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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城市建设跑出加速度迈向高质量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重要论述。

5 年来，郑州市始终坚持把质量工作作为重要战略来抓，将质量工作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紧紧围绕“三区一
群”战略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深入推进质量强市战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从自主创
新、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入手，积极践行“三个转变”，交出一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

本报推出“落实‘三个转变’———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系列报道，今日推出“质量城建篇”，敬请关注。

（质量城建篇）

落实“三个转变”
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

走进中原新区三十里铺安置房建筑工地，眼前的景象完全颠覆了参观者对于工地的印象。 工地大门设置门禁，进去需要刷卡；安全体验区内有安全帽撞击、吊篮倾斜、钢丝绳演
示等实物体验，甚至有 VR(虚拟现实)体验；建筑质量展示区涵盖混凝土结构、抹灰工艺、二次结构等，也都是实物展示。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任务，积极开展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全面推行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大力开展施工项目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示
范工地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市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制度体系日趋完善，重点工程得到了有效监管，一批契合民生需求、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精品工程接连投用，凸
显我市在提升城市建设品质、满足市民生活需求方面的不懈努力。

工程质量管理迈入“标准化 +”
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源于郑

州。 早在 2012 年，郑州在全国率先提出
工程质量标准化管理理念， 即以现场标
准化管理为抓手，以施工项目为载体，样
板引路，以点带面，促进全市建设工程施
工质量管理水平稳步提升。

为提升工程质量， 我市先后起草制
定了《郑州市建筑领域“十三五”质量强
市发展规划》《郑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
《工程质量专项治理工作方案》《郑州市
工程质量监督年度工作要点》 等规划性

文件。同时陆续出台了《关于建立市政工
程监督检查台账的通知》《质量监督约
谈制度》《工程质量投诉处理制度》等一
系列管理制度。 同时，编制《郑州市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质量标准化管理
指南》《郑州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
监督标准化工作程序》 等工程质量监督
标准化文件，规范监督人员执法，得到认
可，并向全省推广。

同时积极推行样板引路制度， 构建
企业管理和项目管理相统一的标准化管
理工作机制。标准化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其中市城建局编印的《郑州市工程质量
标准化管理交流手册》《郑州市住宅工
程治理专项交流手册》 得到省住建厅、
参建企业的肯定和好评 ， 住建部于
2017 年 11 月份在郑州市举办全国部
分省市工程质量监管调研座谈会暨施工
现场观摩会， 这也是全国性的工程质量
监管会议首次在郑州召开， 目的是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工程质量监管的“郑州模
式”。 省住建厅把郑州市建设工程质量
标准化管理工作向全省推广， 充分展示
我市工程质量提升成果。

此外，按照样板引路、以点带面的
思路，推进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工作
分阶段在全市范围内逐步推行。 在特
级企业先行先试的基础上，精心培育
质量管理标准化示范工地，充分发挥
标杆引领作用，带动全市工程质量管
理标准化的全面推进。 再通过政企联
动 、企业互动等形式 ，展示精品工程
的工艺工法和施工现场的特色亮点，
使参建责任主体互通有无 ， 取长补
短 ，共同提高 ，促使全市工程质量稳
步提升。

工程质量监管模式不断创新
我市积极探索构建工程质量监管

长效机制，建立“组巡、科巡、站巡”三
级巡查机制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模式。 同时实施“红、绿、黄”三色差别
化监督方式和监验分离、执法查处分离
制度，提高监管效能；落实督察考评制
度、廉政告知回访制度，完善监督行为；
推行监理报告制度、 建筑市场信用体
系、建筑市场“红黑榜”制度，规范市场

秩序。
突出重点工程监督，做好实体质量

控制。主要做法:一是采用“差异化”管
理，对施工难度大、技术不成熟、队伍
实力弱、 工艺流程复杂等工程制订有
针对性的方案，确保工程质量。 二是开
展了质量检测机构质量行为、 监理单
位质量行为、 水泥稳定碎石和沥青混
合料生产企业质量行为， 有效把控好

质量控制中的各关键环节。 三是全面
严格执行首件联合验收制度， 增强各
责任主体的质量意识， 规范参建各方
责任主体的质量行为。

持续开展工程质量专项治理。主要
做法 : 一是将专项治理工作转为常态
化、日常性工作，开展了主体结构、建
筑节能、水电安装、装饰装修、建筑原
材料等专项治理。 二是强化质量预控，

严格过程管控，狠抓质量责任制落实，
严厉打击“三包一挂靠”等违法违规
行为。

为规范我市建筑市场行为， 保障建
设工程质量和安全， 今年我市还印发
《郑州市建筑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进一步健全了我市建筑企业信用评价工
作， 完善了对不同信用等级企业的差别
化管理。

近年来， 我市积极推广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和减隔震技术应用，大力推动
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超低能耗被动
式建筑和成品住宅发展。 在施工过程中
大力倡导采用 BIM（建筑信息模型化）
技术进行施工建设模拟，形成可视化的
工艺操作流程， 实现施工作业标准化、
规范化，提高过程质量管控水平；通过
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市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

2017 年市政府发布《关于促进建
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
要统筹布局， 规划 3 至 4 个 2000 亩
规模的建筑产业园区， 重点建设装配
式建筑生产基地，支持使用新材料、新
工艺的建筑企业集约式、规模化发展，
配套完善上下游产业链， 进一步推动
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推进
建筑业转型升级。

“装配式建筑” 是指将内外墙、叠

合板、 楼梯等建筑的部分或全部构件
在工厂预制完成, 再运输到施工现场
直接组装,被称为“像搭积木一样造房
子”。 2017 年， 郑州市入选国家首批
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中建七局、河南
新蒲建设集团等 7 家企业入选国家首
批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装配式建筑
较之以往有了更为完备和深入的发
展。 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以及规范
化安装不仅能提升建筑质量、 缩短建

筑工期,而且节地、节材、降耗减排等
绿色效益明显。 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城市建设和环保工作具有深远
影响。

近三年来， 我市还先后开展了全省
质量标准化观摩交流、 我市县市区监督
人员执法管理培训、预应力张拉压浆、施
工资料整理、节段梁预制和拼装、检测机
构管理标准化等 30 多次交流培训，从业
人员素质得到迅速提高。

大力推动我市建筑业转型升级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迅速开花结
果。 全市新开工受监工程质量监督、工程
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 受监工程质量竣
工验收合格率、 受监工程质量竣工验收
备案率达 100%， 竣工工程质量全部达
到国家规范标准和设计要求。

首先是全市工程质量秩序进一步规
范。 我市严格落实参建责任主体质量责
任终身制，严厉打击建筑施工肢解分包、
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违法行为，建筑
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参建企业质量主
体责任进一步强化， 现场质量行为和实
体质量管控标准化成效进一步显现，质

量常见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质量投诉数
量逐渐减少，重大质量事故得到杜绝。

同时重点工程得到了有效监管。 近
三年来， 市城建局所监督的陇海路快速
通道工程、农业路快速通道工程、东三环
快速通道工程和正在施工的四环线大河
路快速化工程等近 200 项市政工程，未
出现过重大工程质量问题。

三年来， 市城建局共办理房建工程质
量监督登记 2954项， 建筑面积 486.21
万㎡，工程造价约 522.93亿元；监督竣工
验收工程 1987项， 建筑面积 2961.99
万㎡，工程造价约 444.29亿元；目前在监

工程 3488项，建筑面积 5164.01万㎡，
工程造价约 617.46亿元。

高品质的城市建设， 给群众带来更
多幸福感，三年来，我市市政工程中，有
50 项工程获得 “河南省市政优良工
程”，35 项工程获得 “河南省市政金杯
奖工程”，1 项工程获得“詹天佑大奖”，
省、市各类优质工程奖 327 项，河南五
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国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相继荣获 2016 年度第六届
“郑州市市长质量奖”、2018 年度第七
届“郑州市市长质量奖”。

目前， 我市在建轨道交通工程为 2

号线二期、3 号线一期、4 号线、5 号线、
市民文化服务中心地下交通市政工程及
城郊铁路二期工程、6 号线市政配套工
程、郑州至巩义市域铁路配套工程、郑州
市市政控制性节点（地下交通）工程、郑
州机场至许昌市域铁路工程 （郑州段）
等 9 条线路，共计 218.3 公里。 这些工
程完工后， 郑州市的综合交通枢纽地位
将得到新一步强化， 市民也将享受到更
高品质的生活。

全市建筑工程质量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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