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湖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

例》，加强对建筑装饰工程管理，按照“合法性、合规性、安

全性、实用性、美观性”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八字方针，提高我省建筑装饰工程的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

我省建筑装饰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报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的工

程，应当是设计与施工完美结合，设计创意和施工工艺达到

省内先进水平的装饰工程，包括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建

筑装饰工程。

第三条 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由建筑装

饰工程项目的主要承建单位申报，并经工程所在地建筑装饰

协会（未成立建筑装饰协会的由建筑业协会）审核推荐。

第四条 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工作遵循

“协会组织、专家审查、社会监督”的原则，由湖北省建筑装

饰协会负责组织，专家组审查工程资料并现场检查工程质

量，提出考核意见，通过省建筑装饰协会会长办公会审议确

认，在协会网站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条 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工作按年

度组织实施，每年开展一次。

第六条 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等级分为

合格等级、优良等级共二个级次。经过考核达到优良等级的

建筑装饰工程，由湖北省建筑装饰协会颁发证书。

第七条 按照有关规定，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

考核优良等级证书，在施工招标资格审查中可纳入建筑装饰

行业企业主体信用及市场主体评价体系。

第八条 申报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的项

目若达到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要求的（“施工合同金额或工程

结算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不含设备购置和安装费

用）且面积不低于 2000 平方米”、“申报的建筑幕墙类工程，

施工合同金额或工程结算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

（不含设备购置和安装费用），且申报的建筑幕墙类工程面

积（含采光顶）不低于 15000 平方米，金属屋面（含采光

顶）不低于 20000 平方米，建筑幕墙和金属屋面（含采光

顶） 不低于 20000 平方米”），经专家组对项目审查后报会

长会审议，审议通过后由湖北省建筑装饰协会直接向中国建

筑装饰协会予以推荐。

第二章 考核范围

第九条 湖北省及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建筑装饰协



会（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所承建的各类室内外建筑装饰工

程，工程造价或工程规模需符合以下范围：

1．申报公共建筑装饰工程，各市、州、直管市、林区

（除武汉市外）的装饰工程面积不低于 2000 平方米，或装

饰工程造价不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不含设备）。武汉市的

装饰工程面积不低于 3000 平方米，或装饰工程造价不低于

人民币 500万元（不含设备）。

2．古建筑、保护性文物建筑（含近现代文物建筑）的

修复性建筑装饰工程和纪念性建筑装饰工程，装饰工程的面

积不低于 500平方米。

3．各类建筑幕墙工程（包括构件式建筑幕墙、单元式

建筑幕墙、点支式玻璃幕墙等）作为建筑装饰工程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单独申报。各市、州、直管市、林区（除武汉

市外）的建筑幕墙工程造价不低于 300万元，武汉市的建筑

幕墙工程造价不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

第十条 一个建筑装饰工程分成两个标段及以上，而该

工程符合申报条件的，可由两个或三个承建单位共同申报，

也可由各承建单位单独申报（申报金额不低于 1000万元）。

第十一条 下列建筑装饰工程不列入质量目标考核范

围：

1、竣工后无法进行现场复查的工程；

2、工程有质量问题或隐患，或施工中发生过质量、安



全事故的工程；

3、未通过竣工验收或消防验收的工程；

4、已参加过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考核

未通过的工程；

5、工程竣工投入使用不到半年的工程。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十二条 申报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的

工程应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国家和住建部及湖北省的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设计合理，使用功能完善；

2．验收合格，已经交付使用半年以上，未出现质量和

隐患问题的工程。

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应为该建筑装饰工程的主要承建

单位，所申报部分应为承建单位独立完成的。

第十四条 申报单位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

资质证书。

第十五条 申报单位应与有关单位签订有效的施工合

同并履行完毕。

第十六条 申报单位在当地应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无违

反市场管理规定行为，无不良社会反映，本年内无因施工出

现的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



第四章 申报程序和资料要求

第十七条 申报程序：

1、各市、州建筑装饰协会（建筑业协会）负责当地建

筑装饰工程的质量目标考核初审工作。工程质量优良且符合

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范围和申报条件的工程，

由当地建筑装饰协会（建筑业协会），向省建筑装饰协会推

荐申报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

2、各市、州建筑装饰协会（建筑业协会）对申报湖北

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工程的实体质量及工程有关

资料进行认真审查，符合条件后报省建筑装饰协会。

3、中央在鄂、省直会员企业申报项目达到本办法第一

章第八条要求的项目可直接向湖北省建筑装饰协会申报。

第十八条 申报资料：

1、申报单位可在网上下载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

标考核相关文件及资料表格，将符合条件的工程，按照公共

建筑装饰类、建筑幕墙类分类报送申报资料。

2、需要书面申报的资料：

（1）《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申报表》一份，

分为公共建筑装饰类、建筑幕墙类，由申报单位根据附件样

表及填表说明，用计算机 A4幅面双面打印填写，单独成册，



申报表中需粘贴一张二寸工程项目经理或设计师的彩色照

片。

（2）建筑幕墙企业申报的资料（包括申报表、申报单

位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质量体系认证

的证书、工程施工合同书、工程的结算书、工程施工许可证，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消防验收合格，幕墙四性试验报告、结

构胶相溶性试验报告、锚固栓拉拔试验报告，有关节能合格

的证明、建筑幕墙设计师的职称证书、身份证的复印件）

3、电子文件：

申报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公共建筑装饰

类、建筑幕墙类）,请将资料电子文件分五个文件夹做成电子

文档,提交 U盘。

（注：每项工程首先需单独建立一个总文件夹，文件名

格式为：“xx公司名称-xx 工程名称”；总文件夹打开后下设

以下 5个文件夹，文件名格式如下：1.“申报表-xx 公司名称

-xx工程名称”2.“工程图集-xx公司名称-xx工程名称”，此文

件夹下设工程简介及工程照片 3、“施工组织设计-xx公司名

称-xx 工程名称”4、“竣工图-xx 公司名称-xx 工程名称” 5、

“PPT汇报文件-xx公司名称-xx工程名称”）

（1）申报表（电子版不需公章）：

（2）获奖工程图集需提交资料内容：

①文字资料部分：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承建范围：

②工程简介：申报项目的简介，80-150字。

③照片：4-8 张备选的工程项目照片，如无实景照片的

可提供工程效果图，照片或者效果图要能反映装修特色。照

片本身要求清晰、光线明暗合适、色彩饱和、像素要求 300

万以上。申报建筑幕墙有金属屋面工程时要提供近期（三个

月）的现场照片，内容包括：采光顶余金属屋面的局部俯拍

照片、天沟、落水口、檐口、直立锁边板的搭接处照片、金

属板可伸缩端的节点照片。

（3）幕墙计算书；

（4）竣工图纸；

（5）其它工程信息：

①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文件（word 文本）

②工程主要部位的竣工平面图，立面图和节点图及深化

设计和修改证明文件（2-5张）。

③工程 PPT文件（用于工程复查时受检单位向专家组介

绍所申报项目）。内容应包括：工程全貌、必备资料图片、

申报范围工程竣工后的各主要功能部位，工程施工中的结构

状况、卫生间防水、装配施工、管线敷设等过程隐蔽施工图

片、室内装修的质量水平介绍，以及能反映主要施工方法和



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措施等方面的创新

点和推广点。

4、所有申报资料概不退还，请各申报单位将原件自行

留底，以备工程复查时查验。

第十九条 查验要求

1、必备文件包括：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工程施工合同书、工

程结算书（或证明工程规模的付款证明）、工程施工许可证、

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消防验收合格书、室内环境监测报告

（内装工程）、项目经理建造师注册证书及安全 B 证、建筑

幕墙设计师的职称证书、身份证复印件等各一份。复印件均

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2、申报建筑幕墙工程，必备资料还需包括：幕墙四性

试验报告、结构胶相容性试验报告、锚固栓拉拔试验报告，

有关节能合格的证明文件。

3、现场查验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安全技术交底、施工

日志等文件，并对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检查

和评价。

4、现场查验材料报验及复检、隐蔽工程报验、检验批

及分部分项验收及相关检测等工程技术资料，并对资料文件

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检查和评价。

5、现场查验全套竣工图及相应的设计修改证明文件，



幕墙工程还需提供计算书（结构计算书和节能计算书），并

对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检查和评价。

6、用于工程复查时向专家组汇报内容应包括：工程全

貌、必备资料图片、申报范围工程竣工后的各主要功能部位

图片、工程施工中的结构状况、卫生间防水、装配施工、管

线敷设等过程隐蔽施工图片、工程主要施工方法及质量水平

介绍，以及能反映和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的措施等方面的创新点和推广点。

第五章 考核内容

第二十条 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主要考

核以下内容：

1、工程质量：质量要求、质量保证措施（发包人的质

量管理、承包人的质量管理）隐蔽工程检查等；

2、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3、材料与设备；

4、试验与检验；

5、图纸、资料、工程量清单等。

第六章 考核机构

第二十一条 成立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

委员会，考核委员会由省建筑装饰协会秘书处及企业有关专



家组成，工作机构设在省建筑装饰协会秘书处，考核委员会

负责申报项目的复查工作。

第二十二条 考核委员会的职责

1、审阅申报项目的建设程序相关资料是否合规，实地

查验竣工图纸及工程技术资料是否和工程实体相符；

2、实地检查工程质量，并与申报单位进行沟通和交流，

提出改进措施和意见，促进其提高工程质量管理水平；

3、听取业主代表对工程实体质量及施工单位的评价及

意见。

4、专家组形成初步考核意见，考核委员会形成终审意

见，确定 17%淘汰率。

第七章 考核方法

第二十三条 湖北省质量质量目标考核包括初审、推

荐、复查和终审四个阶段。

第二十四条 质量目标考核的初审及推荐工作由各市、

州建筑装饰协会（建筑业协会）负责，各市、州应对所推荐

工程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二十五条 考核委员会负责对各市、州建筑装饰协会

（建筑业协会）推荐的工程项目的申报资料及工程实体质量

进行复查及技术咨询指导等工作，工程所在地的建筑装饰协

会（建筑业协会）和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复查工作。



第二十六条 考核委员会根据申报项目的工程资料审

查及工程质量现场复查情况，按照《住建部关于落实建设单

位工程质量首要质量的通知》（建质规【2020】9 号）、

《湖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及建筑装饰部分相关标准

（《建筑幕墙工程检测方法标准》（JGJ/T324-2014）、《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等 76项标准，

详见我会官网“服务平台”栏目内“幕墙标准”“公装标准”“幕

墙检测标准”）要求确定对应质量考核等级，报请省装饰协会

会长办公审议通过，并在省装饰协会网站公示。

第八章 行业指导性措施

第二十七条 对考核通过的工程由湖北省建筑装饰协

会授予“湖北省优良建筑装饰工程”证书。

第九章 纪 律

第二十八条 参加湖北省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目标考核

的工作人员和专家，要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不得徇私舞弊。

对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撤消相应的资

格，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申报资料必须真实准确，不得弄虚作假，

否则取消该工程参与的资格，由此引起的后果由申报企业自

行承担。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建筑装饰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年起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