华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79.79 

倒数第 2名 三溪河综合整治工程 大鹏新区 
深圳市甘泉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78.86 

倒数第 1名 南澳河综合整治工程 大鹏新区 
四川省城市建设工程 

监理有限公司 
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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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局领导、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各区（新区）水务局、

深汕特别合作区住建水务局、市水务集团和水务工程各参建

单位。 
 

联系电话：86301381-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