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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的建筑行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建筑建设中,其自身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建筑

施工安全管理的质量直接影响工程施工人员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因此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该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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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人们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建筑工程的安全施工,但
是在工程建设中还是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 该类问题不但

业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这也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
会稳定发展的关键要素。

使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 还威胁了施工

3 建筑安全施工管理中的问题

的安全。所以企业在工程建设中必须要充分考虑工程的具

3.1 安全管理形式化严重

体情况,对施工安全管理进行科学布置,从而有效避免工程

相关制度指出, 建筑从业人员在上岗前一定要经过专

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

业的培训,但是一些企业为了减少成本投入,没有严格按照

1 安全施工管理概述

国家相关的规范要求来开展培训工作, 因此很多施工人员

安全施工管理主要是对施工过程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

没有较强的安全意识, 同时在管理过程中由于受到老工人

管理。以往的施工安全管理主要是确保施工人员的人身安

经验丰富思想的影响, 在看到问题后并没有及时地做出提

全,但其本身具有较强的片面性。所以在管理的过程中应将

醒和更正。

人员、材料、设备和环境等多种因素都作为管理中的重要对

3.2 安全文化建设力度不足

象,掌握工程基本情况,对影响工程施工进度的因素予以全

建筑行业内部没有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安全管理制

面分析,从而更好地开展安全施工管理工作。施工人员是工

度,安全管理人员设置不合理,安全教育不到位,另外,在后期

程建设的主要因素, 施工人员的操作安全和专业技能对工

运行时,若企业没有出现严重的安全事故,则企业就会抱着

程的施工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 所以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

侥幸心理,长此以往就会对安全施工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做好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建筑单位在这一过程中需

3.3 技术操作不规范

要制定详细的制度,与施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注意施

施工技术在安全管理工作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

工操作的规范性,定期开展安全施工培训工作,从而更好地

置,在施工中如果施工技术操作不规范,即使使用安全护具,

保证施工的安全性。

也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安全事故,为此,在工程施工中,施工人

2 建筑施工安全的重要性分析

员必须熟练掌握施工的技巧,规范施工操作行为。

2.1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4 施工环境复杂

创建良好的企业形象对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着十

建筑工程施工中通常采用室外作业的形式, 所以这也

分积极的意义。建筑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安全对其自身

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天气和环境的影响, 在恶劣天气条件

的发展有着关键作用, 与此同时保证建筑施工的安全也能

下,建筑施工管理的难度也会有所增大,设备具有一定的危

有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针对此,一些企业还将安全管理

险性,外部环境也会对人的身体提出更高的要求。基于此,在

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该项管理类促进了企业的长期稳

施工中,工作人员一定要专注地完成施工作业,否则会产生

定发展。

较大的安全隐患。

2.2 促进建筑业的发展

4 建筑安全施工管理防范措施

建筑施工的安全对工程施工质量影响十分显著, 所以

4.1 工程概况

保证工程的施工安全可以更好地减少安全事故, 同时也可

某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15.51 万平方米, 建筑总面积为

有效提高工程的施工质量。所以在开展管理工作时要充分

10.36 万平方米,建筑施工现场空间不足,存在着较大的安全

重视安全问题,为安全施工奠定基础。

风险。此外,工程施工中采取筒式结构,外部为钢管结构,内

2.3 推动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部为混凝土核心筒,共 80 层,平面结构为椭圆形,内外筒之

当前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安全事故发生率也显著

间共有 38 个封闭楼层。

提高,所以相施工单位对施工安全问题也提高了关注程度。

4.2 责任落实到人

做好安全工作, 切实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是企

质监部门务必应对建筑单位的所有安全施工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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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监督。确保安全管理工作的科学落实,同时对没有

4.7 采取有效措施抵御恶劣环境

按照要求落实的企业予以严厉处罚。建筑企业应在施工前

工程建设中, 相关人员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在

科学设置安全管理人员,并对其实施目标责任制,对施工中

塔吊上设置风速仪,若风速在 6 级以上,应立即停止吊装施

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的监督。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也需

工。若风速度在 40m/s 以上,则应在土建提模和塔吊塔身钢

与建筑施工单位制定科学的制度和规范, 清晰规定安全责

平台作业中加设临时连接装置, 同时还要设置接地电缆以

任和处理事宜, 在施工安全检查中严格按照施工安全计划

及防雷击保护装置。若施工季节在夏季,为了更好地保证工

进行。

程的施工安全,可在钢管柱上设置通风设。为了保证工程的

4.3 建立完善的安全制度

顺利完成,还可在施工中增加工人的数量,且要求施工人员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要积极总结经验, 充分了解我国当

严格按照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还要注意的是,应加强

前的发展现状,建立一个完善的企业安全长效机制,并在这

积水清理的质量, 这样可以更好地避免施工中出现安全事

一过程中做好制度的落实。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的要

故。

求来处理相关事宜,从而更好地保证施工人员自身的利益。

4.8 对高空作业采取有效的物体坠落预防措施

另一方面,施工企业还需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在施工

对于工程施工过程中所使用到的多种安装工具, 必须

中充分贯彻国家的有关政策及要求, 创建责任专人负责制

严格按照要求使用安全保护绳, 且在施工中随身佩戴装螺

度和安全巡查以及安全培训制度, 通过以上制度的确立可

栓垫片的工具袋。此外,还要加固或转移施工中可能坠落的

以有效的保证安全生产。此外,还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安全

物品。地面作业人员在工程施工的过程中不能从高空作业

检查工作,及时解决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和隐患,对于不能当

区域通过,且不可在该地停留。在高空电焊切割的过程中,为

场解决的问题,应在规定的日期内做好安全检查工作,如不

了有效防止熔铸和切割金属的过程中对人造成不利的影

能通过检查,就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惩处,以此来更好地提

响,应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护措施。在吊装过程中还要严格检

升施工的安全性。

查吊装工具的稳定性和牢固性, 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则需及

4.4 重视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安全是建筑行业得以发展的关键要素, 为了更好地提

时停止吊装施工。
4.9 采取有效的问题查处措施

升从业者的安全意识, 使其充分了解并掌握安全操作的规

创建企业安全信用和失信惩罚制度, 对生产过程中的

范,施工企业应加强安全教育工作。在工程建设前,对施工人

不良行为进行记录, 对于那些不按章办事和违规操作的企

员进行安全教育,保证其安全上岗。除此之外,管理者还应定

业,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追究其相应的责任,该罚则罚,该判则

期对安全知识进行抽查,不断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

判。同时还可以根据其情节来做出吊销执照、降低资质等处

4.5 完善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

罚。对于那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则可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来

技术在工程施工中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内容, 只有施工

进行反面教材的宣传报道, 认真做好事故问题查处工作,确

技术科学合理,操作规范,才能更好地保证施工安全。所以在

保企业安全生产。

高空作业和室外作业人员的选择中, 必须实施严格的考核

5 结语

制度,并且积极开展技术培训,以提升施工人员的业务能力。

安全是建筑施工的生命, 所以在工程建设和施工中,一

因为一线施工人员对工程的施工安全有着十分明显的影

定要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安全施工。当前的施工安全管理工

响,故此必须要切实落实好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不能出现

作中,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问题,应针对问题采取有效的措

盲目赶工的问题,保证工程施工安全平稳的进行。

施加以解决,只有工程施工在安全高效的环境下进行,我国

4.6 实行双保险管理措施
项目施工过程中,除了在平台板、平台框架、脚手架等
承载系统中设计了可以单独承受平台负荷的结构外, 业主
还增设了抱箍承载系统, 且整套抱箍承载体系也按照单独
承受平台的荷载进行设计,以此实现双保险的效果。在主体
结构施工的过程中, 因为在结构细腰段的钢外筒 165cm 左
右的位置缺少内部楼层,整体结构比较特殊,施工空间小,无
法使用钢平台和抱箍进行施工, 为了保证施工的安全性,需

的建筑行业才会平稳发展,拥有更加广阔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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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两套钢丝绳承载系统来提高施工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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