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疫情防控承诺书（模板）

我单位承建的 项目，承诺将认真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具体做到以下11项内容：

1.严格落实县疫情防治指挥部和县住建局关于疫情防治工作

相关要求，项目全体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

2.建立项目疫情防控小组，明确专人负责工地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参照国家、省、市、县卫生防疫标准执行；

3.认真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内容应包括疫情防控具体措施、

预留人员隔离观察室、节后施工人员保障等内容；

4.科学开展疫情防控和卫生宣传教育，并留有相应书面和影像

资料；

5.所有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信息全部登记造册（含籍贯、接

触疫情地区人员、自身健康情况等）；

6.严格做好施工现场和生活区的全封闭管理，人员进出工地必

须通过实名制通道，进出生活区严格门卫管理，杜绝人员私自外出；

7.凡发现来自或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的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县住

建局及属地政府，并对相关人员严格落实隔离观察14天措施；

8.现场配备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用品，并根据疫情防控部署情

况及时补充储备，做好防疫用品发放、登记和签收工作；

9.严格落实现场全员体温测量并登记，每日不少于2次，所有

人员须戴好口罩等防护措施；

10.改善民工居住环境，严禁大通铺，定期做好宿舍消毒防疫

工作；

11.对员工宿舍、食堂、厕所等公共场所进行全方位的卫生防

疫消毒，并保持整洁卫生。

项目部（盖章）： 项目经理（签字）：

2020年 月 日



附件 2

返栟员工行程登记表（模板）

姓 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健康状况

现居住地址

离栟时间 返栟时间

回程乘坐

交通工具

（含转车等

所有车牌、

车次、轮渡、

航班信息；

私家车返

回，需提供

车牌号及途

经线路）

返回前半

个月活动轨

迹（详细填

写时间、地

点等信息）

本人保证此表格填写内容真实、完整、可靠，如有不实之处，愿承

担一切法律责任。

填写人签字： 填表日期：



附件 3

返栟员工疫情防控承诺书（模板）
为切实阻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维护本单位员工的

身体健康和在建工程的正常运行，在疫情防控期间，进入工地

前特此承诺以下事项：

一、本人承诺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及工地相关疫情防控管

理规定，在工地期间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护意识，全程戴好

口罩，不摘下口罩、不漏口鼻。

二、本人声明身体健康无异常，无发热、咳嗽、呼吸困难

等症状。

三、本人声明，本次行程路线未经过湖北、温州等重点疫

区，途中没有去过人员密集场所，没有与重点疫区人员有接触。

三、本人声明自当日进入工地前溯15天内没有到过湖北、

温州等重点疫区，也没有与湖北、温州等重点疫区人员有接触

史。主要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人也没有与湖北、温州等重点疫

区人员有接触史。

四、本人知道如果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根据《刑法》最

高可处7年徒刑的规定，承诺积极配合项目部人员采取调查、防

护隔离、消毒等疫情防控处置措施。

五、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所有信息保证真实，绝无隐瞒。

本人接受并完全理解了以上规定并严格遵守；信守承诺，

如果违反，自愿承担责任。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附件 4

开（复）工安全生产承诺书（模板）

我单位承建的 项目，承诺开（复）

工时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具体做到以下如下：

1.认真开展项目隐患自查自纠工作，严格落实隐患整改各

项要求，并留有书面和影像资料；

2.认真开展职工安全教育工作，严格落实不培训不上岗，

培训不合格不上岗要求。对新进、转岗务工人员，开展施工现

场安全应知应会、注意事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岗前培训

教育。

3.项目部按要求配备专职安全员，项目经理、安全员、特

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主要管理人员在岗履职；

4.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到位，做到专款专用；

5.严格落实“危大工程”管理各项要求；

6.严格落实预防高处坠落措施；

7.认真开展施工现场“反三违”各项工作；

项目部（盖章）： 项目经理（签字）：

2020年 月 日



附件 5

栟茶镇建筑业复工企业和项目疫情防控联络员名单

序号 项目性质 名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联络员姓名 联系方式 备注

1 房地产开发企业 南通茗海置业有限公司 张素华 13951100315 王婷 15962789195

2 建筑施工企业 南通鑫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缪卫华 13338657000 吴震环 15896280690

3 建筑施工企业 南通五建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素华 13951100315 吴震环 15896280690

4 建筑施工企业 南通五建跃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刘跃进 13901433828 吴震环 15896280690

5 建筑施工企业 南通恒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缪兵 13063893885 吴震环 15896280690

6 建筑施工企业 南通康氏路桥有限公司 康冬燕 13773698969 吴震环 15896280690

7 建筑施工企业 南通欣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顾理芳 13861930502 吴震环 15896280690

8 建筑施工企业 南通鑫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荣荣 18862904960 吴震环 15896280690

9 建筑施工企业 南通宇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周细华 15951326789 张慧杰 13862472996 拆除项目

10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

浆企业
南通灵宵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刘新华 13801719313 徐杰 18752462372

11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

浆企业
南通润洋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缪根 13921478171 徐杰 18752462372

12 施工项目
栟茶镇生活垃圾压缩式中转站新建项

目
李建江 13921476428 任永建 13862475523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350496186


13 施工项目 栟茶镇文体中心装修项目 徐建 13862771658 冒海燕 13862795398

14 施工项目 镇政府大楼内外部维修项目 符小兵 13813729333 孙雨潇 15896298583

15 施工项目 梦百合施工项目 谢东 18112271588 罗俊 15962777762

16 施工项目 正大施工项目 崔爱民 13813629299 蔡东波 15262749808

17 施工项目 隆力奇施工项目 符小兵 13813729333 殷培培 13862472576

18 施工项目 幼儿园施工项目 张荣荣 18862904960 孙睿 18352680383 南通鑫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9 施工项目 栟茶镇中市街市政配套改造 徐松 13358088969 孙睿 18352680383 南通建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 施工项目 西街文创园项目 A区 毛建明 15851316872 孙睿 18352680383 海门市金磊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21 施工项目 西街文创园项目 B区 徐洪 13228895266 孙睿 18352680383
南通市双甸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22 施工项目 廊桥施工项目 唐海军 13813627332 孙睿 18352680383 南通恒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3 施工项目 卫生堂外立面装饰工程 汪卫星 15906271666 孙睿 18352680383 南通鼎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4 施工项目 旅游厕所 林红梅 13404208969 孙睿 18352680383 南通星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5 施工项目 酒文化博物馆配套工程 许红叶 15962224202 孙睿 18352680383 江苏荣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6 施工项目 古镇一期拆除项目 周细华 15951326789 张慧杰 13862472996

27 施工项目 古镇二期拆除项目 周细华 15951326789 张慧杰 13862472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