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推进I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

琼装配办 〔⒛18〕 1号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关于印发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发展目标责任考核办法》

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发展目标责任考

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发展目标责任考核办法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推进 (代章 )

(此件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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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发展改革委、省规划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 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科技厅、省国资

委、省税务局、省质监局、省政府金融办、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保监会海南监管局。

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zO18年 7月 18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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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发展 目标责任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的实施意见》(琼府 [2017]100号 )(以 下简称《意见》),

强化责任,确保全省装配式建筑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特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考核工作按照责任落实、措施落实、工作落实的总

体要求,坚持目标导向、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奖惩结合的原

则。

第三条 考核对象为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含洋浦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 同 )。

第四条 省装配式建筑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以 下简称

联席会议办公室 )根据考核工作涉及到的具体业务部门,牵 头

组织成立由省发改委、省规划委、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参加的

考核工作组,负 责具体组织实施考核工作。

第五条 考核由年度综合考核和平时动态考核相结合。

年度综合考核主要包括装配式建筑管理工作机制建立情

况、装配式建筑配套政策制定情况、装配式建筑年度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装配式建筑示范和装配式建筑宣传培训统计情况等

内容。

平时动态考核是指由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开展的对各市县

装配式建筑目标任务、重点工作落实情况的工作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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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年度综合考核工作应在次年 3月 底前完成。平时动

态考核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开展。

第七条 考核计算公式:考核得分=年度综合考核得分+平时

动态考核得分。其中,年度综合考核满分 100分 ,考核内容各

项分值根据年度工作任务侧重点不同而相应调整,具体考核内

容和分值见年度综合考核评分表;

平时动态考核作为加分、扣分项计入考核。装配式建筑推

进工作获得鼓励表彰的,每次加 卜2分 ,累计不超过 5分 ;被

批评的,每次扣 1-2分 ,累 计不超过 5分。平时动态考核得分

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通报情况直接提供计入考核。

第八条 年度综合考核采取
“
听汇报、查资料、看现场

”
的

方式进行。被考核对象应如实汇报装配式建筑目标完成情况和

主要工作措施落实情况,并提供考核所需查阅的各种文件资料、

在建工程清单,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完整,不得弄虚作假。

第九条 考核结束后,考核结果由联席会议办公室通报各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并 向社会公开,接受舆论监督。

第十条 考核结果划分为四个等次:优秀 (90分及以上 )、

良好 (80分及以上-90分以下 )、 合格 (60分及以上-80分

以下 )、 不合格 (60分以下 )。

第十一条 对考核等次为优秀的,联席会议办公室予以通报

表彰;对考核等次为不合格的,联席会议办公室予以通报批评 ,

责令其整改,必要时提请省政府对相关市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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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人进行约谈。

第十二条 装配式建筑工作年度综合考核具体内容,由联席

会议办公室制定并在每年的上半年下发各市、县。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⒛22年 12

月 31日 。

附表:2018年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工作年度综合考核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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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太

⒛ls年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工作年度综合考核评分表

序号 考核项目 具体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方式 得分 备注

l

装配式建筑管理

体制建设
(⒛分 )

组织机构

1,建立由市县建设、发改、规划、国土资源、财政等

部门参与的装配式建筑推进工作协调机制,得5分 ;

2各市县联席会议办公室所在单位有明确的内部工作

分工的,得 3分 :

3市县政府+管领导对装配式建筑作出具体指导和部

署的,得 2分。

查阅资料

发展规划

1制定出台装配式建筑专项规划的,得5分 ;

2.制定装配式建筑项目年度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

的,得5分。
查阅资料

z

装配式建筑配套

政策制定
(⒛分 )

配套政策 20

1以 市县政府名义出台发展装配式建筑政策文件的,

得5分 ;

2,建立从规划报建、施工许可到竣⊥验收等仝过程质

量安全监管工作机制的,得 5分 ;

3.制 定容积率、资金奖励等指标的把关环节和落实机

制,得5分 ;

刁 蜊 七 甘 亡 堆 扯 拈 狎 才 狰 箝 T【r等 的  徨 s/+~

查阅资料

3

装配式建筑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
(硐分 )

⒛18年新立项的
政府投资的公共
建筑项目采用装
配式方式建造

忄軎冫甲

20
按照 《⒛18年推进装配式建筑有关事项》,具备条件
的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项目,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建

造的,得⒛分。

查阅项目清
单、现场

查看

5000平方米以上

的社会投资的新
建建筑项日采用

装配式方式建造

惜况

20

海口有5个项目,澄迈有3个项目,临高、屯昌、定安
、文昌各有1个项目开工建设,得⒛分 (注 :其它市县

不参加本项考核,扣除此项分值后按百分制换算综合

考核得分)。

查阅项目清
单、现场

查看



1
装配式建筑示范

(10分 )

示范工程、

示范基地

1.获批l个以上省级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或省级装配式

建筑示范基地的,得 5分 ;

2.获得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或产业基地的,得 5

分。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0

装配式建筑宣传

培训统计
(10分 〉

组织宣传 3

l开展装配式建筑相关宣传活动的,得 1分 ;

2,每月报送装配式建筑推进工作动态、问题建议等信

息给省住建厅的,得 l分 ;信息被 《海南建设 (装配式

建筑专刊)》 采用的,l条得0.5分 ,最高不超过l分。

杳阅资料

培训观摩 {;

l。 对装配式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装配式建筑相关技术培

训的,得 1分 ;

2.组织到装配式建筑工地实地观摩培训的,得 l分 ;

3.组织参加装配式建筑相关培训和技术交流活动的,

得1分。

杳阅资料

数据统计 1

1.建立装配式建筑信息报送机制,有专人负责报送

的,得 l。 5分 ;

2及时报送装配式建筑项目汇总表,得 1.5分 :

3,及时报送装配式建筑项目基本情况表,得 l分。~

查阅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