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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ヤ省住房和城多建没FT

迂住建建攻 (2019)1号

美子轄友 《住房和城多建没部 人力資源

社会保障部美子印友建筑工人実名制

管理方法 (拭行)的通知》通知

各市住建局 :

現杵 《住房和城多建没部 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美子FF

友建筑二人実名帝1管理赤法 (拭行)的通知》(建市 (2019)

18号 )装麦分体fl,清按照文件要求,汰真貫御執行。

附件:住房わ城多建浚部 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美子 FF

友建筑二人実名命1管理亦法 (拭行)的通知

(此件主功/Ak升 )

嬉



住房和城多建
文件

入力資源社会保障

建市  〔2019〕  18号

住房和城多建没部 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

美 子 印友 建 筑工 人実 名制 管理亦 法 (減行 )的通 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わ城多建没庁、人力資源社会保障斤,宣籍市

住房和城多建没 (管 )委、人力資源社会保障局,新 羅生声建

没兵翻住房わ城多建没局、人力資源社会保障局 :

力貫物落実 《国券院亦/Ak庁 美子全面治理抱欠表民エエ資

同題的意几》(国 亦友 〔2016〕 1号 )、 《国券院亦公庁美子促逃

建筑立持銭健康友晨的意見》 (国 亦友 〔2017〕 19号 )要 求,

住房和城多建投部、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 《建筑工人実

名制管理亦法 (拭 行)》 。現
`F友

給体イ11,情 結合本地区共隊,

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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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裏貫御執行。

(此件主功/Ak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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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亦法 (減行 )

第一条 力規蒐建筑市場秩序,加張建筑工人管理,黛ゲ建

筑工人わ建筑企立合法収益,保障工程盾量和安全生声,培育寺

立型、技能型建筑声立工人IA伍 ,促辻建筑止持象健康友展,依

据建筑法、芳勁合同法、《国奔院亦/AN斤 美子全面治理抱久水民

エエ資日題的意几》 (国 か友 〔2016〕 1号 )わ 《国奔院亦/AN斤

美子促辻建筑立持鉄健康友晨的意兄》 (国 亦友 〔2017〕 19号 )

等法律法規及規疱性文件,制定本か法。

第二条 本亦法所称建筑工人実名制是指対建筑企立所招用

建筑工人的八立、培り|、 技能わ収益保障等以真共身分信息汰ilE

方式逃行妹合管理的制度。

第二条 本か法遺用子房屋建筑わ市政基拙没施工程。

第四条 住房わ城多建没部、人力資源社会保 lht部 久責制定

全国建筑工人共名刺管理規定,対各地実施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

工作逆行指尋和豊督;久 責姐奴実施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分信息

子合的規え1、 建没わ管理,制 定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奔借息平台

数据林准。

第五条 省 (自 治区、宣繕市)級 以下住房和城多建没部

11、 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日久責本行政区域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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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制 定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制度,督促建筑企上在施工現場

合面落実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工作的各項要求;久 責建立完善本

行政区域建筑工人実名刺管理平合,碗保各項数据的完整、及

HI、 准碗,共魂与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券信息平台琺竜、共享。

第六条 建浚単位皮与建筑企立釣定実施建筑工人実名制管

理的相美内容,督促建筑企立落共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的各項措

施,力 建筑企立実行建筑工人実名刺管理創造条件,接照工程邊

皮杵建筑工人工資接 HI足板付至建筑企立在銀行升没的工資寺用

敗夕。

第七条 建筑企立皮承担施工現場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双

責,制 定本企上建筑工人来名制管理制度,配各寺 (兼 )取建

筑工人実名制管理人員,IIl通信息化手段持相夫数据央叶、准

碗、完整上侍至相美部 11的 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平合。

′き承包企立 (包 括施工恙承包、工程恙承包以及依法与建

没単位貞接基iT今 日的寺立承包企立,下 同)対所承接工程項

目的走筑工人共名制管理久恙責,分包企立対其招用的走筑工人

共名制管理久宣接責任,配合恙承包企立微好相美工作。

第人条 全面実行走筑立水民工共名制管理制度,坐持建筑

企立与水民工先基打労勁合同后辻場施工。建筑企立泣有招用的

走筑工人依法基iT芳 勁合同,対其邊行基本安全培ツ|,井在相美

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平台上登泥,方可允寺其辻入施工現場八事

々建筑作立相美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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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項目負責人、技木負黄人、盾量久責人、安全負責

人、芳券負責人等項目管理人員鹿承担所承接項目的建筑二人実

毛制管理相嵐責任。邊入施工現場的建没単位、承包単位、豊理

単位的項目管理人員及建筑二人均納入建筑二人実名制管理蒐

時。

第十条 建筑二人嵐配合有美部日和所在建筑企立的美4制

管理工作,逃助作立前須依法基資芳幼金同井接受基本安全培

ツ1。

第十一条 建筑工人共名制信息由基本信息、炊止信息、減

信信息等内容姐成。

基本信息鹿包括建筑二人わ項目管理人員的身分通信I憩 、文

化程度、工群 (寺 立)、 技能 (駅 称或蘭位逓ギ)等 級和基本安

全培切1等 信息。

ょ止信息嵐包括工作歯位、労幼合同基河、考勤、工資支付

黎ふ立逸象等信息o

減倍償息皮包括域信醤含、挙撤投訴、え好及不た行力泥彙

等傷息。

第十二条 恙承包企立嵐以真共身分信息力基機,釆集邊入

施工現坊的建筑二人申項 目管理人員的基本信息,井及 Hf核 共、

実Hf真新;奥 共完整泥彙建筑工人工作関位、芳功合同基資情

兆、考勤、工姿支付等ふ立信息,建立建筑二人共名制管理合

欺;接項目所在地建筑二人実名制管理要求,格采集的建筑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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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及針上特権美部 11。

こ彙入全国建筑二人管理服弁信息子会的建筑二人,1年 以

上 (合 1年 )元 数据更新的,再 次ふ事建筑作立Ft,建 筑企立

虚着其重新邊行基本安全培ツl,電 彙権美信息,否則不得逃入施

工現場上蘭作立。

第十三条 建筑企立泣配各来現建筑二人実名制管理所必須

的硬件没施没各,施工現場原沢J上 実施封渇式管理,没 立選出場

湾禁系統,釆 用人詮、指致、虹膜等生物沢男J牧 木逃行屯子打

十;不具各封周式管理条件的工程項目,鹿采用移勁定位、電子

目獲等枝木実施考勤管理。相美屯子考勤わ目像、影像等屯子程

案保存期限不少子2年。

実施建筑二人実名制管理所需費用可all入 安全文明施工費和

管理費。

第十四条 建筑企立庄依法接芳勁合同釣定,通辻友民エエ

資を用敗声接月足額終ェ姿直接友放給建筑二人,井接規定在施

工現場塁著位置没重 “建筑二人堆枚を示牌",/Ak牙 相美借息。

第十五条 各級住房和城多建投部∫1、 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

1爾 、建筑企立、系坑平台牙麦皮用等単位泣制定制度,釆取措

施,礁 保建筑二人実絡畿管理相美数据佑息安全,以及建筑二人

実名制僣息的真実性、完整性,不得漏級、瑞教。

第十六条 各級住房和城多建没部 |¬ 、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

長虚力張考相美部目的数据共事,竜辻数据通用分析,不1用 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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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わ信息化技木渠道,建立建筑二人板益保障預警桃制,切 実保

障建筑二人合法叔益,提高服券建筑二人的能力。

第十七条 各吸住房わ城多建没部日、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

11虚 対下象部 11落 実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情苑逃有監督検査,対

子友現的悔麺妥責今限期整攻;拒不整攻或整攻不要1位 的,妥釣

淡権美責任人;釣淡后傷拒不整攻或整攻不rll位 的,夕1入 重点監

管苑圏井提清有業部日進行日責。

第十ノヽ条 各象住房和城 多建没部潤鹿接照 “及随机、一

/At升 "的要求,か 張対本行政区域施工現場建筑二人実名制管

理制度落共lll亮 的日常栓査,対渉及建筑工人共名制管理相夫投

訴挙畿事項逃行調査交理。対渉及不依法基資労効合日、欠薪等

侵等建筑二人芳勁保障収益的,由 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1会 同住

房和城多建没部 11依法処理;対渉及其他部日駅能的逹法口趣或

案件銭索,皮接駅責分工及吋移送た理。

第十九条 各吸住房わ城多建没部 11可 持建筑二人共堪制管

理夕1入粽准化工地考核内容。建筑二人実名制借息可作力有業部

11充理建筑二人芳勁幻分的依据。各有美部 11立 制定激励亦法 ,

計切共落共建筑二人共名制管理的建筑企立給予支持,一定時期

内未友生工姿権久的,可城免農民エエ姿保逓金。

第二十条 各象住身審城多建没部 il対在監督栓査中友現的

企立及今人弄虚作仮、漏根晴撤等逹規行力,泣 子以多1二 、限期

整政,最入建筑二人実名制管理平台井及吋上告相美部 11。 拒不

-7-



整唆或整政不Fll位 的,可通せ曝光、核査企立姿盾等方式逃行処

理,存在工資施欠的,可提高水民エエ資保江金数納比例,井持

相美不良行力泥入企立或企人信用楷未,通辻全国建筑市場監管

/Ak共 服弁平台向社会/Ak布 。

第二十一条 戸禁各級住房和城多建没部 11、 人力資源社会

保障部日借推行建筑工人実名制管理的名又,指定建筑企立釆賄

相美声品;不得巧立名目乱lll費 ,増加企止額外久担。対逹規要

求建筑企止強制使用業款声品或乱lll費 用的,要立印予以刻正 ;

情市戸重的依法掟清有業部 ll辻行日責,構成犯旱的,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

第二十二条 各級住房和城多建没部日、人力資源社会保障

部 11皮 錆合本地共豚情死,制定本か法実施如只|。

第二十三条 本亦法由住房わ城多建没部、人力資源社会保

障部炎責解葎。

第二十四条 本か法自2019年 3月 1日 起施行。

住房和城多建投部赤公斤税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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