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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material production sector of our national economy,
correlating closely with the entir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s. With the sustained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will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 strong development momentum over a long period. The
quality and safety are the keys of the entire construction activity, having an impact on people’s life
and economic safety. But now,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law is not perfect, and construction safety
accidents are still common. So, through a case study on the summer days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us in construction safety, as well as the security issue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high temperature and its causes; and then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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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生产部门，它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
系。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建筑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仍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建设质
量与安全是整个建设活动的核心，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但目前中国建筑法不完善，
建筑安全事故屡见不鲜，本文以建筑工人的夏日为例，从另一个侧面解析中国建筑安全现状，分析高温
下作业的建筑工人的安全问题及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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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建筑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生产部门，它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着密切
的关系[1]。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筑业近年来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建筑市场近年已经成为一个竞
争充分甚至过度竞争的市场。在国民经济的 20 个行业中排名第四的建筑业，在容纳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全国约 9000 万人从事建筑行业[2]。它营造了人们赖以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物质条件和文明，吸纳
了总人口 3%的就业人员，供养了 10%的民众[3]。而建筑业又是目前我国滋生腐败较严重、市场秩序较
混乱的行业之一，整个行业的法治状况令人担忧[4]。例如：工程质量安全事故频发；农民工工资拖欠情
况较为严重；建筑交易市场秩序仍显不够规范；一些法律责任界定模糊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会造成经
济损失，还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甚至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威胁。
就建筑业而言，《建筑法》作为国家颁布的一部母法，自颁布之日起结束了我国建筑行业“无法可
依”的状况。建设质量与安全是整个建设活动的核心，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建筑
业在改善人民居住、完成道桥建设任务、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仍然受到过去传统经济的影响，同
时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制，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5]。为了解决建筑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对
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全，保障建筑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我国建筑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建筑法的完善势在必行。本文以建筑工人的夏日为例，从另一
个侧面解析中国建筑安全现状，分析高温下作业的建筑工人的安全问题及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
建议。

2. 案例分析
2010 年，高温天气致使我国多地至少 40 人中暑死亡，其中建筑工人占多数。
2013 年入夏以来，我国多地持续高温，长江中下游和黄淮部分地区刷新了气象记录历史高温极值，
不少地方发生了户外工作者因中暑死亡的事件。
浙江。2013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7 日，浙江省疾控中心已接到中暑病例报告 2082 例，较去年同期增
加 60%以上，中暑死亡 15 人，其中因热射病和热衰竭死亡的有 13 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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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2013 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9 日，武汉已有 155 人中暑，其中 5 人死亡，59 例重度中暑患者，多
数为露天作业工人。
上海。2013 年 6 月 18 日，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某建筑工地一名建筑工人因天热致使身体出现“热
衰竭”而死亡。截至 2013 年 8 月 10 日，上海市疾控中心统计显示，该市因重症中暑死亡的人员已达 10
多人，在建筑工地等室外工作场所长时间暴晒的工人占中暑死亡者的 70%。
福建。之后不久，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红星国际建筑工地一名建筑工人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
下，因在高温室外长时间劳动去世。
山东。2013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 日，仅仅 3 天时间，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医院等 3 家医院接受治疗
多名因中暑入院的户外劳动者，其中 8 人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他们中有环卫工人，有建筑业农民工。
河南。2013 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4 日，河南省紧急救援中心接诊 49 名中暑者，多数是建筑工人和环
卫工人。
以上数据仅是一小部分，相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与此相同但却没有被报道的案例不计其数，建筑
工作者的安全难以保障。
据法治周末记者调查，北京的大多数建筑工人都没有高温补贴；建筑工地的宿舍环境极差，无法使
用电扇、空调等电器降温；建筑工地没有热水供应，高温环境下在洗手间里冲凉，极易引发心脏病进而
死亡；建筑工人法律意识淡薄，不清楚劳动合同的重要性，很多建筑工人没有与施工方签订劳动合同，
或有时工人签完空白劳动合同后，施工方才填写内容，难以保障自身权益等。
2012 年 6 月 19 日，《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发布实施，对 1960 年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
法》予以废止。新办法不仅扩大了劳动者的保护范围，还对高温条件下的劳动禁忌标定清晰“界线”，
如日最高气温达到 40 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等。但被认为“详细、具体”的新办法，
也似乎遇到了“落实难”的困境。建筑工人的夏日危机依然存在[6]。

3. 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案例可知，建筑工人的安全难以保障主要有以下 3 方面原因：
1) 自身问题。建筑工人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程度低，无法保障自身权益；
2) 施工方问题。施工单位为了谋取利益最大化，降低成本，不按规章制度办事，极度压榨建筑工人，
并且所提供的建筑工地的宿舍环境极差，无任何保障；
3) 建筑法问题。建筑法不完善，其中很少有关心建筑工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条例，并且对违返该条例
的施工方没有强力的惩罚措施，从根本上无法保障建筑工人的权益，让施工方有机可乘。

4. 建议及措施
4.1. 定期对建筑工人进行培训
国家或地方政府应定期对建筑工人进行防暑降温知识及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使其知道中暑症状及
其预防措施；施工现场严禁赤膊和拖鞋上岗，心情欠佳及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也应禁止高空作业；增
强建筑工人对安全防护用品佩戴使用的意识，高空作业时，外脚手架、脚手板及安全网必同步跟上等安
全常识；同时，定期对建筑工人的法律知识进行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可进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制
度，逐渐规范建筑流程。

4.2. 完善建筑法
医疗方面。若有条件，可在施工场地设一临时医疗诊所，方便伤者及时救治；若没条件，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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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至少有一位比较懂医的人员，并配有专车，以保障事故发生时可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
施工方面。《建筑法》中应增加建筑工人的休息权及建筑工人的高温津贴支出作出约束性规定。高
温下，各施工单位应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不得为赶工期随意加班加点，可根据天气变化情况，采取“做
两头、歇中间”的方法或轮换作业的办法，避免高温日照暴晒、疲劳作业和防止建筑工人中暑；同时，
施工方应给建筑工人发放降温劳保用品、降温饮料，适当发放降温费等；遇大雨、雷电和六级以上大风
时，也应禁止高处与露外作业；定期对临时用电进行检测，每个电器设备要搭防雨棚，并且每天下班有
电工拉断电源，并巡查施工现场；氧炔瓶在使用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做好防暴晒工作，并
严禁吸烟和使用明火；国家或地方政府应不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体恤民情，加强重大危险源、特
种设备等领域的安全监督，从严落实高温天气的日常监督、监督措施，对违返该法的施工方进行严重处
罚，并对比较好的施工单位发放奖牌，以资鼓励。
子女方面。建筑工人虽然文化程度低，但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保障他
们的安全将成为我们回馈他们的第一要务。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关注一下他们的子女上学问题，每年有
数以千万计的建筑工人，就有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处理好他们子女的问题，解决其后顾之忧，他们
便会在工作场地中更加认真卖力的工作，从而创造出一些我们无法预测的奇迹。
高温是一种灾害，当气温、湿度达到临界点，而人体热量无法散出，体温超过忍耐极限时，就会出
现意外。随着极端气候的频率逐渐增加，面对“高温杀手”，建筑工人成为主要其主要受害群体。因此，
完善《建筑法》中对建筑工人的休息权和高温津贴的补助法规，增加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改善建筑工
地的医疗条件，规范施工流程，解决建筑工人子女的上学问题，从严落实高温天气的日常监督等，必将
会提高建筑工人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增加国民经济的收入，维护社会稳定，使建
筑业向更健康、更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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