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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建人防〔2021〕73 号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2020 年度全市

结建人防工程设计审图质量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市结建人防工程设计、审图质量，加强监

督管理，根据《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人民防空工程防

护功能平战转换设计标准》、《人民防空地下室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要点》等规范标准，我局 2020 年开展了 4 次结建人防工程施

工图检查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我局从“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数字化审查管

理系统”随机抽取了 2019 年 1 月 1 日以来已通过施工图审查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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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结建人防工程的图纸，涉及广州市各行政区，人防面积约为 13

万平方米，共 74 个防护单元。各专业专家对抽取的图纸进行了认

真细致的检查，并填写了《人防工程设计文件技术审查执行情况

检查表》和《施工图设计文件检查意见单》。

检查中发现，24 个项目中有 3 个项目涉嫌违反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或原则性规定。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涉嫌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或原则性规定项目的情

况：

1. 某酒店项目防空地下室人防门的等级使用错误、负三层无

梁楼板配筋率不足；

2. 某养老服务基地项目防空地下室防护单元之间未�用双向

受力的人防门，门框墙配筋率不足；

3. 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房、仓库、宿舍楼及附属设施工程

防空地下室与人防区相邻的非人防区顶板底面高出室外地平面。

（二）检查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

建筑专业：

1.室外人防主要出入口在防倒塌问题上设计不到位，绝大部

分无基础预埋件定位图；

2.设置在绿化带内的主要出入口有出地面的条件但均没有露

出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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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说明人防风井出地面后的处理方法；

4.防空专业队装备掩蔽部主要出入口的人防门外侧设置活动

坡道加战时封堵，不便于人防门战时启闭；

5.部分项目中有 3～4 个人防单元建筑面积接近或达到 2000

平方米，但掩蔽人数均不大于 800 人；

6.地下室剖面图未标注人防区顶板及室外地面的绝对标高，

人防顶板局部高出室外地面；

7.首层平面图中对主要出入口位置的标注不够清晰，未标注

出入口距首层建筑物外墙的距离。

结构专业：

1.防护单元主要出入口的结构加固范围不全；

2.门框墙配筋率不足、钢筋锚固不符合人防构造要求；

3.人防区无梁楼板有局部配筋不足；

4.人防拉结筋标注不到位。

通风专业：

1.部分风口未提供定位；

2.部分房间缺通风系统；

3.风机及风管支架规格等未按照新图集要求设计；

4. 部分风管缺防火阀；

5.未设置风量测量装置；

6.平面图缺测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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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毒通道气流组织不完善。

给排水专业：

1.水箱供水管与市政供水管连接欠完善；

2.水箱未提供定位；

3.桶装水数量不明确；

4.集水井未设置透气管；

5.口部洗消设置欠完全；

6.电站供油系统设计不完全；

7.设备材料表统计欠完全。

电气专业：

1.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2.未对战时应急疏散照明照度和人防工程内防护设备的等电

位接地做要求；

3.未提供战时通信设计图纸；

4.未落实人防专用电源回路；

5.人防工程外接电源引入防雷措施不当。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各建设单位要切实履行落实主体责任，针对检查发现

的问题，组织相关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施工单位，对照

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对可能正在施工的部位进行返工整

改。各设计单位要认真履行设计主体责任，认真分析查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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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同时要尽快组织排查承接的其他工程设计

项目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各施工图审查机构要

切实履行审查职责，加强内部技术管理，严格落实岗位职责和签

章制度，强化审查责任，真正把好工程设计质量关。

（二）请各有关单位于 4 月 30 日前将整改情况报各区结建人

防主管部门。请各区结建人防主管部门于 6 月 30 日前将整改情况

报送我局。我局将对整改情况进行检查核实。

（三）我局今年将在结建人防工程设计、审图阶段，强化事

中事后监管，持续开展结建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抽查工作，促进

人防工程设计、审图质量全面提高。

附件：1. 2020 年结建人防施工图抽查违反强条或原则性规定

项目情况汇总表

2. 2020 年结建人防施工图审查检查情况汇总表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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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结建人防施工图抽查违反强条或原则性规定项目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工程编号 工程名称 所在区

人防建筑

面积 （平

方米）

单元

个数
违反强条或原则性规定

1 2017-440118-70-03-814425-002

合汇颐园酒店及地下室（自编

号 91#，91-1a#~91-3a#、

91-1b#~91-3b#、91-1c#、

91-2c#、90c#）

增城区 14816 7

1、核 5 级单元用了核 6 级的人防

门。 2、负三层

无梁楼板存在配筋不足的情况。

2 2017-440116-84-03-010130-001

颐年园三期东部养老服务基地

项目【1#自理楼及地下室、2#

自理楼及地下室、3#自理楼、

4#、5#护理楼及地下室】

黄埔区 9304 5

1、防护单元之间未釆用双向受力

的人防门防护。

2、门框墙配筋率不足。

3 2018-440117-26-03-842630-001

厂房工程 3 幢（自编车间一～

三）、仓库工程 1 幢、仓库工

程 1 幢（自编危化品库）、宿

舍楼工程 2 幢、附属设施工程

1 幢（自编门卫室）

从化区 1627 1

与人防区相邻的非人防区顶板底

面高出室外地平面，不满足强条

3.2.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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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结建人防施工图审查检查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工程编号 工程名称 所在区

违反强

条或原

则性规

定

主要问题

1 2018-440113-47-03-832800-004

盛龙安置区（二期）郭塱村项目（自

编号 G4 及地下室）、盛龙安置区（二

期）郭塱村项目（G5 楼工具房、G1-G2

商业楼）、盛龙安置区（二期）郭

塱村项目（G3 商业楼）

番禺区 无

建筑：剖面图中应显示人防顶板及室外地面绝对标高；缺人防区

底板、外墙配筋图；缺车道剖面图。通风：风机房漏防火阀；风

管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通气管及洗消设施。电气：

缺警报器房电气平面图、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未对战

时应急疏散照明照度和人防工程内防护设备的等电位接地做要

求。

3 2017-440116-73-03-015987-001

广药白云山生物医药与健康研发销

售总部-1#楼（车间）、2#楼（车间）、

3#楼（商务办公）

海珠区 无

建筑：第四单元 4-3 口应在风井内安装爬梯；缺人防区底板、外

墙配筋图，拉结筋标注不到位。通风：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

设计。给排水：完善通气管、电站供油设计。电气：未对战时蓄

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4 2019-440118-77-03-026228-003

办公，地下室（自编号 1 栋，DX-1、

DX-2），公建、办公（自编号 2 栋）、

办公（自编号 3 栋）、办公（自编

号 4 栋）、公建（自编号垃圾站）

增城区 无

建筑：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缺人防结构计算书。通风：

风机房漏防火阀；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

水箱定位及电站供油设计。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未落实人防专用电源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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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9-440116-47-03-024491-001 YH-A4-6 地块才筑·长岭居 黄埔区 无

建筑：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缺人防主要出入口配筋图。

通风：缺风量测量装置；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

复核水箱。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人防工程外接

电源引入防雷措施不当。

6 2018-440112-63-03-808702-001
知识城信息大厦（JLXC-B1-2-1 地

块）建设
黄埔区 无

建筑：首层平面图中应显示防倒塌挑檐的平面定位尺寸。结构：

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缺人防结构计算书，拉结筋标注不

到位。 通风：缺风量测量装置；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

给排水：完善洗消用水及供水管设计。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

做封闭要求、未对战时应急疏散照明照度和人防工程内防护设备

的等电位接地做要求。

7 2018-440114-47-01-804889-001

广清城际轨道交通项目（花都段）

安置区工程（狮岭镇军田安置区一

期工程）-住宅楼（自编 1#-2#）、

垃圾收集点（自编 GB）、商业、公

建楼（自编 SB 邻里中心）及地下室

（自编一期）

花都区 无

结构：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通风：风口缺定位；风管风

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桶装水数量、洗消及通气

管。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进风机控制原理图不

满足通风专业在多种通风方式下风机同时运行的要求。

8 2018-440113-70-03-826228-002 广州亚运城自编号 E 地块 番禺区 无

结构：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缺人防结构计算书。通风：

风口缺定位；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桶装

水数量。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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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9-440118-47-03-021432-001 誉山国际一区交易广场项目 增城区 无

结构：第 2-1、3-1 口在首层应显示防倒塌棚架预埋件定位图，3

个单元面积达到或接近 2000 平米，只掩蔽 800 人，应增加；C-A

轴外挡土墙尺寸不够；专业队队员单元面积超规范一倍；缺人防

区底板、外墙配筋图，缺人防结构计算书。通风：缺风量测量装

置；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水量计算、通

气管及洗消集水井规格。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10 2017-440103-47-03-008309-001 葵蓬商业大厦 荔湾区 无

结构：缺人防区底板配筋图，主要出入口加固范围不全。通风：

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通气管。电气：未

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11 2017-440116-84-03-010130-001

颐年园三期东部养老服务基地项目

【1#自理楼及地下室、2#自理楼及

地下室、3#自理楼、4#、5#护理楼

及地下室】

黄埔区

防护单

元之间

有一处

未采用

双面受

力的人

防门防

护

建筑：防护单元之间有一处未采用双面受力的人防门防护。结构：

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有门框墙配筋率不足，钢筋锚固有

误。通风：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洗消有误及

完善材料表、水箱定位、通气管、电站供油设计。电气:未对战时

应急疏散照明照度做要求、未提供战时通信设计图纸、人防工程

外接电源引入防雷措施未明确。

12 2018-440104-87-03-007689-002 广州市大佛寺建设工程（二期） 越秀区 无

建筑：人防主要出入口出首层应加防倒塌棚架预埋件定位图。结

构：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主要出入口加固范围不全。通

风：缺风量测量装置；风机房缺防火阀。给排水：防爆地漏有误

及完善水箱定位。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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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9-440100-47-03-081155-001 白蟮塘酒店建设项目 花都区 无

结构：缺人防区底板配筋图，缺人防结构计算书，主要出入口加

固范围不全。通风：缺风量测量装置；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

设计。给排水：防爆地漏有误及完善电站供油设计。电气：未对

人防工程内防护设备的等电位接地做要求、天面人防警报器房配

电箱未设浪涌保护装置。

14 2018-440117-26-03-842630-001

厂房工程 3 幢（自编车间一～三）、

仓库工程 1 幢、仓库工程 1 幢（自

编危化品库）、宿舍楼工程 2 幢、

附属设施工程 1 幢（自编门卫室）

从化区

防空地

下室与

人防区

相邻的

非人防

区顶板

底面高

出室外

地平

面，不

满足

3.2.15

条。

建筑：剖面 1-1 中，与人防区相邻的非人防区在 A-1 轴完全外露。

结构：缺人防区底板配筋图，主要出入口加固范围不全。通风：

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材料表。电气：未

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未对战时应急疏散照明照度、未落

实人防专用电源回路、人防工程外接电源引入防雷措施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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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7-440116-72-03-807081-001
协鑫南方总部项目（协鑫南方能源

中心）
黄埔区 无

建筑：三个单元的面积接近 2000 平方米，只掩蔽 800 人；核对 X

轴～N 轴之间人防顶板下表面是否高出室外地面；1#汽车坡道出

首层防倒塌棚架基础预埋件的平面定位图。结构：缺人防区底板

配筋图，钢筋锚固有误，主要出入口加固范围不全。通风：防毒

通道气流组织部完善；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

热水器位置错误及完善电站供油设计。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

做封闭要求、补充人员掩蔽单元连通口大门上方三种通风方式信

号箱、补充防护单元连通口预埋管。

16 2017-440115-38-03-017764-004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LED 智能照明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厂

房、宿舍

南沙 无

建筑：主要出入口车道出首层后应有防倒塌棚架基础预埋件平面

定位图。结构：钢筋锚固有误，主要出入口加固范围不全。通风：

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防化值班室缺通风。给排水：无

意见。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人防工程外接电源

引入防雷措施不当。

17 2018-440118-47-01-835260-002

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住房项目

-住宅；垃圾收集站，地下室（自编

号 LJ、DX-1#、DX-2#、DX-3#）

增城区 无

建筑：2#车道作为专业队装备掩蔽部人防大门前不应采用活动钢

架作坡道过渡垫层，应保障人防大门的随时开启与关闭。结构：

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拉结筋标示不到位。通风：防毒通

道气流组织部完善；缺风量测量装置。给排水：优化水箱位置。

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未对战时应急疏散照明照

度做要求、电站配电箱进线开关及双电源切换开关选择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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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8-440118-70-03-839937-007
门卫室，地下室（自编号 16#，

DX-1F~DX-3F）--樾云台一期
增城区 无

建筑：第四、第五单元面积接近 2000 平方米，只掩蔽 800 人；第

一单元利用车道作为主要主入口，但在负一层并没有出到车道，

而是出在向反方向的非人防区内；同时该车道出首层应有防倒塌

棚架基础预埋件的平面定位图；第四、第五单元应在首层画出防

倒塌挑檐的平面定位尺寸，并核实是否出到室外。结构：缺人防

区底板、外墙配筋图，缺人防结构计算书，主要出入口加固范围

不全，拉结筋标示不到位。通风：部分房间缺风管或防火阀；风

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空气隔断措施。电气：

未对战时应急疏散照明照度和人防工程内防护设备的等电位接地

做要求。

19 2019-440113-70-03-058441-001
友联广场（住宅、公建、商业楼 1

幢， 其他 1 幢）
番禺区 无

建筑：口部 1 出室外首层应有防倒塌棚架基础预埋件平面定位图。

结构：缺人防区底板配筋图。通风：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

计；防化值班室缺通风。给排水：完善供水管设计、桶装水数量

及水箱定位。电气：未提供战时通信设计说明。

20 2018-440115-70-03-848234-003

华润广州南沙新区明珠湾项目G1#、

G2#；华润广州南沙新区明珠湾项目

G3#、G4#、G-2-1 地下室；2018NJY-11

地块项目 R1#、R2#；2018NJY-11 地

块 S1#；华润广州南沙新区明珠湾

项目 D1-D6#

南沙区 无

建筑：1-1 口、2-1 口合用车道出首层后应有防倒塌棚架基础预埋

件平面定位图。结构：缺人防区底板配筋图，缺人防结构计算书。

通风：缺风量测量装置；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

无意见。电气：未提供战时通信设计说明。

21 2018-440116-35-03-809070-002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基地项目
黄埔区 无

建筑：人防主要出入口车道出首层应加防倒塌棚架预埋件定位图。

结构：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主要出入口加固范围不全。

通风：部分房间缺风管或防火阀；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

给排水：完善供水管设计。电气：人防工程外接电源引入防雷措

施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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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8-440114-61-03-837131-001 商业酒店 花都区 无

建筑：地下二层人防战时平面应划分人防单元，布置每个人防单

元的战时出入口，设置人防电站，标出所有人防门的位置与型号。

结构：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缺人防结构计算书，拉结筋

标示不到位。通风：缺风量测量装置；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

设计。给排水：完善桶装水数量及材料表。电气：未对战时蓄电

池组做封闭要求、电气设备安装时限不满足平战转换要求。

23 2018-440117-70-03-834258-005

公建配套工程 1 幢（自编 S3#肉菜

市场）、地下室工程 1 幢（自编地

下室二期）、附属设施工程 1 幢（自

编 D1#岗亭 D1#电梯）

从化区 无

建筑：在人防区外墙 D-7 轴、D-24 轴之外的挡土墙应标注水平尺

寸。结构： 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缺人防结构计算书，主

要出入口加固范围不全，拉结筋标示不到位。通风：缺风量测量

装置；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电站供油设

计及洗消排水。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屋顶警报

器房电源箱未设置浪涌保护装置。

24 2017-440103-83-01-820426-001 荔湾区儿童医院新建工程 荔湾区 无

建筑：主要出入口应有防倒塌棚架基础预埋件平面尺寸定位图。

结构：缺人防区底板、外墙配筋图，钢筋锚固有误，拉结筋标示

不到位。通风：风管风机支架未按新图集设计。给排水：完善供

水管设计及水箱定位。电气：未对战时蓄电池组做封闭要求、 未

落实人防专用电源回路、人防工程外接电源引入防雷措施不当。



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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