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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住建文〔2022〕 号

关于印发《开封市 2022年预拌混凝土行业

质量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祥符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相关单位：

按照《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开展全省预拌混凝土质

量行为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豫建质安〔2022〕94号）要求，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了《开封市 2022年预拌混凝土行业质量行为专

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2年 5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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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 2022年预拌混凝土行业质量行为

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

为保证我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预拌混凝土质量，加强预拌混

凝土质量行为的监督管理，整顿规范市预拌混凝土行业的质量行为，

加强预拌混凝土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质量管理，落实有关参建主体

和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质量责任，严厉打击预拌混凝土生产、使用

环节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我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质量

安全，按照《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开展全省预拌混凝土

质量行为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豫建质安〔2022〕94号）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活动方案。

一、治理目标对象

（一）专项治理目标

通过持续强化预拌混凝土质量行为专项治理，落实建设、施工、

监理、检测、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主体责任，确保房屋建筑及市政

工程工程质量进一步提升，通过规范预拌混凝土质量行为，营造公

平、公正、规范的预拌混凝土市场环境和秩序。

（二）专项治理对象

在我市辖区域内取得预拌混凝土资质证书的预拌混凝土生产

企业和涉及预拌混凝土生产、使用环节的各方质量责任主体。

（三）专项治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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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号）

2.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2

号）

3.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号）

4.《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

规定》（建建〔2000〕211号）

5.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

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2011）

7.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8. 《预拌混凝土》（GB/T14902-2012）

9.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4-2011）

10. 《建筑工程检测试验技术管理规范》（JGJ190-2010）

11.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2010）

12.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55008-2021）

二、专项治理内容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依法开展预拌混

凝土质量行为专项治理行动。重点查处违规违法使用不合格原材料、

伪造实验室数据、阴阳配合比、从业人员实际操作能力不足；混凝

土生产、使用等各方责任主体执业行为不规范的现象和行为：

（一）建设单位。主要检查对混凝土企业资质审查情况，混凝

土质量检测委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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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单位。主要检查混凝土发包、合同、混凝土施工方

案和技术交底、进场检验和见证取样制度执行情况、浇筑、养护、

拆模、实体质量、观感质量、尺寸偏差及强度评定情况。

（三）监理单位。主要检查对混凝土企业资质审查情况，混凝

土交货检验、见证取样执行情况，混凝土浇筑、养护、拆模及质量

隐患整改情况。

（四）检测机构。主要检查混凝土试件见证取样委托、检测真

实性和混凝土结构实体检测情况。

（五）混凝土生产企业。主要检查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质量控

制情况，对照工程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进场批次检测标准，与混

凝土出厂质量证明资料是否相符，相关企业的质量行为和质保体系；

通过查验实验室检测报告、企业供销合同等原始记录文件，抽查实

验人员实际操作能力和相关政策法规掌握情况等方法,检查全市预

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质量行为情况；通过检查企业相关场所条件、

仪器设备情况、技术资料等内容来检查全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

质保体系是否有效正常运。重点对 2021年至今出具的检测报告和

原始试验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抽查。

三、实施步骤

为扎实推动专项治理活动深入开展，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

领导小组（附件 1），为预拌混凝土行业质量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工

作开展做好准备工作，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一）自查自纠（2022年 5月 11日至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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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预拌混凝土质量活动的参建各方质

量责任主体、混凝土生产企业对照专项治理内容进行自查自纠，形

成问题清单和整改台帐。各单位自检情况上报当地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市区内各在建工程项目、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自检情况以书

面形式于 5月 31日前上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县、祥符区住

房城乡建设局汇总本辖区内各单位自检情况后统一上报。

（二）全面检查（2022年 6月 1日至 6月 28日）

全市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辖区内在建工程项目的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所有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附件 2、附

件 4）进行全面检查，检查中发现涉嫌违法违规问题线索及时移交

执法部门，并建立问题整改台账。6月 30日前将检查结果和辖区内

所有在建工程项目台账（附件 3）上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完善工作机制（2022年 8月）

全市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针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行

业乱象滋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及时堵塞监管漏洞，坚持问题导向，

抓重点，强弱项，补短板，固根基，健全监管体系，通过此次检查

应建立长效动态监管机制，将日常监管与集中检查相结合，确保此

次检查事后效果。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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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祥符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要高度重

视，成立相应机构，明确职责分工，确保监督检查工作扎实开展，

务求取得明显实效。

（二）制定工作方案。各县、祥符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要结合工

作实际，制定、建立、健全专项检查行动的开展方案，明确要求，

扎扎实实抓好此次专项检查活动，确保百分百全覆盖，不留盲区和

死角。

（三）确保工作成效。各县、祥符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要通过此

次专项检查活动，基本摸清辖区内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

找到薄弱环节，建立建全长效监管机制，完善相关制度，加强资质、

企业行为、从业人员的动态管理，严格相关企业的市场准入清出，

坚决查处弄虚作假行为，提高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的管理力

度、出厂产品质量，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四）建立奖励机制。开设热线电话：23933448 23870082，

各单位要保护提供线索者的个人信息，对线索属实的要给予适当奖

励。

附件：

1.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拌混凝土行业质量行为专项治理

行动领导小组名单

2.河南省混凝土生产企业检查表

3.河南省在建工程项目台账（2021.1.1-2022.5.31）

4.混凝土使用质量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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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开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预拌混凝土行业

质量行为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名单

为加强全市预拌混凝土行业质量行为专项治理行动组织领导，

推动活动深入开展，取得实效。市住建局决定成立预拌混凝土行业

质量行为专项治理行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潘耀伟 党组成员、副局长

副组长：徐炳哲 总工程师

成 员：韩 刚 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白俊杰 建筑工程和建筑市场管理科科长

郭广宏 勘察设计科科长

杨银立 房地产开发和市场管理科科长

刘 昆 住房保障科科长

张 凯 行政审批科科长

魏 彦 科技建材和标准定额科科长

刘 捷 工程建设定额管理站站长

李光瑞 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质监站，办公室主任由李光

瑞兼任。专项治理工作联系人：陈玉龙，电话：15803732020，电

子邮箱：jcjds20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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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南省混凝土生产企业检查表

企业名称： 属地：

检查项目 检查情况 备注

一、存在使用不合格的原材料或使用已淘汰、禁用
原材料的行为

二、存在未按照规范要求对原材料进行试验的行为

1 未按照规范要求建立原材料进场检验记录

2 原材料检验未按照规范要登记总台帐和不合
格台帐

3 未按照规范要求的批次及批量对原材料进行
试验

三、存在配合比设计不严谨或不按照设计配合比进行生产，偷工减料的行为

4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未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规
范的要求进行

5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和试配未按照相关规范要
求完整的记录

6 未按照设计配合比进行生产，存在偷工减料
的行为

四、存在未按规定对计量设备、试验仪器进行检定/校准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设备进行试验的行
为

7 未按照规范要求配备能满足所开展生产、试
验要求的仪器设备

8

未按照规范要求建立仪器设备台帐，对重要
设备建立档案（设备档案内容应包括：履历
表、说明书、操作规程、验收记录、检定（校
准）证书、维护保养记录、维修的记录、使
用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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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仪器设备无专人负责管理，在用的所有试验
设备均无统一的状态标识，标明仪器设备的
编号、试验（校准）的有效期、使用状态

10 未使用检定或校准的仪器设备进行生产、试
验的行为

五、存在出具虚假试验报告、生产过程随意调整配合比、对检验样品弄虚作假、替代施工单位
制作试件的行为

11 存在未试验，出具试验报告的行为

12 存在生产过程随意调整配合比，严重影响混
凝土质量的行为

13 存在替代施工企业制作工程混凝土标准养护
试件和同条件养护混凝土试件的行为

六、存在质量控制过程记录不齐全，技术资料未按规定归档的行为

14 预拌混凝土开盘鉴定不符合相关规定

15
搅拌站（楼）操作系统未按照规范要求自动
采集每盘混凝土各种原材料实际用量数据，
并长期保存

16 混凝土企业未按相关规定进行出厂检验

17 技术资料未按相关规定归档

18 存在预拌混凝土搅拌不符合规定的行为

七、存在未签订销售合同向使用单位供应产品的行为

19 供需双方未签订合同，合同信息不齐全

八、存在技术、质量管理部门或人员不到位或未能正常履行职责的问题

20 未建立质量管理部门

21 质量管理人员未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22
技术负责人不满足以下条件：具有 5年以上
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具有工
程序列高级职称或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23 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 4人

九、专项试验检测行为

24 预拌混凝土企业试验室配备人员资格条件未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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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验室负责人具有 2年以上混凝土试验
室工作经历，且具有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或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2）混凝土试验员不少于 4人，满足实际业
务量需求

（3）质量负责人：由预拌混凝土企业总经理
担任

25 质量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试验室主任未由预
拌混凝土企业任命

26
试验室未实行试验室主任负责制，所有配合比
设计试验、配合比设计通知单、试验报告等均
未由试验室主任或技术负责人签发

27 试验人员的上岗资格和实操能力未满足要求

28
试验室的设施、面积、清洁、采光、通风、温
度、湿度、能源等未满足检验任务及国家标准
规定的要求

29
试验原始记录未确保信息齐全，不能够实现试
验过程的可追溯性。原始记录未按照规范填
写，并及时归档保存

30 试验报告未按照相关标准或规范给出明确的
结论

31
试验报告未由试验操作人、报告审核人签字、
实验室主任或技术负责人签发，并加盖试验专
用章，多页试验报告应加盖骑缝章

32
未具有独立的样品室，并确保安全、密闭、防
潮，能满足样品存放。水泥、矿物掺合料、外
加剂等原材料复验取样时未留置备用样品并
标识、封存

33

留样未采用专用留样筒密封保存，留样标识未
标明样品的试验编号、名称、品种、级别、取
样日期、取样地点、留取样人等信息。留样的
封存期未按有关规定执行，超过封存期后未按
规定程序经批准后处理，并做好处理记录

34
试验室未建立人员技术档案，内容应包括：个
人履历表及身份证、学历证、职称证、上岗证、
人员任命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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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组成员签字： 抽查日期：

35 未设置档案室或档案室未满足文件的存放要
求

十、（37）存在质量管理体系无法有效运行，流程
运转不完整、技术资料混乱、有关数据无法追溯等
问题

十一、（38）存在的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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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河南省在建工程项目台账（2021.1.1-2022.5.31）

工程名称 工程位置

结构类

型及层

数

建筑

面积

工程

类型

参建单位信息

开工

时间

形象

进度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预拌混凝

土企业

检测机构

（同一单位工程同一检测项目委

托两个或以上检测机构的，需如实

填写并备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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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混凝土使用质量检查表
受检工程项目基本情况表（4-1）

抽查组成员签字： 抽查日期：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施工许可证号：

建筑面积： 合同造价：

形象进度： 结构形式： 建筑层数：

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

单位名称： 企业资质：

总监理工程师： 执业资格：

施工单位

单位名称： 企业资质：

项目经理： 执业资格：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 1

单位名称：

企业资质： 技术负责人：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 2

单位名称：

企业资质： 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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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使用质量检查表（4-2）
（建设单位）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符合 不符合

1 建设单位未指定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或未直接

采购预拌混凝土

2 建设单位直接或委托监理单位对项目的预拌混

凝土生产企业资质进行审查

3 委托有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对混凝土试件

及实体混凝土强度进行检测

结果

统计
符合 项 不符合 项

抽查组成员签字： 抽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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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使用质量检查表（4-3）
（监理单位）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符合 不符合

1 监理单位对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进行审

查

2 监理单位对总承包单位的试验计划进行审核

并监督实施

3 监理单位见证人员对试件见证取样和送检的

过程进行见证

4 监理单位参与预拌混凝土进场验收

5 监理单位有完整的混凝土见证取样及送检记

录

6 监理单位按监理实施细则对混凝土浇筑过程

进行旁站

7 监理单位按监理实施细则对混凝土的养护进

行巡视

8 监理单位对混凝土构件拆模条件进行审核

9 监理单位对发现的混凝土质量隐患按照要求

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到位，并有相应的记录

结果

统计
符合 项 不符合 项

抽查组成员： 抽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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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使用质量检查表（4-4）
（施工单位）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符合 不符合

1 总承包单位按规定将预拌混凝土发包给有资质的预拌

混凝土生产企业

2 总承包单位与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签订书面合同，合

同应明确相关技术要求

3 总承包单位应当编制混凝土施工方案，并按相关要求

进行审批和技术交底

4 建立预拌混凝土进场检验和使用台账，严格执行进场

验收见证取样检验制度

5 混凝土进场检验和浇筑过程中，总承包单位项目技术

管理人员应到岗履责

6 施工现场应具备混凝土标准试件制作条件，并应设置

标准试件养护室或养护箱

7 总承包单位依据见证取样和送检管理规定，制定试件

留置方案和试验计划

8 总承包单位应按相关标准做好标准养护试件及同条件

养护试件的取样、制作和标识工作

9 试件送检有见证取样委托单和送检台账

10 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不存在擅自加水等违规情况

11 混凝土浇筑完毕后，总承包单位应严格按照规范要求

进行养护

12 总承包单位应制定结构实体检验专项方案，并经监理

单位审核批准后实施

13 有拆模试件及其强度检测报告，拆模强度符合规范要求

14 结构实体混凝土检验合格（应采用“回弹-取芯法”）

15 现场混凝土结构不存在露筋、蜂窝、孔洞、夹渣、疏

松等严重质量缺陷

16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符合设计要求，没有低强度等级混

凝土串入高强度等级混凝土区域的情况

17 现浇结构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情况

18 按规范要求，对混凝土强度进行评定，且评定合格

结果

统计
符合 项 不符合 项

抽查组成员： 抽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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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使用质量检查表（4-5）
（检测机构）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符合 不符合

1 检测机构资质满足检测要求

2 检测机构检测活动受建设单位委托

3 混凝土试件按要求见证取样送检，见证取样程序

符合要求

4 混凝土结构实体检测按标准进行

5 报告和原始记录真实

结果

统计
符合 项 不符合 项

抽查组成员签字： 抽查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