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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住建设〔2022〕17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发布《天津市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从业人员

配备标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

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29号）要求，天津市

建筑业协会编制完成了《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现场从业人员配备标准》，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

现批准为天津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 DB/T29-300-2022，自

2022年 9月 1日起实施。

各相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给天津

市建筑业协会。

本规程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天津市建筑

业协会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年 5月 23日



前 言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

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建市〔2020〕105号）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建

办市〔2021〕29号）要求，天津市建筑业协会联合天津市建筑市场

服务中心、天津大学等单位编制而成。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结合天津市实际，在总结多年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及本市相关法律、法规并参考其他省市有关

标准，充分征求有关单位的意见，对主要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最

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共分6章和2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主要内容有：1.
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5.施工现

场技能工人配备；6.施工现场从业人员管理。

本标准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天津市建

筑业协会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执行过程中，请各有关单位结合工程实践，总结经验、

积累资料，随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天津市建筑业协会（地址：河

东区大直沽中路7号；邮编：300170；电话：022-23528979；邮箱：

hangyefazhanbu@tjsjx.cn），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天津市建筑业协会

本 规 程 参 编 单 位：天津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

天津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刘俊杰 杨瑞凡 翟国利 张 微

李宇鹏 王 渝 王雪青 孙 慧

mailto:szjwjzscglc@tj.gov.cn），以供修订时参考。


徐 敏 王轶涵 焦 楠 刘 婕

韩娅娜 高增福 李巳初 黑墨阳

刘 静 孙 宁 王立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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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机

构建设，推进施工管理标准化、体系化，提升施工管理水平，促

进施工现场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高，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及技能工人配备。改建、扩建的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参照执行。

1.0.3 施工现场总承包单位管理人员、监理单位管理人员的岗位

设置及人数配备要求，施工现场技能工人的配备要求等，除应符

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和天津市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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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施工现场

为完成工程标的物而开展生产活动的场所，又称工地。

2.0.2 项目管理机构

施工企业为完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派驻在施工现场的施工

管理机构，又称项目经理部。

2.0.3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

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从事管理工作的专

业人员。

2.0.4 一般技术工人

在施工现场生产过程中，除特种作业人员外，从事技能操作

的人员。

2.0.5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

指直接从事建筑施工特种作业岗位的从业人员。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是指在施工现场容易发生事故，对操作

者本人、他人的安全健康、设备、设施等的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

害的作业。

2.0.6 工作职责

职业岗位的工作范围和责任。

2.0.7 工程规模

以工程造价或工程体量（面积、长度、高度、跨度等）来表

述的工程大小规模。

2.0.8 岗位证书

指国家和本市人力社保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认可的技能人员职业培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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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标准所指施工现场总承包单位管理人员包括项目负责

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施工员、安全员、质

量员、标准员、材料员、造价员、机械员、试验员、劳务员、资料

员、测量员等。

3.0.2 本标准所指施工现场监理单位管理人员包括总监理工程

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等。

3.0.3 本标准所指技能工人包括一般技术工人和建筑施工特种作

业人员。

一般技术工人等级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

技师；工种类别包括砌筑工、钢筋工、模板工、混凝土工等，具体

设置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包括建筑电工、建筑架子工（普通脚手

架、附着升降脚手架）、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

（塔式起重机司机、施工升降机司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

（塔式起重机安装拆卸工、施工升降机安装拆卸工）、高处作业吊

篮安装拆卸工等。

3.0.4 本标准中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所持各类执业证书

或培训合格证书均应在有效期内。

3.0.5 标准中的工程规模、面积、金额的规定，应以施工承包合

同约定值为准。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的大中小型工程划分

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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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标准仅规定项目管理机构中，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数

量，施工现场实际管理人员配备不应低于此标准要求。项目管理机

构的组建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4.1.2 工程项目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关于施工

项目管理机构配置的有关规定，组建施工项目经理部，配备管理人

员，出具任命文件。任命文件应当明确施工项目经理部的职责、岗

位设置、人员配备，报送建设单位；实行监理的工程，还应报送监

理单位。

4.1.3 工程监理单位实施监理时，应在施工现场派驻项目监理机

构。项目监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可根据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约定的服

务内容、服务期限，以及工程特点、投资规模、不同阶段、技术复

杂程度、环境和监理服务费用等因素确定。

4.1.4 根据不同的施工阶段，项目管理机构中应配备相应专业的

施工员、质量员。

4.1.5 本标准中人员可互相兼职的岗位，每人兼职不应超过 1项，

且每个岗位兼职人员不应超过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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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4.2.1 施工现场总承包单位管理人员任职条件应符合以下规定：

施工现场总承包单位管理人员的职业能力应符合住房城乡建

设部及本市相关文件要求，并取得相关执业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

1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应根据工程规模满足如下的任

职条件：

1）取得相应的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2）取得省级及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

产考核合格证 B证；

3）取得省级及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认可的继续教

育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4）注册建造师可担任项目负责人的规模标准按照《注册建

造师执业管理办法》（建市〔2008〕48号）执行。

2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应根据工程规模满足如下

的任职条件：

1）大型工程：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

业的高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管理工作 8年以上，担任过同类

或相似结构类型工程的技术负责人；

2）中型工程：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

业的中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管理工作 5年以上；

3）小型工程：应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

业的助理工程师职称，从事相关专业技术管理工作 3年以上；

4）施工单位根据项目规模大小、复杂程度以及专业要求确

定的其他条件。

3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安全负责人应根据工程规模满足如下

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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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型工程：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

业的中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管理工作 6年以上，担任过同类或相

似结构类型工程的同类负责人；

2）中型工程：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

业的初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管理工作 4年以上；

3）应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或持有相关执业资格证。

4）施工单位根据项目规模大小、复杂程度以及专业要求确

定的其他条件。

4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质量负责人应根据工程规模满足如下

的任职条件：

1）大型工程：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

业的中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管理工作 6年以上，担任过同类或相

似结构类型工程的同类负责人；

2）中型工程：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工程项目相适应专

业的初级职称，从事相关专业管理工作 4年以上；

3）施工单位根据项目规模大小、复杂程度以及专业要求确

定的其他条件。

5 施工现场总承包单位其他管理人员的职业能力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

（JGJ/T250）有关要求，并取得相应岗位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专业人员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取得一、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人员可担任相关专业施工现场管理人员。现行行业标准《建筑

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JGJ/T250）中未含的测

量员、试验员应取得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认可的培训合格

证书，造价员应取得一、二级注册造价师执业资格。

4.2.2 施工现场监理单位管理人员的职业能力应符合国家及本市

相关文件要求，并取得相关执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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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4.3.1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应符

合表 4.3.1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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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

注：1 小计为专职人员最低配备人数；

2 可兼任的岗位用（）表示；

3 专业承包工程施工项目配置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4 工程规模划分参见附录 A。

管理岗位 各岗位人员配置数量（人）

工程类别
项目

负责人

技术

负责人

质量

负责人

安全

负责人
施工员 安全员 质量员 标准员 材料员 造价员 机械员 试验员 劳务员 资料员 小计

工业、民

用与公共

建筑工程

小型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中型 1 1 1 1 2 2 2 （1） 1 （1） （1） （1） （1） 1 12

大型 1 1 1 1 3 3 2 1 1 1 2 1 1 1 20

住宅小区

或建筑群

体工程

小型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中型 1 1 1 1 2 2 2 （1） 1 1 1 （1） 1 1 15

大型 1 1 1 1 3 3 3 1 2 1 2 1 1 2 2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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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应符

合表 4.3.2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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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单位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

注：1 小计为专职人员最低配备人数；

2 可兼任的岗位用（）表示；

3 专业承包工程施工项目配置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4 工程规模划分参见附录 B。

管理

岗位
各岗位人员配置数量（人）

工程

类别

项目

负责人

技术

负责人

质量

负责人

安全

负责人
施工员 安全员 质量员 标准员 材料员 测量员 造价员 机械员 试验员 劳务员 资料员 小计

市政基

础设施

工程

小型

工程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

中型

工程
1 1 1 1 2 2 2 （1） 1 （1） （1） 1 1 （1） 1 14

大型

工程
1 1 1 1 3 3 3 1 1 1 1 2 1 1 2 2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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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施工现场监理单位管理人员配备应符合表 4.3.3-1，表

4.3.3-2标准。

表 4.3.3-1 住宅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

总建筑面积

（M：平方米）
各岗位人员配置数量（人）

区间值 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合计

M≤60000

单栋 （1） 1 0～1 2～3

多栋 （1） 1 0～2 2～4

60000＜M≤120000 （1） 1～2 2～3 4～6

120000＜M≤200000 1 2～3 3～5 6～9

200000＜M≤300000 1 3～6 5～8 9～15

300000＜M≤500000 1 6～9 8～12 15～22

500000＜M≤800000 1 9～12 12～16 22～29

800000＜M
建筑面积每增加 3 万㎡ ，需增加专业监理工程师 1 名，

增加监理员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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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2 一般公共建筑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备

工程概算投资额

各岗位人员配置数量（人）

（N：万元）

区间值 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理工程师 监理员 合计

N≤3000 （1） 1 0～1 2～3

3000＜N≤5000 （1） 1 1～2 3～4

5000＜N≤10000 （1） 1～2 2～3 4～6

10000＜N≤30000 （1） 2～3 3～4 6～8

30000＜N≤60000 1 3～5 4～5 8～11

60000＜

N≤100000
1 5～6 5～9 11～16

100000＜N
工程概算投资额每增加 1.5 亿，增加专业监理工程师 1 名，

增加监理员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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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

5.1 一般规定

5.1.1 技能工人包括一般技术工人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一

般技术工人应取得相应专业工种的岗位证书，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

员应取得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

格证》。

5.1.2 一般技术工人应根据不同的施工内容、施工阶段及相关技

术要求进行配备,中高级工配备比例按照本标准第5.2节执行。

5.1.3 施工现场不同等级技能工人数量可以代换，一名中级工可

以代换 2名初级工，一名高级工可以代换 4名初级工。

5.2 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

5.2.1 房屋建筑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一般技术工人的中高级人

员配备比例应符合表 5.2.1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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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房屋建筑工程建设项目一般技术工人的中高级人员配备比例

5.2.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一般技术工人的中高

级人员配备比例应符合表 5.2.2的标准。

表 5.2.2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一般技术工人中高级人员配备比例

主要岗位

工程类别

各阶段配备比例（％）

基础阶段 主体阶段 装修阶段 机电安装等

中级

工

高级

工及

以上

中级

工

高级

工及

以上

中级

工

高级

工及

以上

中级

工

高级

工及

以上

房屋

建筑

工程

建设

项目

小型 12% 3% 15% 4% 15% 4% 20% 5%

中型 15% 4% 20% 5% 20% 5% 23% 5%

大型 15% 4% 25% 5% 25% 6% 25% 6%

主要岗位

工程类别

中级工 高级工及以上

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建设项目

小型 15% 4%

中型 20% 5%

大型 2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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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施工现场特种作业操作工人的人数配备应符合表 5.2.3的标

准。

表 5.2.3 施工现场特种作业操作工人配备标准

岗位

配置

塔吊

司机

信号

司索

工

施工

升降

机

司机

建筑

电工

塔吊

安拆

工

施工

升降机

安拆工

吊篮

安拆

工

架子工

普通

钢管

架体

附着

架

人员

配置

1人/

台班

2人/

台班

1人/

台班

最低

2人/

项目

6人/

班组

3人/

班组

3人/

班组

5人/

班组

6人/

班组

注：根据施工现场设施、设备使用数量配备设备类技能人员数量，未使用的

设备可不配备相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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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现场从业人员管理

6.0.1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应按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实名制管理要求，纳入施工现场实名制管理体系。施

工总承包单位应对所承接工程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负总责，

建立健全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负责项目实名制管理。各有关

单位应以真实身份信息认证方式采集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人

员的基本信息、从业信息、作业信息、诚信信息，并录入天津市建

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6.0.2 进入现场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每月上传天津市实名制平台

考勤记录天数应符合本市相关管理规定。

6.0.3 施工过程中，管理岗位人员发生变化的，施工单位应出具

变更文件，并报送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任命文件及变更文件应当

在施工项目管理机构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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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房屋建筑工程规模划分标准

A.0.1 房屋建筑工程划分为工业、民用与公共建筑工程和住宅小

区或建筑群体工程。

A.0.2 工业、民用与公共建筑工程规模划分按单体建筑面积，工

业、民用与公共建筑工程小型是指<1 万平方米，中型是指 1 万-5
万平方米，大型是指 5万平方米以上。

A.0.3 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工程规模：

建筑分类

规模划分（平方米）

大型 中型 小型

低层或多层 ≥10万平方米 5万平方米∼10万平方米 <5万平方米

高层 ≥15万平方米 10万平方米∼15万平方米 <10万平方米

超高层 ≥30万平方米 15万平方米∼30 万平方米 <15万平方米

注： 规模划分按建筑群建筑面积，低层或多层、高层、超高层划分，参考《民

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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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市政公用工程规模划分标准

序

号

工程

类别

项目

名称

工程规模
备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1
城市

道路

道路

工程

城市快速路、主干道路基工

程≥5千米,

路面面积≥15 万平方米，高

架长度≥5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

路基工程 2千米～5千米,

路面面积 5 万～15 万平方

米, 高架长度＜5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亿元～2
亿元

次干道路基工程＜ 2
千米，

路面面积＜5 万平方

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含城市快速

路、城市环

路，不含城际

间公路

2
地下

交通

隧道

工程

内径、宽或高≥8米，

单洞长度≥1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1亿元

内径、宽或高 4米～8米，

单洞长度 0.5千米～1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亿元～1
亿元

内径、宽或高＜4米，

单洞长度＜0.5 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3
城市

桥梁

桥梁

工程

单跨≥50米，

长度≥l000 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1亿元

单跨 20 米～50米，

长度 30 米～l000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亿元～1
亿元

单跨＜20米，

长度＜30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含过街天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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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录 B

序

号

工程

类别

项目

名称

工程规模
备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4

城市

轨道

交通

路基

工程

路基工程≥5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路基工程 2千米～5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亿元～2
亿元

路基工程＜2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不含轨道

铺设
隧道

工程

内径、宽或高≥8米，

单洞长度≥1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内径、宽或高＜8米，

单洞长度＜1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高架

工程

长度≥5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长度＜5千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不含轨道

铺设

车站

工程

2线及以上换乘站，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单线车站，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5

城市

公共

广场

广场

工程

广场面积≥5万平方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广场面积 2万～5万平方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亿元～2
亿元

广场面积＜2 万平方

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含体育场

6

城市

供水

供水厂

工程

日处理量≥10万吨，

单项工程合同额≥1.5亿元

日处理量 5万～10万吨，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 亿元～

1.5亿元

日处理量＜5万吨，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供水管

道工程

管径≥1.5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1亿元

管径 0.8米～1.5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亿元～1
亿元

管径＜0.8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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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录 B

序

号

工程

类别

项目

名称

工程规模
备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7
城市

排水

污水处

理厂工

程

日处理量≥10万吨，

单项工程合同额≥1.5亿元

日处理量 3万～10万吨，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 亿元～

1.5亿元

日处理量＜3万吨，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含排水泵站

排水

工程

管径≥1.5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1亿元

管径 0.8米～1.5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 亿元～

1亿元

管径＜0.8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8

城市

供气

燃气源

工程

日产气量≥30万立方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1亿元

日产气量 10 万～30 万立方
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0.3 亿元～
1亿元

日产气量＜10 万立方
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0.3
亿元

储备厂

（站）

工程

设计压力＞2.5兆帕，

总贮存容积＞2000 立方米的

液化石油气或大于 900 立方

米 的 液 化 天 然 气 贮 罐 厂

（站），

供气规模＞ 15 万立方米/

日，

单项工程合同额≥0.5亿元

设计压力 2.0 兆帕～2.5 兆
帕，
总贮存容积 1000 立方米～
2000 立方米的液化石油气或
400立方米～900立方米的液
化天然气贮罐厂（站），
供气规模 5万～15 万立方米
/日，
单项工程合同额 0.3 亿元～
0.5亿元

设计压力＜2.0兆帕，
总贮存容积＜1000 立
方米的液化石油气或
＜400 立方米的液化天
然气贮罐厂（站），
供气规模＜5 万立方米
/日，
单项工程合同额＜0.3
亿元

含调压站、混

气站、气化

站、压缩天然

气站、汽车加

气站等

管道

工程

设计压力≥4.0兆帕，

单项工程合同额≥1亿元

设计压力 2.5 兆帕～4.0 兆
帕，
单项工程合同额 0.5亿元～1
亿元

设计压力＜2.5兆帕，

单项工程合同额＜0.5
亿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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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录 B

序

号

工程

类别

项目

名称

工程规模
备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9
生活

垃圾

填埋场

工程

库容≥500万立方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2亿元

库容 300 万～500万立方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1 亿元～2
亿元

库容＜300万立方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1
亿元

焚烧厂

工程

日处理量≥2000 吨，

单项工程合同额≥3亿元

日处理量 500～2000 吨，

单项工程合同额 1 亿元～3
亿元

日处理量＜500吨，

单项工程合同额＜ 1
亿元

10

交通

安全

设施

交通安

全防护

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0.5亿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 0.2 亿元～

0.5 亿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0.2
亿元

11
机电

系统

机电设

备安装

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0.5亿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 0.2 亿元～

0.5亿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0.2
亿元

12

城市

供热

热源

工程

产热量≥250 吨/小时或供热

面积＞30 万平方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产热量 80吨/小时～250 吨/

小时或供热面积 10 万～30
万平方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 1000万元～

3000万元

产热量＜80 吨/小时或

供热面积＜10 万平方

米，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000 万元

管道

工程

管径≥500毫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管径 200 毫米～500毫米，单

项工程合同额 1000 万元～

3000万元

管径＜200毫米，

单 项 工 程 合 同 额 ＜

1000万元

本表中的管

径为公称直

径 D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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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录 B

序

号

工程

类别

项目

名称

工程规模

备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13
城市

园林

庭院

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 万

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 500 万元～

1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500
万元

含厅阁、走

廊、假山、草

坪、广场，绿

化、景观

绿化

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5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 300 万元～

500 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300
万元

14
城市

照明

照明

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12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 600 万元～

1200 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600
万元

22



23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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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职业标准》JGJ/T250
2《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建市〔2007〕17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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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工程建设标准

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现场从业人员

配备标准

DB/T 29-300-2022

J16379-2022

条文说明

2022 天 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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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编制组在编制过程中经过广泛调研，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

规范，在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天津市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从业人员配备标准》的编制工作。对

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

配备标准做出了规定，与现行国家、行业及我市地方相关标准相协

调。为便于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

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

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

和把握条文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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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2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

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建市〔2020〕105号）、《关于开

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
29号）要求，强化施工现场技能人才配备，减少工程质量安全隐

患，提升工程质量品质，制定本标准。

1.0.2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包括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现场管理人

员；技能工人包括施工现场一般技术工人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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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依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第 153号令）、《建

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生产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17号）、《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建质〔2008〕
91号）、《天津市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管理办法》（津建质安

〔2017〕118号）、《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十二部门关于印发完善

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工作方案的通知》（津住建发

〔2020〕2号）、《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职业标准》

（JGJ/T250-2011）有关规定及本市施工现场管理现状。

3.0.2 依据中国建设监理协会《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置标准》（试

行）

3.0.3 按照《关于开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

知》（建办市〔2021〕29号）有关规定，新建、改建、扩建房屋

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均应制定相应的施工现场技能

工人配备标准。技能工人包括一般技术工人和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

员。一般技术工人等级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

技师；工种类别包括砌筑工、钢筋工、模板工、混凝土工等，具体

设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工种目录的通知》（建办人

〔2017〕76 号）执行。可结合行业发展产生的新工种适时进行调

整。

《关于开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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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市〔2021〕29号）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包括建筑电工、建筑

架子工、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建筑起重机械

安装拆卸工、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和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特种作业人员等。依据《建筑施工

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建质〔2008〕75号），建筑施工特种

作业包括：建筑电工、建筑架子工、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建筑起

重机械司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特种作业。

3.0.4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应按时参加继续教育，及时

办理证书延期复核手续，确保所持证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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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

4.1 一般规定

4.1.2 按照《市建委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项目部管理岗位有关工作的通知》（津建筑〔2018〕489
号）要求，工程项目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对施工

项目部配置管理的相关规定，组建施工项目部，配备管理人员，出

具任命文件。相关岗位管理人员应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专业

人员岗位培训考核合格证书》，或者持有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含

授权部门）颁发的岗位证书。任命文件应当明确施工项目部的职责、

岗位设置、人员配备，通知建设单位；实行监理的工程，还应通知

监理单位。施工过程中，管理岗位人员发生变化的，施工单位应出

具变更文件，并通知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任命文件及变更文件应

当在施工项目部留存备查。

4.1.3 依据《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置标准》（试行）。

4.1.4 依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职业标准》

JGJ/T250-2011有关规定，鉴于土建施工、装饰装修、设备安装、

市政工程施工员、质量员专业差异较为明显，依据《建筑与市政工

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职业标准》JGJ/T250-2011有关规定，将其分

为四个子专业。相关岗位管理人员应分别取得相应专业的培训合格

证书。

4.1.5 在保障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本标准规定可

以兼任（同工程内兼任和跨工程兼任）的岗位。但要求在兼任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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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兼任岗位的相关证书。

4.2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4.2.1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任职条件，依据《注册建造师

管理规定》（建设部第 153号令）明确，本规定所称注册建造师，

是指通过考核认定或考试合格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造师资格证

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并按照本规定注册，取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造师注册证书（以下简称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担任施工单

位项目负责人及从事相关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未取得注册证书和

执业印章的，不得担任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项目负责

人，不得以注册建造师的名义从事相关活动。

《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建市〔2008〕48 号）明确，

大中型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必须由本专业注册建造师担任。一级注

册建造师可担任大、中、小型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二级注册建造

师可以承担中、小型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4年住建部令第 17号）和《天津市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管理办法》（津建质安〔2017〕118号）明确，

项目负责人（B类）包括取得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由施工企业法

定代表人授权，负责具体工程项目管理的人员。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任职条件，参考《建筑业企业

资质标准》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工程建设实际，确定任职条件。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安全负责人任职条件，依据《建筑施工企

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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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2008〕91 号）、《天津市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管理办法》

（津建质安〔2017〕118号）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十二部门关

于印发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工作方案的通知》（津

住建发〔2020〕2号）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工程建设实际，确定任

职条件。

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质量负责人任职条件，依据《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等十二部门关于印发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

工作方案的通知》（津住建发〔2020〕2号）明确，施工单位应当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岗位责任制度，设置质量管理机构，配备

专职质量负责人，对因施工导致的工程质量问题承担责任。推进工

程质量管理标准化，严格按照工程质量安全手册组织施工，将质量

管理要求落实到每个项目和每名员工。建立质量责任标识制度，对

关键工序、关键部位隐蔽工程实施举牌验收，加强施工记录和验收

资料管理，实现质量责任可追溯。按照标准和合同约定配备现场管

理人员，并确保到岗履责。质量负责人任职条件结合本市工程建设

实际确定。

4.2.2 依据《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置标准》（试行）。

4.3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4.3.3 参照中国建设监理协会《项目监理机构人员配置标准》（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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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

5.1 一般规定

5.1.3 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2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

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建市〔2020〕105号）、《关于开

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
29号）目标要求，结合本市建筑业“十四五”规划和施工现场用

工实际确定。

5.2 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

5.2.2 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2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

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建市〔2020〕105号）、《关于开

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
29号）目标要求，结合本市建筑企业工人队伍现状和施工项目现

场管理实际制定。

5.2.3 参照本市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登记管理工作和施工现场实际

情况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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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现场从业人员管理

6.0.3 按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实名制管理要求，

将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纳入施工现场实名制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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