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吴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吴住建〔2022〕70 号

关于吴中区 2022 上半年度在建项目监理
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
区内各在建项目、各监理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苏州市工程监理综合改革，提升监理单位在工程
建设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提高监理企业信用管理水平，根据苏州
市住建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上半年度全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监理项目专项检查的通知》
（苏建函建〔2022〕219 号）文
件要求，我局积极部署，于 6 月 20 日、21 日组织开展了监理专项检
查工作。现将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由局建筑业管理科牵头，组织了质监站、建管处业务
骨干及行业专家分三个检查小组，共检查在建监理项目 30 个，平均
得分 87．69 分，90 分以上项目 16 项，占比 53％，80－90 分项目 10 项，
占比 33％，80 分以下项目 4 项，占比 13％。
二、存在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不到位。部分监理项目管理机构和监理人员对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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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程监理综合改革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认识不够，相关工作流于形
式。部分外地进苏监理机构对落实监理综合改革措施持观望态度，
对专项检查抱有侥幸心理，自查自纠工作未落实。
2．文件执行不到位。部分监理项目落实工程监理综合改革措施
的力度明显不够，对《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监理企业现场监管的通
知》
（苏建筑安全委办〔2022〕14 号）文件落实不到位。比如：部分
监理项目虽然配备了监理记录仪，但不满足数量要求，或者监理记
录仪基本不用，纯粹摆设；部分监理项目虽然在“实名制”系统中
录入了监理人员，但人员名字或数量与《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的约
定不一致；一些监理人员到岗履职日期低于实际施工日期的 80％，个
别监理人员低于实际施工日期的 50％；部分项目未能按照要求正确使
用“苏州市现场质量安全监理监管系统”
。
3．从业人员责任心、业务能力有待加强。部分监理人员缺乏应
有的责任意识；不少监理人员对于工程监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文件、标准规范的理解、掌握程度不够。比如：部分监理档案中记
录的信息和数据缺乏真实性、逻辑性和可追溯性；部分《监理规划》
和《监理实施细则》未能根据工程项目特点编制，缺乏针对性，不
具备应有的指导意义；部分监理台账存在明显的代签字现象。
三、结果通报
根据本次受检项目的量化考评结果，通报如下：
（一）管理较好，得分较高的单位。
1．项目名称：舟山花园五期一区安置房项目；
监理单位：中衡设计集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苏州吴中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监理单位：苏州和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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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较差，得分较低的单位。
1．项目名称：文远科技产业园（改建工业厂房）；
监理单位：江苏江南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苏地 2021－ＷＧ－22 号地块项目 Ｄ 区（6＃、8＃、11＃
楼）；
监理单位：苏州卓越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3．项目名称：苏地 2020－ＷＧ－68＃1、2、3、6、7、14＃车库项目；
监理单位：江苏启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1．针对本次检查，请各受检项目结合检查情况，迅速落实整改，
我局将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查，如落实整改不到位，我局将进行严肃
处理。另请本次未受检项目结合通报内容举一反三，查漏补缺，我
局将在后续各项检查中加强监理管理方面专项检查。
2．请各监理单位切实加强对公司员工的政策宣贯和业务培训，
尤其是对总监的培训，要将行业的最新政策及时从公司层面传递到
项目监理机构，总监作为单个项目第一责任人，必须带头执行实名
制考勤要求，必须不折不扣的做好现场监理人员职责分工和其他各
项管理工作。
附件：吴中区 2022 上半年度监理项目专项检查得分汇总表

苏州市吴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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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吴中区 2022 上半年度监理项目专项检查得分汇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监理单位

得分

1

舟山花园五期一区安置房项目

中衡设计集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96．4

2

苏地 2005－Ｂ－54（1）号地块 40＃楼
（商业）

苏州天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93．8

3

苏州吴中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

苏州和信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93．38

4

长虹花园二期安置小区项目工程

苏州中润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3．28

5

吴中中等专业学校新建实训楼项目

苏州现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92．94

6

苏地 2021－ＷＧ－24 号地块项目 Ｂ 区

苏州城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92．82

7

苏地 2017－ＷＧ－50 地块（昶智大厦）

苏州城投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1．91

8

年产 1000 万平方英尺电子基板项目

苏州和为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91．7

苏州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91．5

10

苏地 2021－ＷＧ－2 号地块项目施工
总承包工程
苏州祁罗电梯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0 万只扶梯滚轮等项目

江苏常诚建筑咨询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

91．3

11

新建厂房工程

江苏正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1．1

12

苏地 2020－ＷＧ－67 号地块商务用房
项目

苏州市永安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91．02

13

木林村安置房（二期）二标段项目

南京旭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91

14

［东越厨具］年产 303 件（套）商业
厨具设备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

苏州建园建设工程顾问有限责任
公司

90．8

15

木林村安置房（二期）一标段项目

苏州三联建设顾问有限公司

90．2

苏州市晨阳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90．16

江苏国信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89．96

苏州建华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89．5

9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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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地 2011－Ｂ－55 号 Ａ 地块二期项目
施工总承包
南石湖花园四期安置小区项目
一标段
金子电线电讯（苏州）有限公司
增资迁扩建项目

19

苏地 2020－ＷＧ－37 号地块项目
2＃－15＃、31＃－33＃楼及地库

苏州科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88．9

20

苏地 2018－ＷＧ－28 号地块三住宅项目

江苏诚嘉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88．2

21

苏州盛瑞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年组装 10 万台智慧售货机新建项目

江苏宏润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87．4

22

苏地 2021－ＷＧ－20 号地块

苏州公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86

23

横泾街道办事处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工程

江苏天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4．5

24

宏利来新建标准厂房项目

苏州市群益工程顾问责任公司

81．05

江苏三益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80．76

常州市江南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80．48

苏州富莱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79．1

江苏启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77．11

苏州卓越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75．4

江苏江南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9．1

29

苏地 2020－ＷＧ－52＃地块 1￣13＃楼及
地下车库工程
［药明康德］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
（二期）
苏州市和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绿色
环境改造
苏地 2020－ＷＧ－68＃1、2、3、6、7、
14＃车库
苏地 2021－ＷＧ－22 号地块项目 Ｄ 区
（6＃、8＃、11＃楼）

30

文远科技产业园（改建工业厂房）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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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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