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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全市公路水运建设领域 2022 年
根治欠薪夏季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通州湾示范区港口管理局，绕城高

速建指，洋通二期建指，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为深入开展全市根治欠薪春雷行动、夏季专项检查行动，持

续督促全市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工作的最新要求，形成并保持规范的用工管理和工资

结付习惯，推动农民工资支付保障形势态势总体平稳，经研究，

决定于 6 月上旬开展全市公路水运建设领域 2022 年根治欠薪夏

季专项检查。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1.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2. 《交通运输部关于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的意见》（交公路规〔2020〕5 号）；

3.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印发<江苏

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苏建建管

〔2016〕707号）；

4.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保障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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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支付的意见》（苏交规〔2021〕2 号）；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发布关于《工程建设领域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

53号）；

6. 《江苏省关于进一步落实工程建设领域按月足额支付工

资的意见的通知》（苏人社发〔2021〕98 号）；

7. 《关于开展建设领域根治欠薪“春雷行动”的通知》（通

治欠办发〔2022〕14 号）；

8. 《关于做好过渡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治欠办发〔2022〕17 号）；

9.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二、检查对象及时间安排

本次检查对象为行业管理单位及部分在建项目（详见附件

1），检查时间提前 1 天通知。

三、检查形式及主要内容

本次检查采用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电话回访核实等方式进

行，由第三方服务单位（江苏华策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协助开展。

检查主要内容如下：

1. 行业主管部门：上级文件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对辖区内

建设市场秩序维护、根治欠薪检查等行业管理开展情况，欠薪线

索督办情况。

2. 建设单位：以项目为单位建立的管理制度、保障措施，

工程款支付担保情况，按月支付人工费用执行情况，对施工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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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单位执行“四项制度”的监督管理情况，补充协议签订情况，项

目完工后相关信息公示情况，过渡期保证金退还情况。

3. 监理单位：是否将农民工工资保障工作纳入监理范畴，

农民工权益保障、工资支付审核等工作开展情况。

4. 施工单位：农民工工资专户开设、管理情况，委托银行

代发工资情况，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缴情况，农民工实名制管理

情况，总包单位代发农民工工资情况，劳资专管员配备、在岗、

履职（分包单位劳资岗位人员设置）及维权信息公示情况，参加

工伤保险情况，按月足额支付工资银行流水，农民工权益保障台

账、原始资料存档情况。

四、工作要求

1. 请各行业管理单位、被查项目从业单位（由行业管理单

位按照属地原则通知）做好迎查准备，形成汇报材料，参照附件

2 收集、汇总相关材料备查。

2. 本次检查结果将作为二季度中标人履约考核及年度信用

评价的重要依据，请各单位高度重视。

3. 检查工作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相关要求。

市局建管处联系人：李爽，电话：13515212552。

江苏华策联系人：臧雨波，电话：13805178170。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

2022 年 6 月 2 日



附件 1

全市公路水运建设领域 2022 年根治欠薪夏季专项检查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属地 工程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1

海安

（3个）

328 国道快速化（沈海高速海安出口-立

新河桥）工程施工

海安市干线公路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2
海安市 328 国道辅道提升工程

（328FDSG3 标)

海安市城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常州市通达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3
海安市 2021 年农村公路桥梁建设工程

（二期）

海安市城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海安市交通运

输局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江苏江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6

如皋

（3个）

如皋市 X252 如九线

（北沿江高铁下穿段）改造工程
如皋市交通运输局

盐城市交通工程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江苏路翔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7 如皋市永丰大桥建设工程 如皋市交通运输局
南通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江苏路翔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8
如皋南站枢纽及涉铁综合配套工程城市

快速路网工程

中皋铁路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兆信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9

如东

（4个）

如东县 2021 年县道养护大中修工程

如东县交通运输局
南通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南通市东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如东县交通运输局 江苏燕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南通市大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如东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 掘港街道联丰大桥项目 如东县交通运输局 如东恒基监理有限公司 江苏金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11 南通港洋口港区黄海大桥二桥工程
江苏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中北港湾工程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2
南通港洋口港区西太阳沙南侧码头区液

体化工码头二期（G4、G5 泊位）工程
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3
通州

（1个）

通扬线通吕运河段航道整治工程

正场大桥与通州大桥
通州区交通运输局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14
海门

（2个）

海门区长江路北延工程

（站前广场至常久线北侧）

南通市海汇交通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5
南通内河港海门港区浒通河

长晟码头工程

南通长晟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6

启东

（6个）

天汾、鹤港大桥

启东市临海公路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江苏中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南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17 启东 433 省道路面改造工程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南通林洋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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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启东市 2021 年度交通危桥改造

一期工程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

有限公司
南通市海萌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
启东中远海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海工坞加长工程施工项目

启东中远海运海洋工程

有限公司
天津天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20
南通港吕四港区吕四作业区西港池

港口支持系统工程

江苏吕四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南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21
南通内河港启东港区吕四作业区

内河转运码头一期工程

江苏苏科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

22 绕城高速建指 南通通锡高速公路海门至通州段工程
南通市通锡高速公路海门

至通州段工程建设指挥部

江苏交通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

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市交通建设咨询监理有限

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3 洋通二期建指
洋口港至南通高速公路

洋口港至如东城区段

南通市洋通高速二期工程

建设指挥部
江苏润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恒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4 南通港口集团
南通港通州湾港区三港池

1#-3#码头工程
南通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南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附件 2 材料清单

（一）行业管理单位

1.对农民工工资拖欠治理行业管理情况；

2.上级文件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对辖区内公路水运建设

项目农民工工资拖欠治理检查、管理情况；

3.辖区在建工程历次农民工工资专项检查通报整改情

况；

4.投诉举报电话是否畅通，问题是否及时得到处理。

（二）建设单位

1.招标文件；

2.以项目为单位制定的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

3.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约定清偿责任协议，2020 年 5
月前招投标项目的人工费用支付补充协议；

4.工程款支付担保资料；

5..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备案、劳资专管员信息备案，

人工费审核、拨付凭证的台账资料；

6.人工费支付凭证；

7.2021年下半年起开展的农民工工资检查的相关资料。

（三）监理单位

1.农民工资管理台账；

2.实名制管理备案台账；

3.监理日志、有关农民工工资检查整改通知及回复文件；

（四）施工单位

1.投标文件、施工合同、劳务合同、分包合同；

2.项目部制定的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相关制度；

3.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户凭证、三方协议，人工费单列

拨付协议；

4.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缴证明材料；



5.维权信息及劳资专员信息公示情况；

6.《建设施工项目参加工伤保险证明》；

7.全员用工花名册(包括劳动者姓名、性别、公民身份信

息、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用工形式、用工起始时间、劳

动合同期限等内容），及能够反映进退场时间和总人数的

相关台账；

8.农民工用工合同(含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
9.工程计量月报；

10.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银行流水账；

11.2022年按月发放工资的银行转账流水凭证；

12.分包单位工人工资委托总包单位发放委托协议及实名

制管理台账；

13.劳资专员任职文件、岗位职责，分包单位劳资岗位人

员设置文件；

14.所有管理人员(非农民工)的社保证明；

15.劳资专管员对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的知晓情况、

对台账建设管理要求和岗位职责熟悉情况（农民工工资支

付专项检查期间，劳资专管员在检点接受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