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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混凝土协会

市砼协通〔2020〕05号

关于加强行业自律迎接住建部检查的通知

各混凝土企业、会员单位：

国家住建部安排于2020年11月9日起对贵州省部分在建项目

进行质量检查，贵阳市住建局建管处根据贵州省住建厅黔建建字

【2020】171号《关于全省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方案的通知》

于2020年11月2日召开了“全市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方案”会

议，对全市的预拌混凝土行业质量检查工作进行了布置。要求各

区、县（市）、市混凝土协会等有关部门对保障房、拆迁安置、

公共建筑、重点项目等进行自纠自查。对应项目混凝土供应不符

合贵阳市住建局“84家混凝土企业公示名单”的混凝土质量将进

行溯源追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及范围：

省、市级检查：2020年11月2日~11月6日分组进行，随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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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建设项目及混凝土供应链接检查。

国家级质量检查：2020年11月9日开始，随机抽查相关建设项

目及混凝土供应链接检查。

二、检查内容：

按照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黔建建字【2020】171

号《关于全省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方案的通知》、贵阳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贵阳市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方案》等。

协会要求各混凝土企业、会员单位高度重视。这是一次具有

高度和深度的行业治理、行业自律工作，是确保预拌混凝土质量、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措施。请认真按照通

知要求做好准备，对照《贵阳市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方案》

抓好落实，迎接国家、省、市检查组的检查。

附件：《贵阳市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方案》

贵阳市混凝土协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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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质量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预拌混凝土生产和使用，有效落实

质量责任，遏制违法违规行为，明显提升预拌混凝土质量水平，促

进预拌混凝土行业健康发展。

二、组织机构

为开展好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工作，贵阳市住建局成立预拌

混凝土质量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市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红卫兼

任组长，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郭松兼任副组长，领导小组成

员包括贵阳市住建局建管处相关分管负责人及建管站、质监站、安

监站、市政站、金阳站负责人，各区（市、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经开区建设管理局，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生

态建设管理局、综合保税区开发建设局相关负责人。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在贵阳市住建局建管处，由岳光兵同志、洪津同志牵头，

蒋吉振同志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三、检查范围

全市范围内预拌混凝土搅拌（站）企业，以及使用预拌混凝土

的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四、检查内容

（一）对预拌混凝土搅拌（站）企业的检查

动态核查预拌混凝土专业企业资质、质量控制体系、人员配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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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预拌混凝土生产环节质量控制情况，包括混凝土行业技术标准、

规范及团体标准《贵阳市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资料管理规程》、《预

拌混凝土专项实验室基本条件》执行情况、质量保证体系运行情况、

原材料和产品质量控制情况，专项试验室的管理及运行、材料的试

验、生产设备运行维护和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是否按照设计的

配合比进行生产及混凝土出厂检验情况。

（二）对在建项目预拌混凝土质量的检查

检查预拌混凝土采购合同签订情况，预拌混凝土进场验收、按规

定留置试块是否规范，施工现场是否配备标养室和混凝土质量检设

备，预拌混凝土见证取样是否规范，对混凝土试块检测不合格情况

的处理是否闭合，混凝土施工是否规范，混凝土实体构造处理是否

规范，混凝土分部分项工程验收是否规范，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监理

履职是否到位，混凝土实体强度抽测情况。

五、检查安排

（一）自查自纠阶段（即日起至2020年10月26日）

贵阳市混凝土协会、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 企业、使用预拌

混凝土的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含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对照检查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

（二）覆盖检查阶段（2020年10月26日至2020年11月6日）

1.辖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检查（10月26日至10月30日）。辖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预拌混凝土企业、项目进

行全覆盖检查，积极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混凝土结构实体开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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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抽测。将检查情况专报市住建局建管处，客观分析本地区预拌混

凝土质量状况和和存在问题，并对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工作提出合

理化建议。

2.市级督导检查（11月2日至11月6日）。贵阳市住建局派出督查

组，对各区（县、市）专项整治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随机抽检在建

项目，倒查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对违法违规企业和人员进行通

报。

六、工作要求

（一）组织保障

各区（县、市）住建主管部门要成立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工

作组，制定专项检查方案，把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工作落实到

人，做好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安排部署、检查通报，沟通协调

等工作，明责强责，增强高质量发展意识，同时要结合工程质量提

升行动，强化宣传引导，着力提高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质量意识。

（二）严肃处理

在检查中发现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过程存在质量隐患的，各区

（县、市）住建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立即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下

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质量隐患整改前或整改过程中，

无法保证产品生产质量的，以及检查不合格的企业，应责令暂时停

止生产，对存在的问题整改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对违法违规

行为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并作不良行为记录。检查发现预拌混凝土

产品质量不合格且已供应至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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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追溯至施工现场并责令施工单位委托检测机构对相应部位的

混凝土实体质量进行检测。

（三）信息报送

市、区（县、市）住建主管部门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可采取设

立电话、电子邮箱等方式，接受社会公众的投诉举报，对群众反映

的职责范围内的投诉举报问题，要及时核查处理，积极调动社会监

督力量，加强预拌混凝土管理。同时，请区（县、市）住建主管部

门于2020年10月30日前将检查情况专报市住建局建管处（联系人：

杜建平；联系电话18084364416）。

附件：1.预拌混凝土企业质量专项检查表

2.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在建项目施工现场检查表

3.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结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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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预拌混凝土企业质量专项检查表

企业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生产规模：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一、基本条件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核查方法
核查结论

符合 不符合及原因

1.1
政府审批文件或

会议纪要

地市级以上政府审批文件或政府会议纪

要精神

是否有当地市级以上政府审批文

件或政府会议纪要精神

1、是否有相关文件；

2、查阅有关有效性和可行性；

3、政府规划性文件。

1.2 项目备案 项目是否经过备案
查阅工信或发改部门备案证明文

件

1、可行性报告或请示函，备案通知书；

2、核实备案证明文件的项目业主、项

目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建设地

点发生变化和项目总投资超过原备案

投资30%及以上等情况，是否延期，是

否重新备案。

1.3 土地使用 土地合法性、长期经营保障性、所有权

土地应具备长期经营的条件，并满

足生产要求，同时应满足规划要

求，应是长期租用或政府划拨或自

有工业用地。

1、核查土地证件、国土资源部门开具

的证明文件；

2、长期租用合同或划拨文件。

1.4 环保要求 绿色生产及环保相关要求

1、核查绿色生产设计或可行性研

究报告；

2、核查环评批复文件；

3、核查节能报告审批文件；

1、是否绿色生产设计文件或可行性

研究报告；

2、是否有环评批复文件；

3、是否有节能报告审批文件；

4、是否有绿色生产自评价报告及

整改、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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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质条件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核查方法
核查结论

符合 不符合及原因

2.1 净资产要求 净资产：2500万元以上

企业净资产是否符合要求，企业净

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

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指

标为准考核。

1、核查工商营业执照；

2、审计报告及资产清单。

2.2 主机设备

配有1套120立方米/小时以上的搅拌系

统，混凝土运输车不少于10辆，辅送泵不

少于2台。

1.企业搅拌系统是否按规定配置；

2.企业混凝土运输车是否按规定

配置；

3.企业辅送泵是否按规定配置。

1、搅拌系统现场查看；

2、核查车辆行驶证，报停等车辆不统

计；

3、核查设备表，并与实物逐一核对，

核查设备是否有设备发票、计量合格

证、设备出厂合格证等。无计量合格

证、出厂合格证的设备无效。

2.3
混凝土专项

试验室
企业必须设有混凝土专项试验室

检查企业是否设有独立的混凝土

专项试验室，是否满足试验检测能

力。

1、是否满足主营产品的试验能力；

2、是否满足专项试验室检测环境要

求；

3、试验室是否有效使用。

2.4 主要管理人员

1.技术负责人5年以上工程施工技术管理

工作经历，且具有工程序列高级职称或一

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2.实验室负责人具有2年以上混凝土实验

室工作经历，且具有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

称或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3.工程序列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4

人。混凝土试验员不少于4人（根据生产

线定）。

检查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是否按规

定配备，且不得兼职或者挂靠。

1、核查技术负责人简历、相关支撑

证明材料；

2、核查试验室负责人简历、相关支

撑证明材料；

3、核查试验员是否满足配备满足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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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管理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核查方法
核查结论

符合 不符合及原因

3.1
质量管理机构

及人员配置

企业应按规定设置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和配备

配齐质量管理人员及试验技术人员；应规定各有

关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权限。

1.是否建立质量管理机

构；

2.是否配齐相关管理、技

术人员；

3.各部门、人员职责权限

是否明确。

1、核查是否有质量管理机构组织或

图；

2、人员花名册、有效证件及社保缴

纳情况；

3、查看是否制定各部门职责范围。

3.2
质量管理

技术文件

企业应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及制定各项管理

制度、操作规程，相应技术标准、规范应齐全。

1.企业是否制定质量管理

体系文件（质量管理制

度）；

2.是否制定各项管理制度

及操作规程；

3.各种技术标准规范等是

否齐全。

1、核查是否有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及

对照附录B查看各项制度是否齐全，

附录C中各项标准规范是否齐全。

2、管理体系、制度，标准及规范等

是否有效运行；

3、质量管理制度是否落实到岗。

3.3 计量

计量器具必须由法定计量部门定期检定（或校

准），试验设备上应有清晰的计量标识，并有有

效的检（校）验证书。自检自校的仪器设备建立

自检自校方法，并留有自检自校记录。

1.检查在用检验、计量设

备是否有检定证书或校准

证书+校准结果确认；

2.检定（校准）证书是否

在有效期内；

3.按照国家计量法规定进

行的自检自校的仪器设备

是否留有记录。

1、现场查看生产计量器具是否具有

检定（校准）合格标识；

2、核查检定合格证书是否在有效期

内及自检记录。

3、在册使用设备是否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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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试验条件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核查方法
核查结论

符合 不符合及原因

4.1
检验人员

技术要求

1．检测报告的审核人应具备工程类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2、必须有由省预拌混凝土协会颁发的省预拌混凝土企业试

验员证，且按每条生产线配4名以上试验员为依据。

1.专业检测人员是否持有上岗证；

试验相关人员是否进行专业培训；

2.人员数量及职称是否符合要求。

3.技术人员和试验员必须在企业

缴纳社保满3个月以上。

1、核查人员名册、身份证明

材料及上岗证；

2、试验相关人员是否进行培

训，查看岗前培训记录；

3、查验技术职称证书等；核

查人员缴纳社保情况。

4.2
试验室

管理要求

1.建立健全各项试验规章制度；

2.有必要的现行试验标准、规程、规范等技术资料；(见附

录C)

3.有齐全的试验原始记录及各类试验统计台帐；（见附录D）

4.具备砂、石、水泥常规项目检验以及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抗压、抗折、抗渗检验能力。

1.各项试验规章制度是否健全；

2.技术资料是否齐全；

3.各类试验台帐是否齐全。

4.常规检验项目是否齐全。

1、核查各项制度是否齐全，

对照附录C中查看各项标准规

范是否齐全；

2、查看原始台帐。

4.3
试验室

仪器设备要求

1.试验室必备仪器齐全；(见附录A)

2.各试验仪器设备必须经计量部门定期检定,并有相应的检

定证书；在用试验仪器设备的完好率应达100%。

3.每台试验仪器设备都应有操作规程,台帐和档案；

4.试块成型室、养护室、养护箱应能保证试验条件符合国家

标准中规定的温度和湿度要求，并有干湿温度计和设有必要

的恒温和恒湿设备；标养室有自动温湿控制仪。

5、生产高性能混凝土需要配备回弹仪、电通量、抗冻、收

缩膨胀等测试设备

1.必备仪器设备之一是否缺少或

损坏；

2.计量设备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

并有标识；

3.仪器设备是否都有操作规程和

台帐及档案；

4.试块成型室/养护室/养护箱/标

养室温度、湿度是否满足要求。

1、对照附录A核对试验室必备

仪器是否齐全；

2、查看计量检定合格证书；

3、实地查看仪器设备是否有

操作规程及档案；

4、查看试块成型室、养护室、

养护箱、标养室干湿温度计，

看温度湿度是否复合要求。

4.4
试验室

场地要求

恒温的养护室、成型室、破型室、原材料检测室等面积不少

50m2；

恒温恒湿的标准养护室面积不少于50m2；

砼试配室面积不少于50m2；

水泥检测室不少于30㎡；必须要有规范的留样室、资料室。

养护室、成型室、破型室、标准养

护室面积是否符合要求。

留样室、资料室是否符合规范要

求。

1、实地查看，布局是否合理；

2、养护室是否满足养护要求；

3、各室管理是否规范。



9

五、原材料管理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核查方法
核查结论

符合 不符合及原因

5.1 原材料采购

企业采购部门应严格按照原材料质量标准组织进

货，采购合同应经质量管理机构审批，应制定采

购主要原材料的质量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

1. 是否有采购合同，采购合同是否经

质量管理机构审批或会签；

2.是否制定采购质量控制制度。

核查采购合同、采购发

票及采购质量控制制

度。

5.2 堆放和贮存

1．砂石堆放：必须按不同品种、不同粒级分别堆

放，并有明显的标识，标明产地、品种和规格；

堆放场地应平整、排水通畅，宜铺筑混凝土地面。

2．水泥及掺合料、外加剂的贮存：水泥按生产厂

家、水泥品种及强度等级分别贮存；外加剂应按

生产厂家、品种分别贮存，并应具有防止其质量

发生变化的措施。矿物掺合料应按品种、级别分

别贮存，应设有专用筒仓，不同矿物掺合料及其

他粉料严禁混存。各种材料应有明显标识牌。

3.绿色生产再生原材料是否规范管理和储存。

4.有生产高性能混凝土特制品的是否满足原材料

堆放管理要求。

1.砂石是否按要求堆放，是否有明显

标识牌，绿色生产管理是否落实到位；

2.水泥、掺合料、外加剂是否按要求

贮存，是否有明显标志牌及其防尘措

施；

3.不同原材料是否混杂；

4.厂区废弃物临时储存是否符合绿色

生产技术管理要求。

现场查看，并查看相关

记录台账。

5.3 复验

企业按产品标准和试验方法标准的要求对进厂原

材料进行复验后使用。不使用国家和地方明令禁

止使用的原材料。对于绿色生产再生原材料是否

进行试验验证、形成评估报告、定性定量利用。

1.检查各种原材料是否按规定复验并

作记录；

2.复验项目是否齐全；

3.是否使用立窑水泥和明令禁止使用

的原材料；

4.绿色生产再生原材料是否科学、合

理利用。

核查原材料台帐、水泥

出厂合格证、各项原材

料检验报告及再生原

材料鉴定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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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产过程控制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核查方法
核查结论

符合 不符合及原因

6.1
混凝土配合比

设计管理

企业应按标准要求进行配合比设计，生产用预

拌混凝土配合比必须经试验室试配后才能使

用，并做好试配记录及配合比设计报告。

1.检查是否按标准进行配合比设计；

2.是否有试配记录。

核查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报告及试配记录是

否完整。

6.2 生产质量控制

预拌混凝土生产时必须严格执行混凝土设计

配合比，首次浇注混凝土时必须并进行开盘鉴

定，企业操作人员应严格按配合比计量，生产

中应及时测定砂石的含水量，计量偏差满足相

关标准要求。如果必需对配合比适当调整，应

有依据且科学合理，并记录完善可溯源。

1.检查是否按标准设计配合比签发配

合比通知单；

2.是否及时测量砂石含水率；

3.设备是否做计量复零；

4.计量误差是否抽查。

核查配合比通知单及

砂石含水率测量原始

记录，计量误差抽查报

告；以及与生产质量相

关的其他记录。

6.3 混凝土出厂控制

企业应按相关标准对出厂预拌混凝土进行各

项指标检验，实时数据并记录准确。包括工作

性能、强度、抗渗性能等。应出具《预拌混凝

土发货单》和《预拌混凝土出厂质量证明书》。

1.检查是否按标准进行出厂检验，并

记录准确完好；

2.检验项目是否齐全；

3.是否出具预拌混凝土发货单和预拌

混凝土出场质量证明书。

核查混凝土出厂检验

报告原始记录，检查混

凝土调度单及出厂记

录单、《预拌混凝土发

货单》和《预拌混凝土

出厂质量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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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产品质量控制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核查方法
核查结论

符合 不符合及原因

7.1 产品质量

混凝土强度的检验评定应符合GB/T 50107等

国家现行标准规定，并按规定提供所有混凝土

出厂质量证明，可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应每3个

月送检送有资质的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检测。

1.检查混凝土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要求；

2.是否按要求送检，送检频次是否符

合要求。

3.是否按标准要求进行生产质量水平

评估。

核查预拌混凝土出厂质

量证明书及送检报告、

送检频次及生产质量水

平报告。

7.2 售后服务
企业应积极做好质量回访、质量事故处理等售

后服务。

1.检查是否进行质量回访；

2.是否进行质量事故处理；

3.是否有质量体系内审报告及年度评

审报告。

核查质量回访记录、质

量事故处理记录；质量

体系内审报告及年度评

审报告。

八、人员配备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核查方法
核查结论

符合 不符合及原因

8.1 人员培训

1. 企业应有年度培训考核计划，培训计划如

期实施并有详细记录；

2. 企业从业人员参加预拌混凝土试验员培训

或继续教育培训；

3.应建立完整的技术挡案，其内容包括：学历、

从事技术工作经历、上岗资格证书（复印件）、

培训考核记录等。

1.是否有培训人员台账的记录。

2.是否有试验员或继续教育培训证明

证件。

3.人员技术挡案是否齐全。

核查档案文件和培训

记录，核对培训证书。

8.2 职业健康

1. 特殊岗位、工种人员是否按要求进行定期

体检；

2. 是否按规定告知相关工种职业卫生防治要

求。

相关职业卫生记录

相关职业卫生相关记

录、证明及其可行性与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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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在建项目施工现场检查表

受检项目名称 检查时间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及电话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预拌混凝土供应单位

序号 检查内容 具体要求
检查结果

具体情况说明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一、 施工单位行为

1 采购合同
合同应由施工单位与预拌混凝土企业签订，合同

应明确混凝土性能指标、供货期等相关要求。

2
预拌混凝土企业资

质

签订合同前，施工单位应履行预拌混凝土专业承

包资质报验程序，并应实地考察混凝土生产企业

生产地点、生产条件、保障能力、产品质量等情况。

3 进场资料

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各批次各品种原材料检验

报告、配合比设计报告、出厂抗压强度报告、抗

渗检验报告、发货单、《预拌混凝土出厂合格证》

是否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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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凝土试件取样、留

置

标养试件和同条件养护试件取样与留置应符合

GB50204的要求，并应建立唯一性标识和台账，试

件严禁委托生产企业或其他机构代做代养。

5
混凝土质量检测设

备
施工现场是否配备混凝土质量检测设备

6 养护条件

施工单位应在工程现场设立符合混凝土标准养护

条件的混凝土标准养护室或配置符合混凝土标准

养护条件的设备设施，其大小应能满足混凝土标

准养护试件数量上的需要。

7 试验人员
混凝土取样、制作人员应具备混凝土试验相关知

识，并取得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岗位证书。

8 混凝土浇筑和养护
混凝土浇筑和养护是否符合标准规范和审批同意

的专项施工方案，浇筑过程严禁加水。

9

混凝土试块检测不

合格情况的处理方

案

是否建立混凝土试块检测不合格情况的应急处理

预案及方案措施，与业主、施工、监理、混凝土

供应商的相关联系人。

二、 监理单位行为

1 监理规划、监理细则
监理规划、监理细则针对混凝土施工的针对性，

并应符合现行标准规范和合同约定

2 资质审验

监理单位应核查施工单位提交的生产企业营业执

照、资质等级证书。并应与施工单位共同实地考

察混凝土生产企业生产地点、生产条件、保障能

力、产品质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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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货检验监管

对预拌商品混凝土进入施工现场的逐车交货验收

进行抽查，对混凝土的坍落度检查、标准养护和

同条件养护混凝土试件的成型、标识、养护、送

检实施见证，确保见证取样和送检过程真实有效。

见证人员必须取得见证取样资格证书。

4 浇筑、养护监管

对施工单位实施的预拌混凝土场内运输、浇筑、

养护等工作的过程进行监督；纠正到场预拌混凝

土的产品质量和施工质量不合格的行为。并应对

混凝土浇筑过程进行现场旁站监督，对混凝土的

养护进行巡视。

5
混凝土实体强度抽

测

对施工现场混凝土实体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回

弹、钻芯取样检测情况。

6
混凝土分部分项目

工程验收

混凝土分部分项目工程验收是否符合相关验收规

范要求。

三 检查结论 共检查 项，符合 项；基本符合 项；不符合 项；合格率 %。

检查组成员：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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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结论

：

本次核查按照 文件要求，对

公司（项目）涉及预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检查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现场核查，依据预拌混凝

土相关标准规范及政策文件要求，你公司（项目）在以下几个方面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综合以上检查内容或附录A、B、C、D的检查内容的核查结果，经现场检查组对你

公司（项目）情况进行询问了解，检查组对您单位核查结果/结论如下：

主管单位代表：

检查组成员（签名）：

组长（签名）： 企业名称（签章）：

20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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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设备检查记录表

主

要

仪

器

设

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购买

证明

检校

证书

序

号
设备名称

购买

证明

检校

证书

1 压力机2000kN 20 砂，石标准筛

2 压力机3000KN 21 砂，石震筛机

3 压力机300kN 22 针、片状规准仪

4
水泥抗折机或抗折
抗压一体机

23
压碎指标值测
定仪

5
天平（1000g，精度
0.01g）

24
水泥胶砂流动
度测定仪

6
天平（2000g，精度
0.1g）

25
混凝土试验用
搅拌机

7
分析天平（精度
0.0001g）

26
混凝土试验用
振动台

8
台秤100kg，精度
10g

27
混凝土坍落度
仪

9
电子秤15 kg，精度
1g

28
混凝土贯入阻
力仪

10 水泥净浆搅拌机 29
混凝土含气量
测定仪

11
标准稠度凝结时间
测定仪

30 混凝土抗渗仪

12 水泥胶砂搅拌机 31
混凝土压力泌
水仪

13 水泥胶砂振实台 32
混凝土膨胀收
缩仪

14 水泥标准养护箱 33
容量筒1L、2L、
5L、10L、20L

15
安定性煮沸箱及雷
士夹测定仪一套

34
移液管5mL、
10mL、20mL

16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
仪

35
电热鼓风干燥
箱

17 酸、碱式滴定管 36
高温炉（≦
1200℃）

18 亚甲蓝搅拌器装置 37 混凝土回弹仪

19 温湿度表 38 温度计

高性

能混

凝土

主要

仪器

设备

1 混凝土加速养护箱 11
全自动混凝土
真空饱水机

2 混凝土碳化试验箱 12
混凝土氯离子
电通量测定仪

3 集料碱活性养护箱 13 颗粒物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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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符合打√，不符合打×。

核查结果：

受检企业负责人：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4
新拌混凝土综合性
能测试仪

14 数字噪音计

5 混凝土快速冻融箱 15 氯离子测定仪

6
直读式粉尘浓度测
定仪

16 数显酸度计

7
水泥游离氧化钙快
速测定仪

17 火焰光度计

8 数字电导率仪 18 含固量测定仪

9
混凝土早期开裂试
验仪

19
混凝土温度控
制测定仪

10
自密实混凝土全量
检测仪

20
混凝土硫酸盐
锈蚀检测仪

其它

仪器

1 水泥胶砂试模 10 李氏比重瓶

2 雷氏夹 11 不锈钢直尺

3
混凝土抗折夹具及
试模

12 游标卡尺

4 水泥胶砂刮尺 13 留样桶、袋

5 混凝土抗压试模 14 烧杯、量水瓶

6 混凝土抗渗试模 15 外加剂密度计

7 静水天平 16 干燥器

8 电子秒表 17 空气压缩机

9 容量瓶 18 砂石漏斗

试验

环境

1 控温水泥试验室 2
控温外加剂试
验室

3
混凝土恒温恒湿标
准养护室

4
配合比试验试
配室

信息

设备

1、应采用信息化办公；
2、应采用信息化管理生产；
3、鼓励采用智能化设备；
4、是否具备信息化管理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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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预拌混凝土企业生产管理制度核查记录表
序号 制度名称 核查结果 备注

1 员工手册

2 各级岗位责任制

3 各岗位操作规程（作业程序）

4 生产质量管理制度

5 技术工艺方案审批制度

6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制度

7 产品质量文件审核签发制度

8 试验室样品收发、保管、检验制度

9 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送检、自检、自校制

度10 原材料采购与检验、抽检制度

11 混凝土出厂检验和交货检验制度

12 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13 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

14 安全生产制度

15 质量纠纷处理制度

16 试验室环境管理制度

17 混凝土配合比管理制度

18 混凝土生产与施工过程质量管理制度

19 质量事故分析报告制度

20 检验原始记录、 台帐与检验报告的填写、编

制与审核制度21 生产废弃物的管理制度

22 检验过程的应急预案

23 职业卫生健康管理制度

24 绿色生产管理制度

25 生产调度管理制度

26 食堂管理制度

27 公司行政管理制度

......

核查结果：

受检企业负责人：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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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预拌混凝土企业主要标准规范核查记录表

序号 类别 原 标 准 号 核查结果

1 GB23439-2017 混凝土膨胀剂

2 GB/T20491-2017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

3 GB/T1596—2017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4 GB/T176—2017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5 GB/T18046—

2017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6 GB/T8075—2017 混凝土外加剂定义、分类、命名与术语

7 JG/T223-2017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8 GB/T

18736-2017

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

9 GB/T

35164-2017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石灰石粉

10 GB/T

35159-2017

喷射混凝土用速凝剂

11 JGJ/378-2016 拉脱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12 GB/T

51025-2016

超大面积混凝土地面无缝施工技术规范

13 JGJ/T 384-2016 钻芯法检测混凝土强度技术规程

14 GB/T10171-2016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

（楼）
15 GB/T

51028-2015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测控技术规范

16 JG/T 486-2015 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

17 JGJ/T 385-2015 高性能混凝土评价标准

18 DL/T 5330-2015 水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19 DL/T 5144-2015 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

20 GB50204-201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21 GB 50300-201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22 GB/T

50378-2014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23 GB50119—2013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24 GB/T50784-2013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25 GB/T14902—

2012

预拌混凝土

26 GB/T8077—2012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27 GB/T1346—2011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

性检验方法
28 GB/T14684—

2011

建设用砂

29 GB/T14685—

2011

建设用卵石、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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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原 标 准 号 核查结果

30 GB 50666-201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31 GB/T50107—

2010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32 GB/T25181-2010 预拌砂浆

33 JGJ/T223-2010 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34 GB50010-2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35 JGJ98—2010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

36 GB/T17431.1-20

10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一部分：轻集料

37 GB/T17431.2-20

10

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二部分：轻集料

试验方法
38 GB/T50082-2009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法
39 GB50164—2011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40 GB/T1345—2005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80μm筛筛析法)

41 GB/T17671—

1999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42 GB/T19685-2005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43 GB/T208—2014 水泥密度测定方法

44 GB/T20967-2007 无损检测目视检测验总则

45 GB/T2419—2005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

46 GB/T50080—

2016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47 GB/T50081—

2019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48 GB/T50476-2008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49 GB/T750—1992 水泥压蒸安定性试验方法

50 GB/T8074—2008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勃氏法）

51 GB/T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52 GB18588—2001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的限量

53 GB50108-20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54 GB50496-2018 大体积混凝土施工规范

55 GB6566—2010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56 GB8076—2008 混凝土外加剂

57 GB 50146-2014 粉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58 JGJ/T308-2013 磷渣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59 JC/T 2199-2013 泡沫混凝土用泡沫剂

60 JGJ/T296-2013 高抛免振捣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21

序号 类别 原 标 准 号 核查结果

61 JGJ/T294-2013 高强混凝土强度检测技术规程

62 JC/T2163-2012 混凝土外加剂安全生产要求

63 JGJ/T283-2012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64 JGJ/T281-2012 高强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65 CCPA -

S001-2012

结构混凝土性能技术规范

66 JGJ/T10—2011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67 JGJ/T23—2011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68 JGJ/T241-2011 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69 JGJ55—2011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70 CECS02:2005 超声回弹综合法检测混凝土强度计术规

程
71 CECS13:2009 纤维混凝土实验方法标准

72 CECS203：2006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附条文说

明）
73 CECS207:2006 高性能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74 CECS 220-2007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附条文说

明)
75 CECS38:2004 纤维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76 JC/T1011-2006 混凝土抗硫酸盐类侵蚀防腐剂

77 JGJ/T178-2009 补偿收缩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78 JGJ/T193-2009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79 JGJ/T70-2009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

80 JGJ15—2008 早期推定混凝土强度试验方法标准

81 JGJ169－2009 清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82 JGJ51-2002 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

83 JGJ52—2006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

准
84 JGJ63—2006 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

85 GB/T

27025-2008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86 JC/T603-2004 水泥胶砂干缩试验方法

87 GB/T

12957-2005

用于水泥混合材的工业废渣活性试验方

法
88 CJJ/T/T135-200

9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89 JG/T472-2015 钢纤维混凝土

90 JGJ/T 221-2010 纤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91 JGJ/T175-2009 自流平地面工程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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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原 标 准 号 核查结果

92 CECS 21:2000 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

93 JGJ/T318-2014 石灰石粉在混凝土中应用技术规程

94 JGJ/T240-2011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95 GB/T30190-2013 石灰石粉混凝土

96 GB50202-20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97 JGJ/T225-2010 大直径扩底灌注桩技术规范

98 JGT/T328-2014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及管理技术规程

99 CJJ 2-2008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100 JGJ/T 322-2013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检测技术规程

101 GB/T

51003-2014

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

102 GB/T

26751-201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电炉磷渣粉

103 GB/T

27690-2011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104 GB/T

25176-2010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105 GB/T

25177-2010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106 GB/T

50733-2011

预防混凝土碱骨料反应技术规范

107 JGJ 106-2014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108 JGJ/T 317-2014 建筑工程裂缝防治技术规程

109 GB/T50743-2012 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

110 JGJ/T 372-2016 喷射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111 CJJ/T 253-2016 再生骨料透水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112 GB 50936-2014 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

113 JC/T

60002-2019

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单方成本计算方法及

评价指标核查结果：

受检企业负责人：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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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预拌混凝土企业技术资料核查记录表
序

号
技术资料 核查结果 不符合原因 备注

1 供需合同技术条款评审表

2 合同台账

3 原材料进厂台账

4 不合格原材料处置单

5 水泥试验原始记录台账水泥试验原始记录

6 水泥试验报告

7 混凝土用细骨料试验原始记录

8 混凝土用细骨料试验原始记录台账

9 混凝土用细骨料试验报告

10 混凝土用粗骨料试验原始记录

11 混凝土用粗骨料试验原始记录台账

12 混凝土用粗骨料试验报告

13 矿渣粉试验原始记录

14 矿渣粉试验原始记录台账

15 矿渣粉试验报告

16 磷渣粉试验原始记录

17 磷渣粉试验原始记录台账

18 磷渣粉试验报告

19 粉煤灰试验原始记录

20 粉煤灰试验原始记录台账

21 粉煤灰试验报告

22 混凝土外加剂性能试验原始记录

（一）

23 混凝土外加剂性能试验原始记录

（二）

24 混凝土外加剂性能试验原始记录

（三）

25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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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术资料 核查结果 不符合原因 备注

26 混凝土外加剂试验原始记录台账

27 混凝土外加剂试验报告

28 混凝土用水试验原始记录

29 混凝土用水试验报告

30 混凝土配合比试配原始记录

31 混凝土配合比选定报告

32 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原始记录

33 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报告

34 混凝土抗折强度试验原始记录

35 混凝土抗折强度试验报告

36 混凝土抗渗性能试验原始记录

37 混凝土抗渗性能试验报告

38 混凝土电通量试验原始记录

39 混凝土电通量试验报告

40 开盘鉴定记录

41 含水率试验原始记录

42 混凝土配合比通知单

43 混凝土配合比调整通知单

44 不合格混凝土处置单

45 混凝土出厂取样记录

46 质量控制员值班（交接班）记录

47 混凝土抗压强度统计汇总表

48 混凝土抗压强度评定表

49 混凝土生产质量水平控制表

50 养护室温湿度记录表

51 试验室配备标准及检测能力一览表

52 仪器设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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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术资料 核查结果 不符合原因 备注

53 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54 仪器设备信息表

55 仪器设备自校记录

56 设备安装调试记录表

57 设备操作培训考核记录

58 仪器设备维护记录

59 仪器设备维修记录

60 仪器设备停用降级报废申请书

61 拌合站生产计量器具自校记录

62 预拌混凝土出厂合格证

63 预拌混凝土合格证发放登记台账

64 预拌混凝土发货单

核查结果：

受检企业负责人： 检查人员：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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