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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上半年全市交通建设市场督查
暨二季度履约考核结果抽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通州湾示范区港口局，市公路事业、

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南通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南通港(口)集

团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交通建设市场监督管理，规范建设市场秩

序，助力打造南通地区良好营商环境，做好二季度从业单位履约

考核结果抽查工作，经研究，我局将于近期组织开展上半年全市

交通建设市场督查暨二季度履约考核结果抽查，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检查依据

1. 《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 2006 年第 6 号）；

2. 《关于修改<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的决定》（交通运

输部令 2015 年第 11号）；

3. 《水运建设市场监督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

第 74 号）；

4.《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44

号）；

5.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的决

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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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苏交规〔2019〕2 号文）；

7.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单位

信用评价实施细则> <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服务类单位信用评价

实施细则>的通知》（苏交规〔2020〕3 号）;

8.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督查工作的通知》（苏交传〔2022〕96）号；

9.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规程及招投标、合同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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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详

见附件 1。

三、检查形式及主要内容

本次检查采用听取汇报、查看资料、踏勘现场等方式进行，

由第三方服务单位（江苏华靖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协助开展。检

查主要内容如下：

（一）行业管理单位

1. 市场监管：制度建设、落实上级文件要求、建设市场监

管开展情况；

2. 建设程序办理：设计文件、施工许可、设计变更、竣工

验收等许可事项和交工备案等行政确认事项办理情况。

3. 招投标监管：招投标有关政策执行情况，招投标行业监

管情况。

4. 信用管理：履约考核、信用评价结果审核及汇总上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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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信用监管与应用情况；

5. 建设实施监管：质量安全监管，品质工程、平安工地等

载体活动开展情况。

（二）建设项目

1. 项目建设管理体系；

2. 项目基本建设程序；

3. 项目招投标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执行情况；

4. 项目设计变更管理情况；

5. 从业单位合同管理、合同履约情况；

6. 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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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次检查要求形成汇

报材料，参照附件 2 收集、汇总相关材料备查；

2. 本次履约考核抽检结果将作为二季度中标人履约考核及

信用评价的重要依据，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立即组织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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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单位联系人：蒋玉武，电话：13813723344。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

202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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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查行程

检查时间 检查地区 检查项目 检查重点 检查对象 行业主管单位

6 月 14 日
上午

海安

海安市 Y257 崔母路工程 Y257SG1 标 招投标专项检查 施工招投标资料

海安市交通运输局
328 国道快速化（沈海高速海安出口-

立新河桥）工程施工
履约考核抽查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海安市2021年农村公路桥梁建设工程

（二期）
建设市场检查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6 月 14 日
下午

如皋

通皋大道通州段二期建设工程前期研

究及勘察设计项目
招投标专项检查 设计招投标资料

如皋市交通运输局如皋南站枢纽及涉铁综合配套工程城

市快速路网工程
履约考核抽查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如皋市永丰大桥建设工程 建设市场检查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6 月 15 日
上午

如东

掘港街道联丰大桥项目 招投标专项检查 施工招投标资料

如东县交通运输局如东县 2021 年县道养护大中修工程 建设市场检查 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洋口运河安全整治工程（一期） 履约考核抽查 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6 月 15 日
下午

通州

南通市通州区2022年县乡道大修工程 招投标专项检查 设计招投标资料

通州区交通运输局
通扬线通吕运河段航道整治工程正场

大桥与通州大桥
建设市场检查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通州区内河通航水域跨河桥梁碰撞隐

患治理项目（二期）
履约考核抽查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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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
上午

启东

启东市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南二环

路二期（建设南路-吕北公路）及鹤南

路北半幅（建设路-通港大道）建设工

程施工

招投标专项检查 施工项目招投标资料

启东市交通运输局

433 省道路面改造工程施工项目

履约考核抽查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启东市疏港公路（天汾大桥、鹤港大

桥）工程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6 月 16 日
下午

吕四港东港池建材码头及重装码头配

套工程
建设市场检查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南通内河港启东港区吕四作业区内河

转运码头一期工程
履约考核抽查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6 月 17 日
上午

海门

南通市海门区 2022 年大中修工程

勘察设计项目
招投标专项检查 设计招投标资料

海门区交通运输局
海门区长江路北延工程

（站前广场至常久线北侧）
建设市场检查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南通内河港海门港区浒通河

长晟码头工程
履约考核抽查

6 月 17 日
下午

港建投公
司

南通港通州湾港区三港池

1#-3#码头工程
建设市场检查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通州湾港口局

6月 20 日
上午

洋吕公司
东灶港站物流配套项目工程铁路及物

流园 EPC 总承包项目
履约考核抽查 建设、EPC 总承包、监理 /

6 月 20 日
下午

港航中心
连申线航道（栟茶运河河口至海安船

闸）疏浚工程施工项目
履约考核抽查 施工单位 /

6 月 21 日
上午

公路中心
2021 年南通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小修

工程施工项目（第二批）
履约考核抽查 施工单位 /

说明：1、招投标专项检查的项目只需要提供整套招投标资料；2、履约考核抽查项目侧重于实施阶段各从业单位行为的评价；3、建设市场检查为综合性

督查，检查范围覆盖项目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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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次检查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

（一）行业管理单位

1、建设市场管理相关台账资料。

2、基本建设程序履行、标准执行，设计文件、设计变

更、施工许可、竣工许可及交工备案台账，信息公开等内容。

3、属地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台账。

（二）建设单位

1、基本建设程序有关批复（包括项目建议书批复、预

可工可报告批复、规划许可批复、建设用地报批手续、施工

图设计审批意见、质量安全监督申请批复、安全许可、施工

许可或开工备案批复等）；

2、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清标报告、评标报告、合同

文件（中标合同、安全合同、廉政合同及相关补充合同文件）；

3、管理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以及管理人员工作简历；

4、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资料；

5、合同管理资料；

6、变更（台账）、计量管理资料；

7、资金支付、财务管理资料；

8、交竣工验收相关资料；

9、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资料。

（三）施工、监理单位

1、投标文件、合同文件（中标合同、安全合同、廉政

合同及相关补充合同文件）；

2、质量责任人一览表，主要管理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人员变更批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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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资料；

质保、安保体系运行资料；

4、分包管理资料；

5、设计变更、计量管理、财务管理资料；

6、检验检测相关资料；

7、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资料。

（四）设计、招标代理及其他服务单位

1、投标文件、合同文件（中标合同、安全合同、廉政

合同及相关补充合同文件）；

2、质量责任人一览表（若有），主要管理人员资格证

书复印件，人员变更批复资料；

3、服务进度、服务过程及服务质量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