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 11月 24日袁
于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
了 野天颂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工法研讨会冶袁会议
由严青荣董事长亲自主
持尧 孙总工作工法内容
主要介绍曰 会议主要由
集团技术部与质安部尧
各装饰安装等分公司尧
各在建工地项目部技术
负责人参加遥

会议上严董事长主
要介绍了院一尧公布工法
成果院 今年上半年我公
司申报的二项工法 叶改
形薄壁箱现浇混凝土空
心楼盖施工工法曳与叶小
型沉井机械下沉施工工
法曳袁已顺利通过省级工
法的审定遥二尧企业如何
切实以野科学发展观冶为
指导袁加强工法研发曰同
时阐述了企业发展及当
前社会环境下工法创新与技术进步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袁提出院淤公司准
备进一步加强对工法的投入力度袁
从资金上尧 组织上确保工法的研究
与开发曰 于建立健全企业工法的管
理体制袁保证工法的开发和推广曰盂
公司要培养一批人才袁 特别是发挥
青年科技人员的作用袁 鼓励各部室
各分公司各项目部积极总结编写遥
三尧 提出了今年下半年工法的工作
目标袁 至少要整理汇总五个工法申
报年底的省级工法袁 努力将优秀的
工法成果推向明年的国家工法申
报遥 孙总工利用形象生动的影像资
料主要介绍了工法内涵尧特征尧推广
意义袁 编写的主要事项袁 及工法选
题尧内容等的着重点遥

会议气氛热烈袁 各与会人员积
极发表了各自对工法研究开发的诚
恳意见袁 对下半年省级工法的申报
准备作了各自的合作与分工尧 落实
了相互责任尧明确了研发目标遥 会议
为公司省部级工法的研究开发袁作
出了很好的推进作用袁 取得了理想
的预期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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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筋急转弯

偷什么东西不犯法?
什么人是不用电的钥
一只鸡袁一只鹅袁放冰箱里袁鸡冻
死了袁鹅却活着袁为什么钥

上期答案:
豆花遥
小张穿上鞋说要回家遥
同时也抄了名字遥

QQ聊法袁 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
那些与法有关的新鲜事尧有趣事尧令你深
受感动的事尧让你深有感触的事噎噎

二岁院 我们青田法院刚刚判了一个
盗窃的案子袁那个小偷比较搞笑袁什么都
偷袁连热水瓶尧日光灯都不放过遥

淡水鱼渊本报记者 余春红冤院哈哈袁
那是搞笑的遥

二岁院是啊袁让人有点汗的遥
二岁院经过审理查明袁这个被告人朱

某从 1997年到 1998年期间袁盗窃多次遥
其中价值最高的是在 1998年 3月 28日
晚上窃得的女式摩托车袁 价值 8208元袁
但在半路就被人发现袁结果弃车逃跑遥除
此之外袁朱某窃得洗衣机 1台尧热水器 1
台尧煤气瓶 1个尧皮衣裙 1套尧领带 1条尧
计算器 7只尧电饭锅 1个尧电茶壶 1个袁
还有日光灯尧热水瓶尧高压锅尧毛毯噎噎
几乎是任何东西都没有放过遥

淡水鱼院他是不是有偷盗的癖好啊钥

值钱的不值钱的都偷遥
二岁院那应该不是的遥 我们法官说袁

10年前袁电风扇尧电饭锅也算是好东西
了遥

淡水鱼院 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东西都
是他自己交代出来的吗钥

二岁院是的袁今年 9月 9日袁他去自
首的遥据说是听了别人的劝说袁希望能够
得到从轻处理遥

淡水鱼院呵呵袁十年之后来自首袁总
算是醒悟了啊遥 他今年多大了啊钥

二岁院 这个人是 1977年出生的袁现
在醒悟还不算太晚遥

淡水鱼院哦袁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啊钥
二岁院 法院以盗窃罪判了他有期徒

刑 2年袁缓刑 3年袁并处罚金 2.5万元遥
淡水鱼院年底了袁可得锁好房门遥 要

是摊上这么一个小偷袁 家里就成毛坯房
了遥

二岁院呵呵袁是啊袁要小心防盗啊遥

锁好房门啊
若是这样的小偷进了门家里就成毛坯房了

受访专家院卞华伟袁中山大学附属
三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

相信很多人都有每天喝豆浆的习
惯袁但豆浆并非人人适宜遥 广东省中山
大学附属三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卞华
伟提醒袁有贫血症状的人袁尤其是生长
发育期的儿童尧青少年尧妇女尧孕妇在补
充铁元素时袁一定要少喝豆浆遥

这是因为袁黄豆中的蛋白质会阻碍
人体对铁元素的吸收遥 专家解释袁野豆浆
中的大豆蛋白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袁而这
种氨基酸进入人体后非但没有带来更
多有益健康的作用袁反而在肠道内与铁
元素发生反应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螯
合物袁 这种螯合物无法被人体吸收袁等
于有益的铁元素被它野带走冶了袁成为人
体的废弃物遥 不仅如此袁大豆中的植物
性纤维也会影响人体对铁尧锌等金属类
元素的吸收遥 冶

也就是说袁如果你在吃补铁食物的
同时喝了豆浆袁 铁的吸收率将大大下
降袁就起不到补血的作用了遥

因此袁专家建议袁在吃含铁食物袁比
如红肉尧动物肝脏尧鸭血猪血等食物袁或
是食用铁补充剂的同时最好别喝豆浆袁
中间最好间隔 2~3小时遥

此外袁 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个误区袁
就是认为只要我们吃了含铁的食物袁就
可以补充铁了遥 卞华伟则强调袁这其实
是不对的遥 她说袁植物中的铁是几乎不

被人体吸收的袁比如同样富含铁元素的
菠菜和猪血袁猪血进入人体后可以被吸
收 70%袁而菠菜不到 10%袁作用可以说是
微乎其微遥

因此袁专家认为袁您在喝豆浆时袁这
些含铁的植物食品也就不用避开了袁因
为食物本身不能补铁袁也就不存在豆浆
会阻碍人体铁的吸收了遥

延伸阅读院三类人豆浆要少喝
胃部不适人群要少喝豆浆袁因为豆

类食物难消化尧易导致胃酸分泌过多袁刺
激胃黏膜加重胃病袁引起嗝气尧腹胀等曰
豆浆中的嘌呤含量比其他豆制品多袁会
加重痛风曰乳癌高危人群也不要多喝遥

贫血补铁少喝豆浆
豆浆会影响铁的吸收袁喝豆浆 2小时后再吃补铁食物

稿件来源:叶健康时报曳

专家简介院孟曦曦袁北京同仁医院防
聋中心袁耳鼻咽喉科研究所耳聋专家尧教
授

擅长院中耳炎尧耳鸣尧眩晕等
出诊时间院周二上午尧周四全天
中耳炎一直以来都是儿童耳聋的重

要原因遥 在北京同仁医院防聋中心袁耳
鼻咽喉科研究所耳聋专家孟曦曦教授指
出袁来她门诊看耳部疾病的小患者中袁很
大一部分是由中耳炎导致的遥

中耳炎之所以是致聋重要原因袁主
要是由于它会由很多常见病引起袁如感
冒尧咳嗽尧高烧尧鼻炎遥

孟曦曦教授说袁孩子感冒尧发烧期间
或病好后袁家长一定要注意观察孩子的
听力袁大一些的孩子渊会说话的冤可以让
他们用两边的耳朵轮流听听电话遥 由于
电话筒传出的音量较正常说话要小袁且
可以发现单耳听觉减退的情况遥 所以通
过孩子回话的反应速度袁就可简易地发

觉他的听觉异常遥 小孩子 渊不会语言表
达的冤则可以用不同的声音渊晃铃铛等声
响冤测试袁看他们的反应灵敏性遥

除此以外袁 中耳炎一般都会伴有耳
朵疼痛袁 但也有一些人没有明显症状遥
一旦发现孩子听不清尧反应速度变慢尧看
电视嫌声音小等情况袁 要尽快带他们到
医院耳鼻喉科就诊遥

专家还指出袁 儿童睡觉打呼噜不治
疗尧游泳后不注意处理尧感冒时坐飞机尧
过年听放炮尧耳外伤等都是导致孩子患
中耳炎的高危因素遥 此外袁特别要提醒袁
如果家中有人曾经发生过耳毒性药物中
毒袁那么孩子输液尧打针前袁一定要提前
告知医生遥

链接院
世界卫生组织渊WHO冤防聋合作中

心近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
院挂牌成立遥 这是WHO在我国成立的
首家也是唯一一家防聋合作中心遥

少吃盐 多用盐
去臭味 每天坚持用淡盐水漱口袁

可除口臭遥 有腋臭的人袁 可用淡盐水洗
腋下遥 易出脚汗且异味较大者袁常用盐
水洗双脚可除臭遥

洁肤 杏仁粉 60克袁盐一勺袁加水
调成糊袁每周两次敷于面部袁可使皮肤白
嫩遥

吸烟不成瘾 吸烟前先在舌尖上舔
点盐袁 吸烟不易成瘾遥 有烟瘾者舔盐后
再吸可渐渐减少烟量袁有助于戒烟遥

去头皮屑 常用盐水洗头发袁 可去

除头皮屑袁亦可防止头发脱落遥
抗湿疹 在浴缸里适度撒盐浸泡全

身袁或直接用盐揉搓身体袁大约一两周后
湿疹即逐渐消失遥

治腹痛 因受凉而引起肚子痛时袁
将半斤粗盐用铁锅炒热袁 装在要个布袋
里袁用布袋来搓腹部袁腹部的不适感就会
很快消除遥

治牙痛及冻疮 将茄根和盐捣成粉
末袁抹在牙痛处袁可止痛曰抹在冻疮处袁可
治冻疮遥

渊摘自 11月 27日叶中国医药报曳冤

健康与养生
稿件来源院报刊文摘

发烧康复后要查听力
中耳炎是孩子听力损伤重要原因

稿件来源院叶健康时报曳

姻记忆小常识
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袁 看看你右脑

的开发程度遥
1.对于化妆和发型袁你会院
A尧尝试各种造型 B尧有时会试着

改变 C尧几乎从不改变
2.如果急需决断的时候袁你会院
A尧凭直觉决定 B尧小事当机立断袁

大事认真思考 C尧左思右想袁难以决断
3.正在制定旅行计划袁你会院
A尧渴望冒险袁不怕危险 B尧一般不

会冒险袁但也会根据周围的意见袁做适当
改变 C尧经过了曾经的失败袁要慎重制定
计划

4.阅读传记文学时袁你会院
A尧野写的都是真的吗钥 冶心存疑问

B尧 都能接受书中的内容袁 偶尔有疑问
C尧不抱任何猜疑

5. 有一位被别人提醒要注意的人
物袁你会院

A尧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袁接触后袁
再判断 B尧稍有戒备之心 C尧表面正
常袁内心却非常戒备

6.查阅说明书时袁你会院
A尧只看必要的地方 B尧从头到尾

通读一遍 C尧从第一页开始仔细阅读
7.看电影时袁你会院
A尧坐右边 B尧坐左边
8.学生时代袁你擅长院
A尧几何 B尧代数
9.看展览时袁你会院
A尧依照喜好袁喜欢的才看 B尧依次看
10.从事热衷的活动时袁你会忘记工

作吗钥
A尧是 B尧否
前 6题袁选 A得 5分袁选 B得 3分袁

选 C得 1分袁后 4题袁选 A得 3分袁选 B
得 1分遥

答案院
在 30分以上院右脑型遥恭喜你了袁由

于当今社会左脑型人已经越来越多袁所
以也更凸显出充满想象力袁 勇于尝试的
右脑型人的可贵遥

29分以下院左脑型遥 你算是多数人中
的一个袁所以袁现在开始训练使用右脑吧浴

你属于“左脑型”
还是“右脑型”人才？

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协会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于
11 月 13 日下午在杭州举行遥
省建管局局长尧协会会长张奕袁
协会副会长王苗夫尧李炳传曰协
会顾问赵如龙尧朱荣培尧倪年松
益德清尧 胡绍曾等领导和理事
代表 170余人参加了会议遥 会
议主要内容有院

1尧省建管局副局长尧协会
副会长叶军献宣读省建设厅
党组书记尧厅长张苗根给会议发来的贺信曰

2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姚光恒作三届
二次理事会工作报告曰

3尧协会副秘书长张雪芬作三届二次理
事会财务报告曰

4尧 协会副秘书长叶松荣作 2009年工
作计划报告曰

5尧姚光恒宣读了协会新增理事名单并
通过大会表决曰

6尧叶军献宣读了被评为 2007年度 220
项省级工法名单袁并由会议主席台就座的领
导向获省级工法的单位办法证书曰

7尧协会顾问尧省建筑业行业协会会长
赵如龙作了如何面对当前建筑业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的重要报告曰

8尧省建管局局长尧协会会长张奕作了关
于如何做好建筑企业科技创新及目前建筑
施工安全形势的认识的重要讲话遥

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三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圆满结束
张苗根致贺信 张奕尧赵如龙讲话 叶军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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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服务业发展再上台阶
叶海燕市长带队赴沪闽等地考察

文章摘选自院叶温岭日报曳

11月 20日至 25日袁 市委副书记尧市
长叶海燕带队袁 对上海市和福建省厦门
市尧莆田市的服务业发展进行了为期六天
的学习考察,并走访看望了部分在外温岭
企业遥市领导蔡周钧尧张永兵及部门领导袁
我公司总经理严守元同志随团参加了此
次学习考察活动遥

考察团一行参观考察了上海漕河泾国
家级新兴技术开发区尧 福建莆田荔城区等
地服务业发展情况遥 同时还走访了上海万
德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尧 天颂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尧浙江鼎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尧敬
业企业和曙光集团在厦门的建设项目遥

据了解袁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是 1988
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 14个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之一袁1991年又被批准为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遥 目前袁开发区
拥有中外高科技企业 1400多家袁 年销售
收入 1405亿元袁利税 84亿元遥

莆田市荔城区服务业发展迅速袁区
委尧区政府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袁先后建
造了工艺美术城和鞋业服装城袁通过完善
配套设施袁提供优惠的入园政策袁吸引了
大量的企业投资落户遥

叶海燕在考察中表示袁 浙沪两地历史
渊源深厚袁 交流合作密切遥 进一步接轨上

海袁加强两地在经济尧科技尧教育尧人才等方
面的交流合作袁 有利于推动我市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遥她还指出袁上海市和福建莆田市
政府对开发区内的企业提供了非常优惠的
扶持政策袁 这些政策对吸引企业投资落户
至关重要袁通过此次考察袁温岭要认真学习
沪闽两地在人才队伍建设尧科技创新尧知识
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袁 不断完善工
业园区内的配套建设袁 以利于企业更好的
发展遥未来袁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将
是我市经济新的增长点袁 各部门一定要进
一步统一思想尧 整合资源袁 完善服务业政
策袁努力使我市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遥

新春快乐 家家幸福 事事顺达

祝公司全体职工

春节小知识

中国农历年
的岁首称为春
节遥 是中国人民
最隆重的传统节
日袁也象征团结尧
兴旺袁 对未来寄
托新的希望的佳
节遥 据记载袁中国
人民过春节已有
源千多年的历史袁
它是由虞舜兴起
的遥 公元前两千
多年的一天 袁舜
即天子位袁 带领
着部下人员 袁祭
拜天地遥 从此袁人
们就把这一天当
作岁首袁 算是正
月初一遥 据说这
就是农历新年的
由来袁 后来叫春
节遥 春节过去也
叫元旦遥 春节所
在的这一月叫元
月遥

员怨员圆年孙中
山在南京就任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时袁 宣布中国
改用世界通用公
历袁也叫阳历尧新
历遥 并决定以公
元 员怨员圆年 员月 员
日为民国元年 员
月 员 日遥 一月一
日叫新年袁 但不
称元旦遥

员怨源怨年 怨月
圆苑日袁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决
定在建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同
时袁 采用世界通
用的公元纪年 遥
为了区分阳历和
阴历两个 野年冶袁
又因一年 圆源 节
气的野立春冶恰在
农历年的前后 袁
故把阳历一月一
日称为 野元旦冶袁
农历正月初一正
式改称野春节冶遥

2008年 11月 13日集团公司迎来
了野质量管理体系渊ISO9001-2000冤冶尧
野环境管理体系 渊ISO14001-2004冤冶以
及 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渊GB/
T28001-2001冤冶认证的专家组袁专家
组对公司成立集团以来的三个体系运
行情况进行审核及认证遥

通过专家组近一个星期的审核袁
专家们认为集团公司各职能部门及项
目部三个体系的运行情况较好袁 集团
公司三个体系认证获得通过袁 并获得
认证证书遥

集团公司
“三合一”认证

茵连钰荣

图为孙海峰总工程师在领取省级工法证书

图为野三合一冶体系认证评估现场

有个医术很
差的大夫袁 从来
没有治愈过一个
病人袁 他的朋友
指责他院野难道你
不知道怎样治病
吗钥 冶

野你错了袁我
的朋友遥 冶这位医
师回答道袁野我非
常了解我的技
术袁 我完全按照
医学教科书治疗
病人袁 该受指责
的人不是我而是
病人袁 因为他们
从来不按照我的
书来发病遥 冶

笑 话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zjtsjs.com
mailto:E-mail:zjtiansong@163.com
http://www.fineprint.cn


蔬菜的致命
错误吃法

1.过量食用胡
萝卜素

虽然胡萝卜

素对宝宝很有营

养袁但也要注意适
量食用遥 宝宝过多
饮用以胡萝卜或

西红柿做成的蔬

菜果汁袁都有可能
引起胡萝卜血症袁
使面部和手部皮

肤变成橙黄色袁出
现食欲不振尧精神
状态不稳定尧烦燥
不安尧甚至睡眠不
踏实袁 还伴有夜
惊尧啼哭尧说梦话
等表现遥

2.给宝宝过多
地吃菠菜

菠菜中含有

大量草酸袁不宜给
宝宝过多吃遥 草酸
在人体内会与钙

和锌生成草酸钙

和草酸锌袁不易吸
收排出体外袁影响
钙和锌在肠道的

吸收袁容易引起宝
宝缺钙尧 缺锌袁导
致骨骼尧牙齿发育
不良袁还会影响智
力发育遥

3.韭菜做熟后
存放过久

韭菜隔夜变

成毒, 韭菜最好现
做现吃 袁 不能久
放遥 如果存放过
久袁其中大量的硝
酸盐会转变成亚

硝酸盐袁 引起毒/
性反应遥 另外袁宝
宝消化不良也不

能吃韭菜遥

在我们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中袁
该行业从业人员都熟知安全生产的管理
方针是野安全第一袁预防为主冶袁但简明扼
要的 8字方针袁 是我们日常管理中最容
易记住却也是最不容易全面做到遥 本人
就在全省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的相关学
习袁谈谈对改方针的肤浅认识遥

野安全第一袁预防为主冶简单的讲袁就
是在施工生产管理中袁野安全冶是第一位袁
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机关野预防冶措施实现
安全目标遥 从工程实践管理进一步讲院

首先袁野安全第一冶是原则和目标遥安
全第一袁 就是要求所有参与工程建设活
动的人员遥 包括我们的管理者和从业人
员以及对工程建设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
人员都必须树立野安全冶的观念袁不能为
了经济的发展而牺牲安全袁 当安全与生
产发生矛盾时袁必须首先解决安全问题袁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方能从事生产活
动遥

特别是 08年袁是我们省建筑业最不
平静的一年遥建筑伤亡事故频出袁伤亡人
数之多袁经济损失之重袁足以体现建设工
程生产管理野安全冶的重要性遥 但恰恰相
反的是袁 很多项目部在管理工程抓进度
时袁往往抱着侥幸或者无所谓的心理袁漠

视渊或不重视冤安全的管理遥更有甚者袁将
安全与野运气迷信说冶结合了在一起遥 其
实袁安全生产也出经济效益浴 试问袁一起
安全事故的经济损失有多大钥 其间接经
济损失更是直接经济损失的四至七倍遥
所以袁讲安全第一袁是从保护和发展生产
力的角度袁确立了生产与安全的关系袁肯
定了安全在建设工程活动中的重要地
位遥也只有坚持野安全第一冶袁才能充分发
挥职工的积极性袁提高劳动生产率袁促进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袁 保证社会的和谐稳
定遥 因此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袁我们在日
常生产管理中袁要时时牢记野安全第一冶袁
全面宣传野安全第一冶袁切实贯彻野安全第
一冶袁确保生产安全袁生命与财产安全遥

其次袁野预防为主冶 是手段和途径遥
野预防为主冶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袁通过
相关有效防范措施袁制定相关预防计划袁
实施有效的系统管理袁 有效控制不安全
因素遥 那么袁野预防为主冶如何去预防呢钥

对我们施工而言袁 必须预先分析危
险点袁危险源等因素袁预测和评估危害程
度袁发现和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袁制定事
故应急防范预案袁 采取相应措施将危险
消灭在转化事故之前遥 任何事故都可防
可控袁即使是出了事故袁也可以把事故损

失控制在最小损失范围内遥 从防范技术
风险的角度讲袁事故都是人祸所至遥 诸多
事故调查和统计分析显示袁 任何事故不
是哪一个人哪一时刻哪个环节出了差
错袁 而是一连串的人在一连串的环节出
了一连串的差错遥比如 6耀9月袁高温酷暑袁
拆脚手时袁钢管受晒变烫袁项目部不提供
手套或者工人不戴手套直接操作袁 容易
导致钢管烫手意外滑落伤人等事故遥

我们的安全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
达到管理预期袁 并保证预期状态的稳定
性袁引起安全事故的原因特征无外乎野人
的不安全行为袁物的不安全状态袁环境的
潜在风险与管理缺陷的影响等冶遥 平时袁
常可听到安全出事故或安全状况差时袁
感叹原因是野农民工冶素质不高袁但是袁我
认为农民工的素质不低浴 农民工是干嘛
的钥农民工主要是干活的袁干体力活的素
质袁 可能我们的管理人员都不如他们厉
害浴 因此更从侧面要求我们的管理人员
管理素质与思想意识须进一步提高遥 同
时袁在日常安全管理中袁特别是在制定安
全生产预案尧项目部三级安全教育尧安全
技术交底尧 日常及季节性安全检查等活
动中袁要有的放矢袁着重进行重大危险源
的辨识与防范袁充分实现野安全第一冶遥

浅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全方针
茵连钰荣

施工临时用电一直是
在建工程的头等安全大事
之一遥 近年袁在建工程施工
临时用电搭接不合理和防
护不科学 渊或者没防护设
施冤袁 这为安全事故的发生
埋下了隐患曰那么怎样才能
合格的使用施工临时用电
和做好施工临时用电的安
全防护呢钥 下面我就来谈谈
建筑施工临时用电的常识院

1.外电防护院在建工程
渊含脚手架具冤 的外侧边缘
与外电线路渊特别是高压电
线冤的边线小于安全操作距
离时编制外电防护方案袁可
采取增设屏障袁遮拦尧围拦
或防护网袁悬挂醒目的标志
牌等防护措施袁防护屏障应
用绝缘材料搭设袁距离过近
防护措施无法实施时袁应迁
移外电线路遥

2. 接地与接零保护系
统院 必须采用 TN原S系统袁
重复接地不得少于 3处袁每
一处接地电阻不大于 10赘袁 接地材料应
采角钢尧钢管尧圆钢袁接地线也可与建筑
基础接地相连接袁 保护零线应使用绿黄
双色线袁保护零线与工作零线不得混接袁
同一施工现场电气设备不得一部分作保
护接零袁一部分作保护接地遥

3.配电箱尧开关箱院施工现场配电系
统应实行三线配电尧三级保护袁配电箱内
应在电源侧装设明显断开点的隔离开关袁
漏电保护器装设应符合分级保护的原则袁
配电箱应采用定型化产品 渊CCC认证冤袁
多路配电应明显标识袁严禁使用倒顺开关
渊开关箱必须实行野一机一闸制冶冤遥

4.现场照明院施工现场照明用电应
设置照明配电箱袁 照明电线采用三芯橡
套电缆线曰 灯具的金属外壳及金属支架
须接保护零线袁 灯具安装高度应符合要
求袁 室内线路及灯具低于 2.4米的及潮
湿场所袁 手持照明最好使用 24V及以下
安全电压电源供电遥

5.配电线路院架空线路必须设在专
用电杆上渊砼杆尧木杆冤并装设横旦绝缘
子袁采用缘导线曰架设高度尧线间距离尧导
线截面尧档距尧相序排列尧色标应符合要
求遥电缆线应采用埋地或架空敷设袁严禁
沿地面明设尧 随意拖拉或绑架在脚手架
上袁电缆线穿越建筑物尧道路和易受机械
损伤的场所必须采用保护措施袁 严禁使
用四芯或三芯电监外加 1根电线代替五
芯或四芯以及老化尧破皮电缆遥

6.电器装置院设备容量大于 5.5KW
的动力电路必须采用自动开关及降压及
起动装置袁不得采用手动开关控制曰各种
开关电器尧 熔断丝的额定值应与其用电
设备的额定值相适应袁 严禁用其它金属
丝代替熔丝袁电器装置应使用合格产品遥

7.变配电装置院配电室内应有足够的
操作尧维修空间袁配电屏渊盘冤应装设计量
仪表尧电压表尧指示灯袁短路尧过负荷装置
和漏电保护器曰系统标识应明显袁禁令标
志牌齐全袁并设置砂箱及绝缘灭火器材遥

为了减少施工临时用电的安全隐患袁
单单靠以上的安全技术要求是不够的袁更
关键的是要加强农民工的自身临时用电
意识袁因为农民工为了图一时方便乱接乱
拉现象是项目部一直比较头疼的事情遥要
把安全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袁项目部
必须要加强施工临时用电检查监督力度
以及宣传尧教育袁整体的提高农民工安全
使用施工临时用电的意识袁加强应急预案
的演练袁以便更好的解决和预防施工临时
用电安全事故的发生袁确保安全生产无事
故袁减少财产损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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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鉴证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合同
进行审查和鉴定袁确认其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一
种证明和监督活动遥合同鉴证的作用一是对不
符合规定的袁可以在生效之前予以纠正袁对非
法的经济活动袁可以及时予以制止和取缔遥 二
是可以使条款不完备尧内容不具体尧文字解决
不清楚的合同袁通过对其合同鉴证中的辅导和
督促袁促使当事人进一步协商袁进行补充和完
善遥 这样可有助于合同的履行袁防止发生合同
纠纷遥 三是可以增强合同的严肃性袁促使当事
人认真履行遥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过鉴证的合同应
予以存档袁这样可便于监督检查已鉴证合同的
履行情况遥我国对合同一般采取自愿鉴证的原
则袁但国家另有规定的应按规定办理遥

这里应注意两个问题院
第一尧合同鉴证应根据合同当事人的申请

实施遥 这里包括两层意思院一是申请必须应是
双方渊多方冤当事人的申请袁一方当事人申请不
能予以鉴证曰二是经济合同管理机关不应主动
对合同进行鉴证袁而是应依据当事人申请遥 第
二袁鉴证主要是对其合同内容的有效性和合法
性进行审查遥

合同鉴证范围
合同的鉴证机关是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遥

鉴证一般由合同签订地或合同的履行地的工
商行政管理局办理遥

合同的鉴证袁 应由当事人双方到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遥 如果需要委托他人代办鉴证
的袁代理人必须持有委托证明遥 委托证明应载
明授权范围尧委托期限等遥

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办理合同鉴证时袁需
要委托外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协助调查的袁应
当提出明确的项目和要求遥 受委托的工商行
政管理局袁应当认真办理袁及时回复遥 工商行
政管理局发现自己做出的合同鉴证有错误
时袁应立即予以撤销袁不得拖延袁以防止给当
事人造成损失遥

合同鉴证的范围袁根据 叶合同法曳及有
关法律尧法规规定袁对经济合同鉴证的范围
主要包括法人尧公民尧其他组织及他们之间
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尧 加工承揽尧 货物运
输尧供用电尧仓储保管尧财产租赁尧借款尧财
产保险尧科技协作尧联营尧企业承包尧企业租
赁等合同遥
合同鉴证审查内容
鉴证合同应审查的主要内容有院
渊一冤合同的主体是否合格曰
渊二冤合同内容是否违反法律尧法规尧规章曰
渊三冤合同的标的是否为国家禁止买卖或

者限制经营曰
渊四冤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曰
渊五冤合同签字是否具有合法身份和资格袁

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是否合法有效曰
渊六冤合同主要条款是否齐全袁文字表达是

否准确袁手续是否完备遥

施工企业与包工头之间
的法律关系袁我国叶建筑法曳及
其相关行政法规尧规章都未作
规定遥 自改革开放以来袁越来
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袁其中
大多数人集中在建筑行业袁随
即在该行业产生了一个特殊
的群体袁即包工头 (他们在合
同中一般被称为某包工队或
某民工队)遥不可否认袁包工头
在施工企业与民工之间架起
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袁而且还承
担了施工企业应该承担的部
分管理职责袁为我国建筑业的
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遥 但
是袁我国建筑法律一直没有给
包工头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遥
按法律规定袁民工直接受雇于
施工企业袁与施工企业是劳动
关系袁但实际情况是袁施工企
业很少与民工直接发生关系袁
大多数情况下袁都是包工头与
施工企业签定劳务合同(实践
中多数叫施工合同)袁 再由包
工头与民工签定劳务合同(实
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为口头协
议)遥 由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
之间的这种关系法律并没有

明确禁止袁同时也没有损害国
家利益袁因此袁司法实践中人
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袁除
确属工程承包尧转包等法律禁
止性的行为外袁一律按劳务合
同关系即有效合同处理遥

由于施工企业与包工头
之间是劳务合同关系袁而非工
程分包合同关系或劳务分包
关系袁因此施工企业不能将质
量尧安全尧工期等工程责任转
嫁给包工头遥尽管包工头负有
部分管理职责袁但仅限于对民
工的日常管理上袁对于施工过
程中的质量尧安全尧工期等工
程责任袁施工企业应承担全部
责任袁而不能将这些法定责任
转嫁给包工头遥我国叶建筑法曳
及国务院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曳均将工程质量尧安全等
工程责任确定为施工企业的
法定责任袁施工企业不能以合
同形式将其法定责任转嫁给
第三人遥 因此袁即使施工企业
与包工头签定的合同条款中
有明确约定袁法院亦可以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而认定该条
款无效遥

合同鉴证小常识
茵李宝青

正确认识施工企业
与包工头的法律关系

茵李宝青

技术 经营姻 3 倡导人类美好生活质量 安全姻 2 倡导人类美好生活

10 月 1 日浙江省新出了建筑起重
机械的安装和拆卸告知和使用登记制
度袁 未办理相关手续的不得在施工现场
使用遥由于新制度和以往的大不相同袁导
致了诸多项目部在实行过程中疑惑多
多袁困难多多遥结合文件及各项资料现整
理出如下的操作流程以供公司里的各个
项目部备案参考之用遥

一尧机械的产权备案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告知和使用
登记制度之前必须要有机械的备案证袁
而机械备案证需要到建工局去进行产权

备案之后才可以得到袁 去建工局需要带
的具体资料如图 1院

以上 1-6 装订成册之后连同 7 一
起带到建工局交给相关工作人员袁 就可
以拿到加盖建工局公章的产权备案证遥
如果有多台相同的机械可以装订在同一
册子里面一起备案遥

得到加盖建工局公章的产权备案证
之后复印两张袁 一张交给所在地的建工
局袁一张交给使用单位袁正本产权单位自
己留底遥

二尧使用登记表和安拆告知表的备案

在产权备案证完成之后才可以进行
使用登记表和安拆告知表方面的备案遥
使用登记表和安拆告知表方面的备案要
到所在地的质量安全监督站袁 需要带的
具体资料如图 2院

1至 14 装订成册送往当地的质量
安全监督站曰1至 14的复印件使用单位
自己留底一份遥 如果有多台相同的机械
可以装订在同一册子里面一起备案曰表
1尧2中的一式四份均要盖相应的公章遥

完成二的步骤工地里面的施工起重
机械才可以进行作业遥

关于“建筑起重机械安装和拆卸告知
和使用登记制度”的操作流程

茵连钰荣 汪慧

产权备案证所需文件列表(图 1)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复印件即可袁盖产权单位的公章

2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复印件即可袁盖产权单位的公章

3 产品合格证 复印件即可袁盖产权单位的公章

4 制造监督检验证明 复印件即可袁盖产权单位的公章

5 复印件即可袁盖产权单位的公章

6

方案的封面盖安拆单位的公章

复印件即可袁盖产权单位公章

复印件即可袁盖产权单位公章

7 建筑施工起重机械备案证

优 **机械安渊拆冤施工方案

悠 **机械使用说明书

忧 安装检验合格牌

尤 检验报告

由
邮

使用登记表和安拆告知表的备案所需资料(图 2)

序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使用登记表 一式四张袁盖使用单位公章

2

3 建筑机械产权备案证

4 安装渊拆卸冤单位资质证书 复印件即可袁盖安拆单位公章

5 安装渊拆卸冤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复印件即可袁盖安拆单位公章

6 复印件即可袁盖安拆单位公章

7 复印件即可

8 应急救援预案

9 建筑起重机械安拆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10 复印件即可袁盖使用单位公章

11 现场环境气象基础及相关自检记录 盖使用单位和安拆单位公章

12 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合同

13 使用单位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复印件即可尧盖使用单位公章

14 复印件即可尧盖使用单位公章

15 建筑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报告 复印件即可袁盖使用单位公章

关于悬挑型钢外脚手架转角处做法的几点建议

起重机械验收试掉
记录表

需要提供的安全技术档
案如下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购销
合同尧发票或相关凭证

机械产权单位的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或复印件)

此项可以直接附在渊1冤里面的
施工方案之中

自己先填好备案证袁备案证可
以去网上下载

塔吊安全技术要
求和验收表

1中的机械分别准备一份袁
一式四张袁盖使用单位公章
即一中的产权备案证袁复印
件即可袁盖使用单位公章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安装渊拆
卸冤告知表

备案机械的安拆单位的特
种作业人员证书

安拆单位和使用单位签订
的合同及安全协议书

要有专项施工方案报审表及相
应的应急预案袁盖使用单位公章
要有相应的报审表及施工
方案袁盖使用单位公章

辅助起重机械资料及相应
的特种作业人员

复印件即可袁如果是使用单位
自己的机械袁此步骤可以略去

操作规程袁特种作业人员安
全生产协议袁安全技术交底

笑话一则
一天在公交

车上袁由于拥挤一
男一女发生了碰
撞遥

时髦女郎回
头飞眼道院野你有
病啊钥 冶

男子觉得莫
名其妙回道院野你
有药吗钥 冶

车上人窃笑浴
女子觉得生

气回道院野你有精
神病啊钥 冶

男子冷面对
道院野你能治啊钥 冶

全车人爆笑浴
公交司机停

车袁趴在方向盘上
大笑浴

悬挑型钢外脚手架由于既能较好第
适应施工作业特殊环境尧 场地狭小的工
地袁又能保持施工作业的连续性尧不影响
施工进度及材料反复周转使用等优点袁
目前采用悬挑型钢外脚手架从事施工作
业的工程逐渐增多遥 然而在专项方案中
往往未对转角处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和采
取有效措施袁 造成该处存在较大的安全
隐患遥本文结合某工程实例袁对转角处的
做法提出几点建议遥

在某工程的例行检查中袁 发现悬挑
型钢外脚手架转角处存在着以下问题袁
详见图一袁具体如图 1所示院

淤悬挑脚手架立杆横距 1.3m袁远大于

方案中的 0.8m袁 使得立杆的轴向压力增
加袁工字钢梁受到的集中力也随之增加遥

于GZL与 GCL互相搁置混乱袁造成
整个结构体系传力混乱遥

盂GCL1尧GCL2 与 GCL4 处于同一
水平面袁 连接时仅将 GCL1尧GCL2 与
GCL4的翼缘尧腹板相焊接遥如图 2所示遥

榆钢筋地锚预埋位置错误袁GZL3锚
固长度不满足方案要求遥

悬挑型钢外脚手架转角处的型钢受
到的荷载一般来说是最大的袁 以上的四
点错误布置将使整个结构处于不安全状
态袁一旦有突发荷载作用时袁极易发生倒
塌事故遥

对于转角处的处理可按图三所示的
联梁式进行布置袁 此种布置关键处在于
联梁应与转角处型钢的翼缘的上表面相
焊接遥 (联梁型号尧长度根据实际情况计
算确定)如图 3所示遥

转角处的处理在方案编制时就应引
起足够重视袁 编制人员应及时与项目部
沟通袁对转角处进行针对性的处理遥在悬
挑脚手架搭设前袁 技术负责人应根据专
项方案要求对架子工进行技术交底袁严
格按方案要求搭设遥

另外袁在检查中还发现袁锚固段的布
置存在普遍性的错误遥主要有以下两点院
淤两道钢筋地锚的间距错误曰 于锚固长

度往往过短袁不满足方案要求遥由图四可
以得出:在将钢丝绳作为安全储备的前提
下袁 锚固长度对结构的稳定性有着重大
影响遥按叶浙江省建筑施工现场安全质量
标准化管理实用手册曳1.3 中要求的袁锚
固长度应大于等于悬挑长度的 1.5倍曰两
道钢筋地锚的间距为 500耀1000mm袁第
一道钢筋地锚距端部 100mm以上袁且必
须采用木方塞紧遥 如图 4所示遥

由于建筑物的造型千变万化袁 悬挑
型钢外脚手架的搭设应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针对性的布置袁 转角处布置采用联梁
式只是方法之一袁 期待与广大工程技术
人员共同探讨尧交流遥 渊林伟冤

图 1 图 2

图 4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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