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朔住建发〔2022〕94号

朔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印发2022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门内部“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二版）

（2022）的通知

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事业单位：

为做好 2022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根据朔州市市

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

发《朔州市 2022年度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结合我局实际，修定了 2022年度市场监管领

域部门内部双随机监管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二版）（2022），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朔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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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朔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二版）

（2022）

朔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 10月 24日

朔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0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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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朔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二版）（2022）

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重点（一般）

检查事项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内容

1

建筑市场

的监督检

查

对建筑业

企业及所

辖工程项

目监督检

查
建筑市场

从业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第六

十五条 、第六十六条 、第六十

七条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1994年 9月 29日山西省第八届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过）第六条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令

第 22号）第四条 、第二十五

条 、第二十八条

1.从业条件：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主

要人员的构成情况，企业办公场所、

工程技术装备情况。

2.经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主

要经营指标等统计数据上报情况，代

表工程业绩情况。

3.市场行为：企业是否存在不良行为信

息记录，有无被投诉举报，有无违法

违规行为及处罚情况，企业在建工程

项目情况。

4.劳动用工行为：企业落实实名制用

工、治欠保支有关规定，有无拖欠行

为等情况。

注册建造

师监督检

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3号）第四

条 、第二十六条 、第三十条

1.市场行为：是否存在允许他人以自己

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同时在两个或

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涂改、

倒卖、出租、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

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业务范围内

从事执业活动等不良行为，有无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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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举报，有无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罚情

况。

2.执业情况：是否按规定在规定范围内

从事执业活动，是否续期注册并参加

继续教育。

勘察设计

企业监督

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62

号)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0号）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

条 、第二十五条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1994年 9月 29日山西省第八届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过）第六条

《山西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第三条

1.检查在我省注册的勘察设计企业现

有资质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2.检查企业业务承揽过程是否存在违

法行为；

3.检查企业是否有超越、挂靠、出借资

质、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

4.检查企业有无被投诉、举报、处罚、

及存在不良行为信息记录。

注册建筑

师监督检

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7号）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的注册、执业

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注册监理

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

管理。

一、执业资格：

1.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延期注册、参加继

续教育的情形；

2.是否存在未经注册，擅自以注册建筑

师名义从事相关业务活动的情形；

3.是否存在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

情形。

二、执业行为：

1.是否存在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

事执业活动；

2.是否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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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或者执业；

3.是否存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

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册

证书和执业印章的情形；

4.是否存在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

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等情形；

5.在执业过程中，有无弄虚作假等违法

违规情形；

6.是否有被投诉、举报、处罚等情况。

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

师监督检

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62

号)第三十一条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7号）第五条 、第二十八条

《山西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

条例》第三条

一、执业资格：

1.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延期注册、参加继

续教育的情形；

2.是否存在未经注册，擅自以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名义从事相关业务活动的

情形；

3.是否存在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

情形。

二、执业行为：

1.是否存在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

事执业活动；

2.是否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

受聘或者执业；

3.是否存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

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册

证书和执业印章的情形；

4.是否存在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

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等情形；

5.在执业过程中，有无弄虚作假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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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情形；

6.是否有被投诉、举报、处罚等情况。

监理企业

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8号）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

第二十一条

《山西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1994年 9月 29日山西省第八届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过）第六条

1.检查监理业务承揽是否存在违法行

为；

2.抽查企业在建项目是否存在违规行

为；

3.检查企业是否有超越、挂靠、出借资

质、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

4.检查企业有无被投诉、举报、处罚、

及存在不良行为信息记录。

注册监理

工程师监

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7号）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的注册、执业

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注册监理

工程师的注册、执业活动实施监督

管理。

一、执业资格：

1.是否存在未按规定延期注册、参加继

续教育的情形；

2.是否存在未经注册，擅自以监理工程

师名义从事监理及相关业务活动的情

形；

3.是否存在未办理变更注册仍执业的

情形。

二、执业行为：

1.是否存在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

事执业活动；

2.是否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

受聘或者执业；

3.是否存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

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册

证书和执业印章的情形；

4.是否存在超出执业范围和聘用单位

业务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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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执业过程中，有无弄虚作假等违法

违规情形；

6.是否有被投诉、举报、处罚等情况。

建筑工程

招投标各

方主体监

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1

号）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613号)第四条

《山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条例》（2005年 9月 29日山西省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第二十六条

一、招标单位

1.建设单位有无将依法必招的项目化

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的情况,是否依法履行行政手续,包括：

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

等；

2.是否依法发布招标信息；

3.是否存在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投标单位

1.是否存在围标、串标等行为；

2.是否存在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2

房地产开

发企业的

经营活动

进 行 检

查

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

的经营活

动进行检

查

本 辖 区

2021 年在

建的房地

产开发项

目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77号）第 19、20、

24条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248号）第 34、

35、36、37条

1.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是否在有

效期内；

2.是否存在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

开发经营活动；

3.是否及时办理证书内容变更手续；

4.是否将未经验收的房屋交付使用；

5.是否将验收不合格的房屋交付使用；

6.房地产开发项目是否取得相关建设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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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工程

消防专项

检 查

对建设工

程消防专

项检查

本辖区

2022年

在建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消防法

1.查合法性；

2.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落实；

3.可燃易燃材料管理；

4.查动火动焊管理

4

工程质量

监 督 检

查

工程质量

监督检查

本辖区

2022年

在建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国务院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山西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条例》

1.开展全市建筑工程质量行为实施监

督检查；

2.开展全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工作的

监督检查；

3.开展对勘察设计质量行为的检督检

查；

4.严格落实重要工程专家论证制 围绕

“三制四化”对勘察设计企业的质量

行为进行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督检查

5

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

情况的监

督检查

建筑施工

项目

本辖区

2022年

在建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安全管理检查、文明施工检查、模板

脚手架检查、基坑检查、临时用电检

查、高处作业检查、机械设备检查。



—９—

6

取得施工

许可的建

筑工地扬

尘检查

建筑施工

项目现场

本辖区

2022年

在建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

建筑工地百分百围挡、出入车辆百分

百冲洗、土方施工百分百湿法作业、

渣土车辆百分百密闭运输、施工现场

主干道路百分百硬化、物料堆放百分

百覆盖。

7

建设工程

抗震设防

要求执行

情况的监

督检查

建设工程

抗震设防

要求执行

情况

本辖区

2022年

在建项目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一般建设工程是否按照《中国地震动

参数区划图》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

震设防；

学校、医院是否按照《防震减灾法》

规定提高抗震设防要求情况

8

建筑节能

专 项 检

查

对项目建

设、设计、

施工、监理

方节能问

题进行专

项监督检

查

本辖区

2022年

在建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山西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山西

省人民政府 2008年 9月 25日颁布

《山西省住建厅建筑节能工程施

工监理控制内容及要点》（晋建建

字〔2007〕20号）

节能设计标准、太阳能强制设计要求、

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实施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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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

动 态 考

核

对工程造

价咨询企

业的检查

和信用评

价考核

本辖区

2022年

在建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

《工程造价咨询市场信用管理办

法》（晋建标字〔2020〕67号）

《关于加强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

量检查的通知》（晋建标函〔2018〕

734号）

1.核验 2020年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新设立、乙升甲、延续的资质条件符

合情况；

2.检查 2020年 1月以来归档的工程造

价咨询成果质量，对投诉造价咨询项

目重点检查；

3.外省造价咨询企业在各市承揽业务

情况；

4.结合检查情况对我省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进行信用评价（暂不登录山西省

智慧建筑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5.推荐工程造价咨询优秀成果。

10

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

准 的 检

查

对勘察、设

计、施工、

消防、工程

检测等单

位在工程

建设中强

制性标准

执行情况

的检查

本辖区

2022年

在建项目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

《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

（GB 50016-2014）（2018年版）

《 屋 面 工 程 技 术 规 范 》

（GB50345-2012）

《 无 障 碍 设 计 规 范 》

（GB50763-2012）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50204-2015）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

（JGJ102-2003）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

通 信 设 施 工 程 设 计 规 范 》

（GB50846-2012）等标准规范中

的强制性条文和《住房城乡建设

勘察、设计、施工、消防、工程检测

等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强制性标准的执

行情况。

侧重建筑设计单位在工程设计中结构

安全、消防安全、建筑节能、建筑幕

墙、无障碍设施、养老设施等方面强

制性标准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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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玻璃幕墙安全防护工作的通

知》（建标〔2015〕38号）有关

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