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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攀住建发〔2020〕98 号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 2020年监理企业、特种作业人员 

“双随机、一公开”核查检查的通知 
 

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局质量安全科，市质安站，各工

程建设施工、监理企业：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随机抽查事项清

单>及<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表>的通告》

（第 65号）要求，我局将开展 2020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领域的监理企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检查工作，现将检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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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对象及检查组成员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要求，6月 28日，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全市监理企业、建筑施工企业检查对

象数量 25%的比例随机抽取了 40 家企业为检查对象（详见附件

1）。此次“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检查由质量安全管理科杨亚军

担任检查组组长。 

二、检查内容 

（一）监理企业。 

1.核查监理企业资质，重点检查企业的资质等级、注册人员； 

2.检查监理企业市场行为，重点抽查监理项目总监履职情况，

项目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内容。 

（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 

1.检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教育培训和履行职责等情况。 

2.抽查特种作业人员作业行为是否符合《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人员管理规定》相关要求。 

三、工作要求 

（一）本次检查时间安排在 7-10月进行，检查工作结果将会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网”

等网站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 

（二）监理企业资质核查，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管

理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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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理企业市场行为核查（附件 2）、特种作业人员检查

（附件 3），由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市质安站具体负责，

9月 20日前将核查结果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质量安全管理科。 

联系人：闵译萱，联系电话：6600606 

 

附件：1.2020 年监理企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双随机、

一公开”检查对象名单 

      2.监理企业动态核查表 

3.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检查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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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 6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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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监理企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对象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企业名称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1 监理企业 四川力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市场行为  

2 监理企业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市场行为  
3 监理企业 攀枝花市本色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市场行为  
4 监理企业 攀枝花市金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市场行为  
5 监理企业 攀枝花市华芝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市场行为  
6 监理企业 四川嘉晟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市场行为  
7 监理企业 四川浩新洋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市场行为  
8 监理企业 四川四拓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市场行为  
9 监理企业 攀枝花市攀大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资质等级、企业市场行为  
10 施工企业 中国建筑第八局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悦山府三期 

11 施工企业 四川阳光大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阳光▪溪山春晓 

12 施工企业 攀枝花吉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山水康城 

13 施工企业 四川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太谷广场项目一期 

14 施工企业 攀枝花煜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太谷广场项目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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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施工企业 攀枝花吉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攀商首院 

16 施工企业 四川吉昌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攀东雅居 

17 施工企业 攀枝花市西都建设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攀枝花市西区生活垃圾填埋场及渗滤液

18 施工企业 河北德龙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格里坪污水处理厂 

19 施工企业 四川昱巢建筑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新建攀枝花市西区第一幼儿园 

20 施工企业 四川省住业建设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金科▪集美阳光二期三批次项目 

21 施工企业 攀枝花市任何宏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东创▪欧洲城项目（一期） 

22 施工企业 四川省第十一建筑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领地▪阳光花城三期项目 

23 施工企业 四川省蜀通岩土工程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银泰城项目二期 

24 施工企业 四川华盛昌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金沙阳光 

25 施工企业 攀枝花市四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华芝浅水湾 

26 施工企业 四川惠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仁和甲地 

27 施工企业 成都建工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澜公馆 

28 施工企业 凉山州金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米易县南部新城“南城一号”建设项目 

29 施工企业 四川富康建设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鱼米阳光地产项目三期工程 

30 施工企业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时光水街项目 

31 施工企业 中建三局建设工程长春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金杯半山▪米易太阳谷千番秋色 A区一期 

32 施工企业 四川省二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金杯半山▪米易太阳谷千番秋色 B区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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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施工企业 成都东升兴旺建设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翡翠湾 

34 施工企业 四川辉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米易▪阳光里项目 

35 施工企业 四川省博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盐边县合盛▪康悦建设项目Ⅱ标段 

36 施工企业 攀枝花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盐边县合盛▪康悦建设项目Ⅰ标段 

37 施工企业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盐边县新城锦绣项目二期工程 

38 施工企业 四川中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盐边县映月台住宅小区 

39 施工企业 攀枝花市盐边县民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施发祥商住楼 

40 施工企业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履职尽责等 盐边县亲朋公园华府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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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检查 

施工企业名称：                                特种作业人员姓名：             工 种：               填表日期：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发证发证发证发证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是否是否是否是否合格合格合格合格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持证上岗 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培训合格，取得操作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经有关部门安全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培训，考核合格，档案资料完整、齐全。 /   

2 培训考核 
离开特种作业岗位达 6 个月以上的特种作业人员，应当重新进行实际操作考核，

经确认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   

3 施工企业 准确掌握特种作业工种数和人数，建立特种作业人员档案。 /   

注：《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延长有关建筑企业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和人员资格有效期的通告》（第 85 号）规定“特种作业人

员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届满的，统一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行业管理部门（盖章）： 

检查人员（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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