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山市水利工程创建文明工地管理办法 

（2022 年 10 月 30 日修订，2022 年 11 月 4 日由理事会表决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

我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推进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创建活动，促进水

利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范化、标准化，营造安全、和谐、文明和健康的

建设环境，规范我市文明工地的申报和考核，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水利部《水利建设工程文明工地创建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结合我市

水利工程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市水利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成

绩突出、效益显著的，按照本办法考核通过的，授予“佛山市水利工程

文明工地”称号（以下简称“文明工地”）。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水利工程建设文明工地的申报和

考核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文明工地考核管理工作由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秘书处组

织实施和监督。 

第五条   文明工地分批次申报考核，原则上每批次考核结束后集

中公布当次考核结果。文明工地考核按照自愿申报、现场（资料）考核、

公示公告的程序进行。 

文明工地申报须由施工单位负责申报及提交资料。监理单位和建设

单位如需申报，应与施工单位合并一同提交相关的申报资料。 

第二章   考核范围和条件 



第六条   凡我市行政区内在建的新建、续建、改建、扩建、加固

及修复等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具备申报条件的均可申报。 

第七条   申报文明工地的项目，应满足下列条件： 

（一）工程建设符合水利工程建设程序，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

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三项制度，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市场行为规范。 

（二）申报文明工地的项目，原则上以项目法人或代建单位所管

辖的一个工程项目或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标段为单位的工程项目为一个

申报工地。 

（三）凡在我市行政区内实施的工程概算（不含征地费用）1000

万元以上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均可申报。 

（四）点（面）状工程，应当做到工地全封闭施工，设置固定围

挡和门禁、监控系统，施工区域主要道路混凝土化（硬底化），材料堆

放区、加工区等设置合理；线状工程， 应当做到城区或人流密集段设

置封闭围挡，人流非密集段主体结构施工时设置临时围挡，应当做到有

完善的施工交通组织，进出场区设置门岗登记，主要施工便道硬化处理，

有安全防护、防扬尘等措施。 

（五）工程进度满足总体进度计划要求。 

（六）建设过程中，精神文明和廉政建设良好，未发生过严重违

法、违纪行为。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和安全事故，以及其他不良社

会影响事件。 

 

第三章   考核流程与材料 

第八条   文明工地考核各阶段需提交资料如下： 

1、申报阶段 



市水务行业协会发出考核通知后，符合申报条件的工程项目，应

在工程开工后 1~2 个月内填报《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申报表》（附

表 1，可在“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网站的“下载专区”栏目下载），

并附初步设计批复文件、开工报告审批文件复印件、申报单位与建设单

位签订的协议书和《创建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方案》（如项目各参

建单位同时申报，需按各自管理职责撰写并盖章提交“创文方案”）。

申报资料需一式伍份提交给市水务行业协会秘书处备案，其中正本一

份，副本四份（副本可以是复印件，在封面上盖章并在资料上盖骑缝章）。 

2、考核阶段 

2.1 第一次现场考核 

时间点：资料提交后 1~2 个月内进行 

考核内容：按附表 2、附表 3-1、附表 3-2、附表 3-3、附表 5 分别

打分。 

考核结果：未通过第一次现场考核的项目（评分未达到 85 分）， 将

不予安排第二次现场考核，考核结果为不通过。 

2.2 第二次现场考核 

时间点：第一次现场考核后 1~3 个月内 

考核内容：按附表 2、附表 4 打分。对第一次现场考核中附表 3-1、

附表 3-2、附表 3-3、附表 5 的漏项部分进行现场补充考核。 

考核结果：未通过第二次现场考核的项目（评分未达到 85 分）， 将

不予安排终审考核，考核结果为不通过。 

2.3 终审考核 

时间点：第二次现场考核后 1 个月内 

2.3.1 在终审考核前，各申报单位根据各自管理职责，将终审考

核的资料提交市水务行业协会秘书处，终审考核资料包括： 



⑴ 工程项目建设过程概况简介 

⑵《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现场检查评分表》（含附件 2、附件

3-1、附件 3-2、附件 3-3、附表 5）自评资料，加盖公章； 

⑶ 反映工程文明工地建设的照片（至少 12 张）以及不少于 5 分钟

的 PPT 声像资料（声像资料内容要涵盖工程施工前期、施工高峰期和工

程即将完工三阶段的情况）。 

（4）工程施工管理亮点；1、党建工作；2、运用新技术、新材料、

新设备和新工艺在文明工地的应用；3、运用标准化、新标准在文明工

地应用；4、智慧工地建设；5、市、区表彰等。 

2.3.2 终审考核的答疑 

本项目申报文明工地的申报单位（含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

位），在终审考核时需安排人员到终审考核现场答疑。 

2.3.2 终审考核组终审 

文明工地终审考核采用综合评分方法，包括以下内容： 

备注说明：项目在开工后至考核结果公示结束前出现以下情形，终审考核组将

在文明工地终审考核综合评分直接对其总得分进行加减： 

序号 项目 积分系数 标准得分 实际得分 备注 

1 现场综合管理考核 0.15 15  附表 2 

2 现场安全管理考核 0.35 35  
附表 3-1   
附表 3-2   
附表 3-3 

3 现场文明施工考核 0.50 50  
附表 4   
附表 5 

4 奖罚加分项    
最多加 10

分 

合计 1 100   



（1）加分项目： 

① 配合市、区主管部门或协会组织工程现场举行观摩活动，每次加 2分，最

多加 3分； 

② 配合市、区主管部门组织现场安全应急救援演练，每次加 2分，最多加 3

分； 

③ 积极开展与本工程有关的科技创新活动，例如发明专利、工法等，取得成

果，每项加 2分，最多加 3分； 

④ 积极开展与本工程有关的科技创新活动，例如使用专利、论文、QC 活动等，

取得成果，每项加 1分，最多加 3分； 

⑤ 工程项目开展党建联建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得到市、区表彰的，每

次加 2分，最多加 3分； 

⑥ 被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通报表彰的，市级每次加 2分，区级每次

加 1分，最多加 3分； 

（2）减分项目： 

 被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通报的，市级每次扣 2分，区级每次扣 1分。 

 

第四章   项目考核方式 

第九条   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负责组建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

考核专家组。考核专家组由 3~5 名专家组成，设组长 1 名。专家抽取按

《佛山市水利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执行。 

第十条   考核专家组负责开展阶段性考核，审查申报资料，听取

申报单位汇报并质询。根据历次现场考核，将各评分资料及各申报单位

报送的工地文件资料进行综合考核评分，充分评议后，填写《佛山市水

利工程文明工地考核评分汇总及考核意见表》（详见附表 6），形成考

核结果，报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审定。 



第十一条   综合考核评分在 85 分（含 85 分）以上的工程为“通

过”。对综合考核评分 85 分以下的工程为“不通过”，考核专家组归

纳存在的问题，交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通知申报单位。 

第十二条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每批次考核完毕表彰一次，

已被表彰的项目不再参加以后的文明工地考核，且每个项目只能表彰一

次。 

第十三条   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接受来自各方的投

诉、申诉，单位异议要加盖公章，个人异议要署真实姓名，否则视为无

效投诉，不予受理。投诉、申诉一经核实，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

报批评、扣分或取消其申报资格。 

 

第五章   奖惩 

第十四条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采取考核后公示制度，对考

核通过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示，公示媒体为“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网

站，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在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及市、区各级水行

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对于涉及公众举报、投诉或媒体曝光的项目，协会

予以核查。 

第十五条   坚持宁缺勿滥、优中选优的考核原则，严格控制考核

通过的比例和数量。 

第十六条   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向被考核通过的佛山市水利工程

文明工地的工程项目申报单位颁发证书，并予以表彰。   

第十七条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实行动态管理，在创建佛山

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过程中，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文明工地考核

资格：   

1、被行业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部门处罚； 



2、 发生死亡或 3 人以上重伤或 50 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安全

质量责任事故；  

3、参建单位违反诚信原则，被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为较重、严

重等级的不良行为的；  

4、存在故意拖欠工人工资行为或因故意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工人上

访影响社会稳定、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6、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行贿、受贿等违法乱纪，受到党纪、政

纪处分或被刑事处罚的； 

7、其它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采取欺骗、隐瞒事实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佛山市水利

工程文明工地”称号，一经查实，取消其称号，作废其证书，并在我会

网页上（www.fswateraso.net）公示，且不得参加以后所有的考核活动。 

第十九条   考核专家组成员及有关工作人员应秉公办事，严守纪

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对违反者视情节轻重， 给予批评、警告，直

至取消考核专家的资格。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考核通过的项目报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1 月 5 日起施行，原《佛山市水

务工程文明工地评审管理办法》（第 1 版第 2 次修改）作废。 

附表 1.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申报表 



附表 2.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资料考核评分表（综合管理和 

质量管理） 

附表 3-1.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资料考核评分表（安全管理/施

工单位） 

附表 3-2.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资料考核评分表（安全管理/监

理单位） 

附表 3-3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资料考核评分表（安全管理 

建设单位） 

附表 4.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现场考核评分表（文明施工） 

附表 5.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考核附加分值评分表 

附表 6.  佛山市水利工程文明工地考核评分汇总及考核意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