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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发展装配式建筑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责任单位 任务内容 完成时限

1
各区（开发区）

人民政府
（管委会）

按规定落实装配式建筑建造要求。 全年

在政府投资房建项目（除市财政拨款项目）前期手续中，要求建设单位认真落实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
规定，并纳入审查备案范围。

全年

严格执行《湖北省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管要点（试行）》、《武汉市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实施
办法》，加强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以及施工过程质量安全监督，将装配式建筑执行标准情况和装配率
指标纳入日常监督和验收监督内容。

全年

强化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施工关键岗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加强对构件装配工人、灌浆工人培训记
录、作业技能检查。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并进行信用惩戒。

全年

申报示范项目，完成目标任务。 全年

积极支持产业基地申报国家、湖北省示范基地，引导符合条件的产业基地向建筑产业现代化产业园区
发展。

全年

按照附件 3和附件 4要求每月 22 日前统计报送相关信息。 全年

2 市发改委

落实按照装配式方式建造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其因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所增加的成本计入项目建设
成本。如果装配式建造方式使用 BIM 技术，应在装配式建设项目的工程建设成本中单列 BIM 技术费用。

全年

利用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装配式部品部件产业链相关研发、生产企业。 全年

在政府投资房建项目（市财政拨款项目）前期手续中，要求建设单位认真落实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规
定，并纳入审查备案范围。

全年

对政府投资新开工独立成栋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在下达建设计划时应提出按照装配式建筑建造的要求。 全年

3 市经信局
利用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装配式部品部件产业链相关研发、生产企业。 全年

指导协助我市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建设。 全年

4 市自然规划局
落实外墙预制部分水平投影面积（不超过装配式建筑单体±0 以上建筑面积的 3%）不计入成交地块的
容积率核算政策。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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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划拨、出让等手续时，应当明确装配式建筑建造要求。按照规划设计条件要求，在《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备注中注明为“装配式建筑”。

全年

5 市房管局
落实装配式商品房项目预售资金监管比例和提前办理预售许可优惠政策。 全年

督查落实政府投资新开工独立成栋的保障性住房项目按照装配式建筑建造。 全年

6 市城建局

制定和协调落实 2022 年发展装配式建筑工作要点和任务分解表。 4月

落实按照装配式方式建造的项目可按照技术复杂类工程项目进行招投标。 全年

落实装配式建筑优先评奖评优和建筑市场主体信用评价中给予适当加分政策。 全年

将装配式建设实施要求落实到施工图设计审查、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在《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合格证》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备注中注明为“装配式建筑”。

全年

按照《市城建局关于实施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的通知》要求，督促建设单位按照标
准规范规定的验收程序组织装配式建筑装配率指标专项验收，编制装配率自评价报告作为竣工验收资
料，同时将竣工验收信息报送市、区建设管理部门。

全年

严格执行《湖北省装配式建筑施工质量安全监管要点（试行）》、《武汉市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实施
办法》，加强装配式建筑建设管理以及施工过程质量安全监督，将装配式建筑执行标准情况和装配率
指标纳入日常监督和验收监督内容。

全年

强化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施工关键岗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加强对构件装配工人、灌浆工人培训记
录、作业技能检查。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并进行信用惩戒。

全年

组织装配式建筑示范项目申报、评审、认定和验收。积极支持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和项目申报国家、
湖北省示范产业基地、示范项目。

全年

组织开展 A级及以上装配式建筑认定。 全年

大力推行工程总承包（EPC）、全过程工程咨询，推广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在新型建筑工业化全
寿命期的一体化集成应用。

全年

及时发布装配式建筑 PC 构件综合信息价。 全年

研究制定装配式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成本中单列 BIM 技术费用的相关取费标准。 全年

继续支持武汉建筑业协会装配式建筑分会开展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星级评价工作并加强评价结果
运用，引导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企业进一步完善标准、强化管理，提高预制构件质量。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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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督查和专项检查。 全年

组织编制标准规范，开展课题研究。 全年

开展宣传、培训。 全年

市建筑质监站按照附件 3和附件 4要求每月 22 日前统计报送市管装配式建筑相关信息，市市政质监站
按照附件 3要求每月 22 日前统计报送地铁隧道围护结构相关信息。

全年

7 市市场监管局 加强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企业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全年

8 市科技局
指导拥有成套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全年

支持相关部门开展装配式建筑课题研究。 全年

9 市财政局 指导相关部门利用各种资金、基金扶持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区和工程项目。 全年

10 市税务局
落实列入《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新型墙体材料目录》的新型墙体材料，可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增
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全年

11 市地方金融局 落实装配式建筑金融服务优惠政策。 全年

12
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
支持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 A 级及以上装配式建筑商品房，适当放宽公积金贷款条件和提高公积金
贷款额度。

全年

13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交管局

落实对运输超大、超宽的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结构构件、钢筋加工制品等的运输车辆，在物流运输、
交通组织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全年

14 市生态环境局
落实在重污染天气期间，装配式等新型建筑工业化项目在加强大气污染防控前提下，非土石方、喷涂、
粉刷、切割作业等施工环节可以不停工。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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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区（开发区）2022 年新建装配式建筑目标分解表

序号 区域 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

1 江岸区 80（60） 40%

2 江汉区 30（25） 40%

3 硚口区 95（75） 40%

4 汉阳区 95（75） 40%

5 武昌区 65（50） 40%

6 洪山区 70（55） 40%

7 青山区 55（40） 40%

8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240（185） 40%

9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 180（140） 40%

10 东西湖区 160（120） 40%

11 蔡甸区 100（80） 40%

12 新洲区 120（90） 40%

13 黄陂区 120（90） 40%

14 江夏区 150（115） 40%

合计 1560（1200） 40%

注：1.新建装配式民用建筑面积不低于括号内数值。

2.任务比例是指各区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达到确定的比例，而不是要求单个项目按确定比例进行装配式方式建

造。

3.原则上新建民用建筑按照装配式要求“应做尽做”，目标考核按照新建民用建筑实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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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 1 月-XX 月新建装配式建筑项目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项目名

称

项目地

点

建设单

位

构件供

应单位

施工单

位

装配式

建筑应

用面积

（㎡）

工程总

面积

（㎡）

应用构

件类型
装配率

工程类

型

结构形

式

开工时

间/竣

工时间

是否为

全装修

或装配

化装修

是否为

政府投

资工程

是否采

用工程

总承包

（EPC）

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1.要把装配式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等悉数统计上报。市政基础设施包括地铁隧道围护结构、城市道路人行道、管

网、高架路桥、综合管廊等，其中地铁隧道围护结构由市市政工程质量监督站填报，其他市政基础设施由各区填报。

2.市政基础设施应用装配式建造方式面积计算方法：地铁隧道围护结构按预制管片外表面积计算；城市道路人行道按铺装面积计算；

管网按管网外表面积计算；高架路桥按预制桥面面积计算；综合管廊按管廊外表面积计算。

3.工业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可不填装配率。

4.项目名称填写采用装配式建造的具体地块、期数、标段或楼栋。（同一地块、期数、标段项目合并填写）

5.应用构件类型填写实际应用部品部件名称，如：PC 预制叠合楼板、轻质条板、集成卫生间、集成厨房、预制钢柱、预制钢梁等。

6.工程类型填写保障房、商品住房、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农房及旅游景观项目或其他。

7.结构形式填写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木结构或其他。

8.开工时间填写实际开工时间，本年度还未竣工的项目可不填竣工时间。

9.是否为全装修或装配化装修填写否、全装修、装配化装修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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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 1 月-XX 月新建装配式建筑数据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新建装配式建筑面积（㎡） 新建装配式民用建筑面积（㎡） 新建建筑面积（㎡） 新建民用建筑面积（㎡）

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