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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工程特性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位

于张家口市张北县城西侧大河镇、单晶河乡、台路沟乡、馒头营乡、海流图乡境

内，本工程装机容量 150MW，建设 110kV 升压站 1座，风电场内安装 30 台 3400kW

风力发电机组和 15 台 3200MW 风力发电机组。工程由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

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位于张北县大河镇、单晶河

乡、台路沟乡、馒头营乡、海流图乡境内，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地貌类型属于

坝上高原区，地势较高，海拔在 1400m 左右，地形起伏较大，但坡度较缓，一般

为 15~25°。项目区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多年平均气温

3.7℃，多年平均降雨量 401.6mm，多年平均大风日数 63.3 天，年平均风速为

3.99m/s，测风塔 90m 高的平均风速分别为 6.94m/s，最大冻土深度 218cm。项目

区土壤主要为栗钙土，表土质地为轻壤质，土层厚度一般 20~40cm。本地区属于

欧亚大陆草原区系，地表植被多为耐寒耐旱的草本植物，间有小灌木伴生，植被

覆盖率达 30%~50%左右。

建设规模：本工程装机容量 150MW，建设 110kV 升压站 1座，风电场内安装

45 台风力发电机组（30 台 3400kW 的风力发电机组和 15 台 3200kV 的风力发电机

组），每台风力发电机接一台箱式变压器，经6回 35kV集电线路送至风电场 110kV

升压站的 35kV 侧，最终以 1回 110kV 线路接至汇集站，年均发电量为

371.04GW·h，年利用小时数 2473.6h。

工程等级：工程等别为Ⅱ等，工程规模为大（Ⅱ）型。

建设内容：包括 110kV 升压站、风机区（风机东区和西区）、道路区（进

站道路和进场道路）、集电线路（施工缆沟、杆塔基础）、施工生产生活区共 5

个分区。针对各分区的特点布置水土保持措施。

施工工期：工程于 2020 年 8 月开工，2021 年 7 月完工，总工期 12 个月。

1.2 合同目标和范围

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 2018 要求完成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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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受建设单位委托，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张家口张北风

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设施的

监理任务，双方正式签订了《监理合同》。

1.2.1 监理合同目标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的

水保监理合同目标包括对该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设施实施质量控制、进度控制、

投资控制、实行项目的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协调有关各方的关系，以保证整个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达到总体目标要求。简称为“三控制、二管理、一协调”，为

实现项目的总体目标服务。其具体目标如下：

（1）“三控制”即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

质量控制目标：按照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和单元工程划分，以单元工程为基

础进行检验和质量等级评定，使其所有工程质量均符合合同文件中列明的质量标

准或监理工程师同意使用的其他合理标准。

进度控制目标：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的工程进度，尽量合理安排工期，

使其工程进度满足施工进度安排，将水保工程施工进度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的

工程进度相一致。

投资控制目标：在不受施工、其他自然或人为因素变化影响的情况下，使水

土保持投资控制在批复的水土保持估算范围内。

（2）“二管理”即项目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

合同管理目标：合同是维护和巩固建设次序，保证工程建设的有效实现，加

强合同各方当事人之间合作，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监理合同管理的宗旨是以事

实为根据，以合同条款及法律为准则，促进各方履行合同义务，参与合同管理协

调及工作。使其合同规定的责任项和法定承诺得以妥善履行。

信息管理目标：做到信息准确、及时、通畅，并且满足建设过程中设计、材

料和设备供应等符合施工节奏，保证各工程技术、经济得到及时整理。做好合同

及相关约束文件的管理的同时，须收集好各类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判断、分类

存档，及时填报和签认规定报表和文件。

（3）“一协调”即协调工程相关各方关系，以及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和争议进行调解，理顺各方的关系，达到人与工程建设和谐发展的目标，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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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得以顺利建设和完工。

1.2.2 监理合同范围

本项目的水保工程监理合同范围为批复的水保方案防治责任范围内所有防

治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等。主要分区为 110kV 升压站、

风机区（风机东区和西区）、道路区（进站道路和进场道路）、集电线路区（施

工缆沟、杆塔基础）、施工生产生活区共 5 个分区。

1.3 工程项目组成

本项目场址位于张家口市张北县城西侧约 20km 处的低山丘陵区，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 110kV 升压站、风机区（包括风机基础及箱变、临时吊装区）、道路区、

集电线路区及施工生产生活区。

（一）110kV升压站

本工程新建一座 110kV升压站，布置大体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区为生

活管理区，包括综合楼、综合泵房、备品备件库及活动场地；西区为变电区，主

要布置有 35kV 配电装置楼、SVG 室、主变及架构、无功补偿设备。围墙采用高

度为 2.2m 实体围墙，站区入口位于站区东南。

（二）风机

风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风电机组和吊装场地，

①风电机组

本工程共安装 30 台单机容量 3400kW 的风电机组和 15 台单机容量 3200kW

的风电 机组，装机容量为 150MW。采用一台风电机配备一台箱式变电站的方式。

风机均布 在地势较高处，风电机组基础采用有台柱的重力式扩展基础。

②吊装场地

每台风机旁靠近施工道路侧布置风机吊装场地，满足大型施工机具（QUY650

履带吊）对风机进行吊装，每个风机机组吊装场地尺寸约为 1600m2 。

（三）道路区

道路包括升压站进站道路和场内施工检修道路，全部为新建。

（四）集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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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台风力发电机组分为 6个回路，全线 T接方式分别连接 5~9 台风机，汇成

6回 35kV 集电线路接入 110kV 升压站主变的 35kV 侧。6回 35kV 集电线路除进出

变电站采用电力电缆以外，其余全部为架空线路。

（五）施工生产生活区

主要分为混凝土系统、仓库及厂房布置及设备堆放场地。

2 监理规划

2.1 监理组织机构

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

化示范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理部进驻施工现场后，在总监理工程师的积极组织

下，编写了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

电项目的监理规划，经公司批准后，及时上报给了建设单位。同时，在整个施工

过程中，为了保证《监理规划》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驻地监理部在工程施工

的不同阶段对监理规划进行了跟踪检查，做到及时调整，在监理过程中未偏离监

理工作目标。本项目水保监理由主体监理单位承担，由主体监理中的专业监理工

程师承担水保工程监理具体工作，并纳入主体工程监理以及控制同步实施。

（1）、监理工作制度的建立

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

化示范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理部以公司管理制度为基础，结合该工程管理需要，

驻地监理机构针对本工程细化了各项监理部管理制度，包括：监理人员岗位责任

制度、技术文件审核审批制度、原材料、构配件、工程设备检验制度、工程质量

检验制度、会议制度、监理信息报告制度、工程验收制度、质量缺陷备案及检查

处理制度、设计技术交底制度、监理交底制度、图纸审查制度、工程开工审批制

度、分包单位资格审查制度、隐蔽工程检查制度、工程现场检查指示制度、工程

暂停施工及复工管理制度、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制度、监理日志制度、工程监理旁

站制度、工程计量付款签证制度、安全生产检查制度、施工现场紧急情况报告制

度、请示报告制度、监理廉政工作制度。

（2）、监理机构的设置与主要工作人员

受建设单位的委托，由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工程施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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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监理任务，派驻现场的项目监理部为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张家

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理部，项目监理部

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任命王建国同志为

本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全面履行监理合同，负责项目监理部工作。

（3）、检测采用的方法和主要设备

驻地监理机构主要采取平行检测、跟踪检测的方法对本工程施工所使用的原

材料、中间产品及构配件进行检测，并遵照了《水利工程见证取样和送检管理规

定》的方法对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进行了见证取样，在实施过程中驻地监理机构

针对工程施工内容编制了原材料、中间产品及构配件试验检测计划，做到心中有

数，材料试验检测频率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2 监理依据

监理的工作依据是经批准的设计文件；工程建设监理合同和工程施工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实施条例》、《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133-2018)、《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条例》、《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规范》(SL523-2011)、《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评定规程》SL336-2006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程、规范等。

2.3 监理任务和内容

进度控制：审查《施工组织设计》、《施工进度计划》，并在计划实施中紧

密跟踪，做好协调和监督，确保项目总工期。

质量控制：进行图纸审核，控制设计变更，通过审查承包人资质，检查工程

所用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和审查施工组织设计等实施质量预控；在实施中通

过工序操作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和工序、单元工程成果检查认证；通过分部工程

验收和竣工验收，把好质量关。

投资控制：在施工阶段审查设计变更，核实已完成工程量，进行进度款签证

和控制索赔，在工程竣工阶段审核工程结算。

合同管理：对施工合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工程变更后对合同进行分析预测；

控制工程索赔。

信息管理：及时掌握准确、完善的信息，服务于工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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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协调：及时、公正的进行协调，维护有关方的合法权益。

安全生产和环境控制，满足相关的水土保持要求。

2.4 监理工作方法

根据《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规范》SL 523-2011要求，针对本工程的特点，

制定了施工阶段质量、进度、投资控制的方法和措施。

现场记录：监理机构认真、完善记录每日施工现场的人员、设备和材料、天

气、施工环境以及施工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发布文件：监理机构采用通知、指示、批复、签认等文件形式进行施工全过

程的控制和管理。

旁站监理：监理机构按照监理合同约定，在施工现场对工程项目的主要部位

和关键工序的施工，实施连续性的全过程检查、监督与管理。

巡视检验：监理机构对所监理的工程项目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监督和

管理。

跟踪检测：在承办人进行试样检测前，监理结构对其检测人员、仪器设备以

及拟定的检测程序和方法进行审核；在承包人对试样进行检测时，实施全过程的

监督，确认其程序、方法的有效性以及检测结果的可信性，并对该结果确认。

平行检测：监理结构在承包人对工程质量自检测同时，按规定进行平行检测，

核验承包人的检测结果。

协调：监理结构对参加工程建设各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和争议进行调解。

同时监理处采取切实可行的工程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防治主要

可能来自大风、降雨、洪水对防治责任范围内土体的侵蚀和流失，“主动避免侵

蚀的发生，积极防治水土的流失”作为监理应对水土流失的指导思想。

2.5 建立健全质量控制体系

按照“三控制、两管理、一协调”的监理内容，建立健全了一套适应工程特点、

满足工程质量要求的监理质量控制体系。一是在工程开工前编制详细的《监理规

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对各道工序都制定了具体的控制措施。二是组织监理

人员熟悉招投标文件和合同条款，制定与本工程相适应的单元工程质量检查评定

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对分部工程进行评定验收。三是全面协调参建各方的关

http://www.pv265.com/hangye/shuili/159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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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督促承包人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加强自检机制，实行初检、复检、终检

的“三检制”，监理人员采用旁站和跟踪检查的方法控制工程质量。四是定期向有

关部门报告工程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解决办法及工作安排。

3 监理过程

3.1 监理合同履行情况

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

持监理《技术咨询合同》，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水土保持的

监理任务，并及时组建了项目监理部，监理部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进驻张家口

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正式开展水

土保持监理工作。

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技术咨询合同》，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监理开展工作时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主体土建工程建成完工，因此监理部首先查阅主体工程施

工、监理、验收等技术文件，对已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数量、质量、进度、

投资等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

（2）对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依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及指

标体系，对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过程中的质量、进度、投资及合同管理、档案管理进行协

调控制；

（3）对监理资料进行了整理、统计及编辑，完成了《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

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监理总结报告》。

3.2 监理过程情况

监理组进驻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监理过程中会同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水保方案设计单位共同对已实施

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现场查勘及调查。

水土保持监理人员对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工程监理，主要采用现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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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阅资料等方法，对水土保持工程完成的数量、质量、进度及投资进行了控

制。

并于 2020 年 12 月提出了更具有针对性的水土保持实施整改意见。张家口张

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于

2020 年 8 月开工，至 2021 年 7 月完工，监理部监理工程师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

会同建设单位现场进行了现场验收，行了资料的整编、汇总等内业工作，于 2021

年 8 月完成监理总结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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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理效果

4.1 质量控制监理工作成效及综合评价

4.1.1 质量控制监理工作成效

1、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1)110kV 升压站: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0.12hm2，表土回铺 260m3；浆砌石排水

沟 334m3；植草砖护坡 250m。

(2)风机区:工程措施：风机东区：①风机及升压变压器区土地整治 1.45hm2。

②吊装场地土地整治 5.2hm2

(3)道路:工程措施：①进站道路浆砌石排水沟 187m3。②施工检修道路土质

排水沟 3450m，干砌石挡墙 3640m3，土石埂 4300m3

(4)集电线路:工程措施：①杆塔基础区：土地整治 0.1hm2 ，浆砌石护坡

512m3。②施工区：土地整治 6500hm2。

(5)施工生产生活区: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324hm2。

详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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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建设期内水土保持工程设施完成情况分析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及部位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数量 实际数量

110kV 升压站 工程措施

建构筑物及道

路等硬化区

表土剥离 m2

1200 1200

表土回铺 m3

260 260

浆砌石排水沟
土方开挖 m3 422 410

浆砌石砌筑 m3 352 334

防护工程 植草砖护坡 m 250

东区风机及升

压变压器区

表土剥离 m2 13602 14500

表土回铺 m3 2992 3190

东区吊装场地
表土剥离 m2 54000 52000

表土回铺 m3 11880 11440

道路区 工程措施

进站道路
土方开挖 m3 238 225

浆砌石砌筑 m3 198 187

施工检修道路

排水沟 m3 1120 3450

干砌石挡墙 m3 3846 3640

土石埂 m3 4800 4300

集电线路 工程措施
杆塔基础区

土地整治 m2 9100 10050

浆砌石护坡 m3 505 512

施工区 土地整治 m2 6500 6500

生产生活区 工程措施 生活区 土地整治 m2 32400 3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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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1)110kV 升压站:绿化区植物措施：绿化 0.14hm2。

(2)风机区: 植物措施：①风机西区种草 3.54hm2；风机东区种草 5.20hm2。

(3)道路区: 植物措施：①施工检修道路种草 11.21hm2。
(4)集电线路:植物措施：①杆塔基础植草绿化 0.94hm2。②施工区植物措施：

植草绿化 0.7hm2。

(5)施工生产生活区植物措施：植草绿化 3.22hm2。 详见表 4-2

表 4-2 建设期内水土保持植物设施完成情况分析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及部位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数量 实际数量

110kV 升压站 植物措施 园林绿化 园林绿化 hm2 0.14 0.14

风机区 植物措施

风机西区

整地 hm2 3.60 3.54

种植 hm2 3.60 3.54

草籽 kg 378.00 372.00

风机东区

整地 hm2
5.40 5.20

种植 hm2
5.40 5.20

草籽 kg 567.00 546.00

道路区

植物措施
进站道路

种植乔木

整地 穴 239

种植 株 239

杨树 株 239

植物措施
施工检修

道路种草

整地 hm2 11.56 11.21

种植 hm2 11.56 11.21

草籽 kg 1214 1117.24

集电线路 植物措施

杆塔基础

整地 hm2 0.91 0.94

种植 hm2 0.91 0.94

草籽 kg 95.55 100.00

施工区

整地 hm2 0.65 0.70

种植 hm2 0.65 0.70

草籽 kg 68.25 75.00

生产生活区 植物措施 生活区

整地 hm2 3.24 3.22

种植 hm2 3.24 3.22

草籽 kg 340.20 350 .00

3、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1)110kV 升压站:临时措施：纱网遮盖 250m2。

(2)风机区：临时措施：纱网遮盖 100m2；土石埂 650m。

(3)集电线路：临时措施：杆塔基础土石埂 450m。

(4)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措施：土质排水沟 120m3，临时沉淀池 100 m3。

详见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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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建设期内水土保持临时设施完成情况分析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及部位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方案数量 实际数量

110kV 升压站 临时措施 110kV 升压站 纱网遮盖 m
2

244.20 250.00

风机区 临时措施 风机区
纱网遮盖 m

3
97.68 100.00

土石埂 m 690.00 650.00

集电线路 临时措施 杆塔基础土石埂 土石埂 m
2

450.00 450.00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措施 生活区
土质排水沟 m

3
127.00 120.00

沉淀池 m
3

102.00 100.00

4.1.2 质量控制综合评价

（1）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控制

水土保持工程监理人员对已实施的水保工程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工程量核实，

对进驻现场后实施的工程进行监理，通过现场记录、旁站监理、跟踪监理及巡视

监理，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进行了全面控制。根据监理结果显示：

①工程措施：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自检自验报告，监理部在对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

行全面检查的基础上，重点对浆砌石排水沟工程进行了详查。现场检查结果为：

各单位工程的尺寸符合设计要求，外形整齐，未发现重大工程质量缺陷，工程措

施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水土保持防护效果。工程措施质量控制成果详见表 4-4。

表 4-4。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及部位
工程或费用名

称
单位 方案数量 实际数量 核实合格数量

110kV升压站

工程

措施

建构筑物及道

路等硬化区

表土剥离 m2

1200 1200 1200

表土回铺 m3

260 260 260

浆砌石排水沟
土方开挖 m3 422 410 410

浆砌石砌筑 m3 352 334 334

植草砖护坡 植草砖铺设 m 250 250

东区风机及升

压变压器区

表土剥离 m2 13602 14500 14500

表土回铺 m3 2992 3190 3190

东区吊装场地
表土剥离 m2 54000 52000 52000

表土回铺 m3 11880 11440 11440

道路区 进站道路
土方开挖 m3 238 225 225

浆砌石砌筑 m3 198 187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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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检修道路

排水沟 m3 1120 3450 3450

干砌石挡墙 m3 3846 3640 3640

土石埂 m3 4800 4300 4300

集电线路
杆塔基础区

土地整治 m2 9100 10050 10050

浆砌石护坡 m3 505 512 512

施工区 土地整治 m2 6500 6500 6500

生产生活区 生活区 土地整治 m2 32400 32400 32400

②植物措施：

项目区内已实施植物措施和植被恢复,已完成植物措施质量控制成果详见表

4-5。

表 4-5

防治分区 措施内容及部位 工程或费用名

称

单位 方案数量 实际数量 核实合格数量

110kV 升压站

植物措

施

园林绿化 园林绿化 hm2 0.14 0.14 0.14

风机区

风机西区

整地 hm2 3.60 3.54 3.54

种植 hm2 3.60 3.54 3.54

草籽 kg 378.00 372.00 372.00

风机东区

整地 hm2
5.40 5.20 5.20

种植 hm2
5.40 5.20 5.20

草籽 kg 567.00 546.00 546.00

施工检修

道路种草

整地 hm2 11.56 11.21 11.21

种植 hm2 11.56 11.21 11.21

草籽 kg 1214 1117.24 1117.24

集电线路

杆塔基础

整地 hm2 0.91 0.94 0.94

种植 hm2 0.91 0.94 0.94

草籽 kg 95.55 100.00 100.00

施工区

整地 hm2 0.65 0.70 0.70

种植 hm2 0.65 0.70 0.70

草籽 kg 68.25 75.00 75.00

生产生活区 生活区

整地 hm2 3.24 3.22 3.22

种植 hm2 3.24 3.22 3.22

草籽 kg 340.20 350 .00 350 .00

③临时措施：

项目区内临时措施已实施,已完成临时措施质量控制成果详见表

（2）水土保持措施质量评定

①项目划分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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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项目划分应与主体工程的项目划分相衔接，结合实际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和已

批复的水保方案设计情况进行项目划分。

a、单位工程：原则上以能够独立完成一定功能的工程项目作为一个单位工

程，对于规模大的工程项目，将具有独立施工条件的部分划分为一个单位工程。

b、分部工程：按设计的主要组成或相对具有独立施工条件和施工时段的部

分划为。同时考虑工程量和投资相对均衡。

c、单元工程的划分依据《水利水电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标准》进行。根据以

上划分标准共划分为共划分为 18 个单位工程和 19 个分部工程，92 单元工程。

项目划分见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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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风力发电项目划分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划分原则 单元个数

110kV 升

压站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浆砌排水沟 每 5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 4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工程 土地整治 每 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

防护工程 护坡工程 植草砖护坡 每 1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 3

植被建设工程 网状植被工程 园林绿化 每 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工程 防尘网苫盖 每 1000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

风机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工程 土地整治 每处为一个单元工程 7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工程 植被恢复 每 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9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工程 防尘网苫盖 每 1000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

防护工程 土石埂拦挡 每 5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 2

道路区

植被建设工程 网状植被工程 植被恢复 每 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2

防护工程 护坡工程

土石埂拦挡 每 5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 9

干砌石挡墙 每 500m
３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8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浆砌排水沟 每 1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 2

土质排水沟 每 5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 7

集电线路

区

防护工程 护坡工程 浆砌石护坡 每 100m
３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6

临时防护工程 防护工程 土石埂拦挡 每 500m
３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工程 土地整治 每 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2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工程 植被恢复 每 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2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工程 土地整治 每 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4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工程 植被恢复 每 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4

临时防护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土质排水沟 每 100m 为一个单元工程 1

临时沉淀池 每 100m
３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

合计 18 1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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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质量检验

工程质量检验是对质量特性指标进行度量，并与设计要求和技术标准进行

比较，作为施工工序质量控制和施工质量评定的依据。工程措施隐蔽工程的检

验是通过调查监理记录来实现的，检测工作由主体工程的检测机构来完成。参

照主体工程的质量检验程序，结合水土保持工程特点，质量检验主要有以下步

骤：

调查主要原材料的检验。工程使用的主要原材料如水泥等需按批试验并查

看产品合格证，并在工地做试验；砌筑用的砂浆在施工前做强度试验，施工中

随机抽取试验，以验证施工质量。

调查施工单位“三检”制度。施工单位建立班组初验、质检员复验、项目

部终验的模式，减少事故诱因，保证施工质量。

调查施工单位是否对每一道工序进行检查，施工单位在自检的基础上，验

收不合格的不得进入下一工序的施工；对重要的隐蔽工程，由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和监理单位成立验收小组共同进行验收。

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组织分部工程的竣工验收。分部工程竣工后，由施工

单位提供竣工验收资料（设计资料、变更设计、竣工图、监理通知等），交建

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验收时组织设计代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代表进行验

收，主要审查竣工验收资料、评定外观质量，并在此基础上评定工程质量，提

出竣工验收意见。

植物措施的质量检验主要是根据合同，面积合格率进行检查验收。承包单

位依据施工要求，首先对技术措施做了规定，如植草季节、整地方式、浇水抚

育等有明确要求。在材料检验方面，主要检查苗木的质量和数量，审查外购苗

木的检疫证明；施工单位的自检则相对简化；建设单位的竣工验收则相对重要，

验收工作采取最后清算的办法，以成活率和保存率来确定工程的优劣。

③质量评定

单元工程质量由施工单位质检部门组织评定，监理单位复核；分部工程质

量评定是在施工单位质检部门自评的基础上核定；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在施工单

位自评的基础上由验收小组核定。工程措施的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是在分部工程

竣工验收意见的基础上，由建设单位评定小组，对工程的建设过程和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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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考核，根据施工记录、工程外观、工程缺陷和处理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定。

植物措施的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是由建设单位直接验收，以合格面积为主要评定

依据。现己完成水土保持工程阶段验收和自检自验。共划分为 18 个单位工程，

19 个分部工程，88 个单元工程，工程措施施工质量检验和质量评定资料齐全，

程序完善，分部工程全部评定合格，单位工程预验收为合格，于 2021 年 7 月

25 日通过工程验收，符合工程质量管理的要求。质量评定为：水土保持工程措

施为合格工程。

质量审定意见详见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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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定表

防治

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工程质量描述
检查

方法

质量评定

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单元

数量

单元工程
分部工

程

单位工

程

总体评

定
合格

数

合格率

（%）

其中优良

数

优良率

（%）
评定结果

110kV

升压站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排水沟 m 410 4 分布均匀，无堵塞 祥查 4 100 2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工程 土地整治 hm2 0.11 1 土地平整，无杂物 祥查 1 100 ０ ０ 合格 合格 合格

防护工程 护坡工程 植草砖护坡 m 250 3 铺设平整，无破损 祥查 3 100 3 100 优良 优良 优良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工程 园林绿化 hm2 0.14 1 植被恢复良好 祥查 1 100 ０ ０ 合格 合格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工程 防尘网苫盖 m2 250 1 网符合要求、无破损 祥查 1 100 0 0 合格 合格 合格

风机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工程 土地整治 hm2 6.65 7 土地平整，无杂物 祥查 7 100 3 45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工程 植被恢复 hm2 8.74 9 植被恢复良好 祥查 9 100 4 45 合格 合格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工程 防尘网苫盖 hm2 1 1 符合要求、无破损 祥查 1 100 0 0 合格 合格

合格
防护工程 土石埂拦挡 m 650 2 符合设计要求 祥查 2 100 1 50 合格 合格

道路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工程 植被恢复 hm2 11.21 12 植被恢复良好 祥查 12 100 6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防护工程 护坡工程

土石埂拦挡 m 4300 9 符合设计要求 祥查 9 100 4 45 合格
合格 合格

干砌石挡墙 m3 3640 8 符合设计要求 祥查 8 100 4 50 合格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浆砌排水沟 m 187 2 分布均匀，无堵塞 祥查 2 100 1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土质排水沟 m3 3450 7 分布均匀，无堵塞 祥查 7 100 3 45 合格

集电

线路

防护工程 护坡工程 浆砌石护坡 m3 512 6 符合设计要求 祥查 6 100 3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防护工程 土石埂拦挡 m 450 1 符合设计要求 祥查 1 100 0 0 合格 合格 合格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工程 土地整治 hm2 1.65 2 土地平整，无杂物 祥查 2 100 1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工程 植被恢复 hm2 1.65 2 植被恢复良好 祥查 2 100 1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施工生

产生活

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工程 土地整治 hm2 3.24 4 土地平整，无杂物 祥查 4 100 2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工程 植被恢复 hm2 3.22 4 植被恢复良好 祥查 4 100 2 50 合格 合格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土质排水沟 m3 120 1 分布均匀，无堵塞 祥查 1 100 0 0 合格

合格 合格
临时沉淀池 m3 100 1 满足沉淀沙量 祥查 1 100 0 0 合格

合计 18 19 88 8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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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进度控制综合评价

依据《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

电项目水土保持实施进度为：2020 年 7 月开工，2021 年 7 月通过自主验收。

4.3 投资控制监理工作成效及综合评价

4.3.1 投资控制监理工作成效

监理工程师通过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等，定期或不定期

的进行动态投资分析，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到专款专用，有效的保证了水土保持

工程的顺利实施。

经统计核定，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

电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计划投资 3449043.93 元，实际共完成投资 2659982.41 元。其

中工程措施费 1673880.13 元、植物措施费 883609.53 元、临时措施费 102492.75 元。

详见表 4-7。

表 4-7 水土保持措施实际完成投资表

工程措施结算书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单价（元） 设计工程量 完成工程量 合计（元）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673880.13

一 110kV 升压站 157062.63

1 表土剥离 100m2 125.49 12.00 11.00 1380.39

2 表土回铺 100m3
559.59 2.60 2.50 1398.98

3 浆砌石排水沟 115935.76

(1) 土方开挖 100m3
2105.37 4.22 4.10 8632.02

(2) 浆砌石排水沟 100m3
32126.87 3.52 3.34 107303.75

4 植草砖护坡 100m 15339.00 2.50 38347.50

二 风机区 165318.87

（一）风机西区

1 干砌石护坡 100m3
20017.99 19.23

（二）风机东区 165318.87

1 风机及升压变压器区 36046.97

(1) 表土剥离 100m2 125.49 136.02 145.00 18196.05

(2) 表土回铺 100m3
559.59 29.92 31.90 17850.92

2 吊装场地 1292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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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土剥离 100m2
125.49 540.00 520.00 65254.80

(2) 表土回铺 100m3
559.59 118.80 114.40 64017.10

三 道路区 1051437.87

（一）进站道路 64814.33

1 浆砌石排水沟 64814.33

⑴ 土方开挖 100m3
2105.37 2.38 2.25 4737.08

(2) 浆砌石砌筑 100m3
32126.87 1.98 1.87 60077.25

（二）施工检修道路 986623.54

1 排水沟 m3
2105.37 11.20 34.50 72635.27

2 干砌石挡墙 100m3
20017.99 38.46 36.40 728654.84

3 土石埂 100m 4310.08 48.00 43.00 185333.44

四 集电线路 215415.77

（一）杆塔基础区 198434.52

1 土地整治 100m2
261.25 91.00 100.50 26255.63

2 浆砌石护坡 100m3
33628.69 5.05 5.12 172178.89

（二）施工区 16981.25

1 土地整治 100m2
261.25 65.00 65.00 16981.25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84645.00

1 土地整治 100m2
261.25 324.00 324.00 84645.00

六 备用弃渣场

1 表土剥离 100m2
125.49 61.00

2 表土回铺 100m3
559.59 13.42

3 截排水沟

(1) 土方开挖 100m3
2105.37 2.02

(2) 浆砌石砌筑 100m3
32126.87 1.49

4 铅丝石笼坝

(1) 基础开挖 100m3
975.00 0.53

(2) 铅丝石笼坝 100m3
30911.96 2.97

5 弃渣运输 100m3
500.00 153.00

植物措施结算书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单价（元） 合计（元）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883609.53

— 110kV 升压站 95000.00

1 园林绿化 hm2 / 0.14 0.14 95000.00

二 风机区 279387.30

1 风机西区吊装场地 113166.80

(1) 种草 113166.80

整地 hm2
3368.48 3.60 3.54 11924.42

种植 100m2
254.47 360.00 354.00 90082.38

草籽 kg 30.00 378.00 372.00 11160.00

2 风机东区吊装场地 1662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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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草 166220.50

整地 hm2
3368.48 5.40 5.20 17516.10

种植 100m2
254.47 540.00 520.00 132324.40

草籽 kg 30.00 567.00 546.00 16380.00

三 道路区 363899.00

1 进站道路种植乔木 7360.27

整地 100 穴 327.47 2.39 2.39 782.65

种植 100 株 752.14 2.39 2.39 1797.61

杨树 株 20.00 239 239 4780.00

2 施工检修道路种草 356538.73

整地 hm2
3368.48 11.56 11.21 37760.66

种植 100m2
254.47 1156.00 1121.00 285260.87

草籽 kg 30.00 1214.00 1117.24 33517.20

3 弃渣运输道路种草

整地 hm2
3368.48 0.40

种植 100m2
254.47 40.00

草籽 kg 30.00 42.00

四 集电线路 52507.39

1 杆塔基础 30086.55

(1) 种草 30086.55

整地 hm2
3368.48 0.91 0.94 3166.37

种植 100m2
254.47 91.00 94.00 23920.18

草籽 kg 30.00 95.55 100.00 3000.00

2 施工区 22420.84

(1) 种草 22420.84

整地 hm2
3368.48 0.65 0.70 2357.94

种植 100m2
254.47 65.00 70.00 17812.90

草籽 kg 30.00 68.25 75.00 2250.00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92815.85

(1) 种草 92815.85

整地 hm2
3368.48 3.24 3.22 10846.51

种植 100m2
254.47 324.00 322.00 81939.34

草籽 kg 30.00 340.20 350 .00 30.00

六 备用弃渣场

1 栽种沙棘

整地 100 个 41.06 64.05

种植 100 株 65.54 256.20

沙棘 株 1.20 25620.00

2 种草

整地 hm2
3368.48 0.61

种植 100m2
254.47 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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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籽 kg 30.00 64.05

临时措施结算书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单价（元） 设计工程量 完成工程量 合计（元）

第三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102492.75

一 110kV 升压站 1192.83

1 纱网遮盖 100m2
477.13 2.44 2.50 1192.83

二 风机区 75728.52

1 纱网遮盖 100m2
477.13 97.68 100.00 47713.00

2 土石埂 4310.08 6.90 6.50 28015.52

三 集电线路 19395.36

1 杆塔基础土石埂拦挡 100m 4310.08 4.50 4.50 19395.36

四 施工生产生活区 6176.05

1 临时排水沟 100m3
4310.08 1.27 1.20 5172.10

2 临时沉淀池 100m3
1003.95 1.02 1.00 1003.95

五 备用弃渣场

1 纱网遮盖 100m2
477.13 11.26

全部合计 2659982.41

4.3.2 投资控制综合评价

水土保持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计划投资 3449043.93 元，实际共完成投资

2659982.41 元。减少投资 789061.526 元。

（2）引起投资变化的主要原因分析

主要原因是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过程中本着开挖回填土石方（特别是风机

区）因地就势原地消纳原则，基本土方平衡，因此备用弃渣场未启用。其次是风机

西区吊装场地实际地况良好，无需干砌石护坡， 能够满足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水

土保持措施类型及工程量按实际统计，因此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与方案设计不

一致。

4.4 施工安全工作成效及综合评价

4.4.1 施工安全与工作成效

在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实

施过程中，监理人员积极督促施工单位规范施工行为，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土

方调配，尽量做到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在力求水保工程高质量、高标准完成的同

时，努力改善了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的加速侵蚀状况，严格控制了施工对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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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影响。

4.4.2 施工安全综合评价

在施工期间，主体施工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进行了现场代监理，施工单

位按照合同及监理部要求，基本做到了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未发现安全事故及野

蛮施工。有力地保障了水土保持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实现了项目区与周边环境的协

调发展。

4.5 方案任务完成情况分析

水土保持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计划投资 3449043.93 元，实际共完成投资

2659982.41 元。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过程中本着开挖回填土石方（特别是风机

区）因地就势原地消纳原则，基本土方平衡，备用弃渣场未启用。因此实际完成的

水土保持投资与方案设计不一致。

由于上述原因，经核查确认，变化原因符合实际。

5 经验与建议

5.1 经验

5.1.1 完善机制、提高效益

结合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特点，提出了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

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监理程序和具体实施细则，并完善了由承建单位，

监理单位及业主三方参与的监理机制，提高了监理工作效率，保证了水土保持工程

的顺利实施。

5.2 建议

1、施工单位的组织管理工作相当重要，有了严密的组织机构，还要有较高水平

的管理、技术人才，在项目经理的领导下，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才能保证工程施

工的顺利进行。

2、工程质量把关的第一道关是施工单位的质检部门，建立健全施工单位的质量

保证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施工单位质检部门充分的发挥作用，严格按照三检制

度控制质量，才能确保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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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创造良好的施工环境，树立良好的施工形象，合理解

决采料场、道路、电力、占地等问题，维护好社会治安，合同是中心，协调是关键，

有了问题及时解决，是工程顺利完成和基本保证。

建议工程移交后，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对部，风机区因

盐碱土质造成的草籽发芽率底的问题，用抗碱性好的草种进行播撒，或更换种植土，

使问题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随时对工程进行养护维修，使其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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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问题

6.1 其他需要说明

（1）对个别区域覆盖度低的绿化地及时进行补植补种，土质贫瘠的进行种

植土换填。

7 附件

附件 1：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大事记

（1）2017年8月，《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编制完成；

（2）2018 年 2 月，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局以张行审[2018]55 号文对《张家口

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报批稿）予以批复；

（3）2019 年 8 月底编制完成了《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

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送审稿）。

（4）2019 年 8 月 27 日，完成了《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

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报批稿）。

（5）2020 年 11 月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内蒙古同洲工程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监理工作；

（6）2020 年 11 月 25 日，水土保持参建单位在工程现场召开工程例会，检

查工程质量情况。

（7）2021 年 7 月 25 日，监理人员对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进行了现场调查和

检查，以单元工程为基础，核实治理面积、完成工程量，检查质量、进度和投资

情况。监理部主持，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参加，进行现场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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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监理单位及人员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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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工程照片

风机区平整土地 2020/11

110KV汇集站排水沟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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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区干砌石护坡 2021/1

道路区排水沟 2021/1

道路区排水沟 2021/1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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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路区植被恢复 2021/3

风机区平整土地 2021/3

进站道路排水沟 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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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区护坡 2021/1

风

机区播撒草籽 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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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变区播撒草籽 2021/5

箱变区植被恢复 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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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站道路排水沟 2021/1

检修道路及土质排水沟 2021/2

附件 4：水土保持工程单位、分部验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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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1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110KV 升压站区防洪排导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排洪导流设施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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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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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1 年 8 月 15 日—2020 年 12 月 25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 110KV升压站区浆砌石排水沟 410m。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浆砌石排水沟采用边坡处理采用人工配合 2m³反铲挖掘机进行挖沟。排水沟挖好后表面

进行拉线找平，凡超过标准高程的地方，及时依线铲平后工人铲平，用 M10 沙浆对块石进行

坐浆法砌石。

主要工程量指标：排洪导流设施工程分为：浆砌石排水沟单元工程共为：4 个单元工程。合

格 4个，其中优良 2个，优良率 5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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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2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110KV 升压站区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场地整治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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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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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10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1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 110KV升压站建筑物及道路硬化区域表土剥离、场地整治 0.11km
2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汇集站内采用挖掘机进行土表剥离，人工辅助修整，T140 型推土机及 50 装载机装平整,

回填。

主要工程量指标：土地整治为：场地整治 ：共 1个单元工程。合格 1个，其中优良 0个，

优良率 0%。

质量评定： 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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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3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110KV 升压站区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护坡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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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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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9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1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 110KV升压站外植草砖护坡铺设 250m。

植草砖护坡采用反铲挖掘机进行基础清理，辅以人工清坡，后铺设土工布，人工铺设后

再播撒草籽。

主要工程量指标：护坡工程分为：浆砌石护坡单元工程共为：3个单元工程。合格 3 个，其

中优良 3个，优良率 10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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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4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

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110KV 升压站区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点片状植被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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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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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1 年 4 月 26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 110KV升压站内绿化 0.14h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110KV升压站区人工平整场地铺设植草砖，绿化区采用挖掘机与装载机进行平整，由种

植队人工播洒草籽面积为 0.14h ㎡。

主要工程量指标：植被建设工程为：点片状植被和植草砖铺设 共为：1 个单元工程。合格 1

个，其中优良 0个，优良率 0%。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报，

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评

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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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5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110KV 升压站区临时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临时覆盖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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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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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10 月 18 日—2021 年 3 月 28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 110KV升压站区域临时遮盖 250㎡。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对 110KV 升压站内临时堆土人工辅助用建筑防尘网进行遮盖，并压实边缘。

主要工程量指标：临时防护工程分为：临时覆盖 共为：1 个单元工程。合格 1 个，其中优

良 0个，优良率 0%。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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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6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风机区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场地整治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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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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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9 月 20 日—2020 年 11 月 24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风机东、西区域表内土剥离、场地整治 6.65hm2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风机东、西区域采用挖掘机进行土表剥离，T140 型推土机及 50 装载机装平整,回填人

工辅助修整。

主要工程量指标：土地整治为：场地整治 ：共 7个单元工程。合格 7个，其中优良 3个，

优良率 45%。

质量评定： 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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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7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

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风机区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点片状植被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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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1 年 5 月 26 日—2021 年 7 月 25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风机东、西区域内种草面积 8.74hm
2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风机东、西区域人工平整场，采用挖掘机与装载机进行平整，由种植队人工草籽播撒面

积为 8.74hm
2
。

主要工程量指标：植被建设工程为：点片状植被 共为：9个单元工程。合格 9个，其中优良

4个，优良率 45%。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报，

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评

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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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8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风机区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防护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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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30日



62

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11 月 15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风机西区干砌石护坡 1634m3。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对风机西区较陡边坡按设计要求进行坡面清理，铺设土工布后用块石进行干砌 1634 ㎡。

主要工程量指标：防护工程为：干砌石护坡共为：4个单元工程。合格 4个，其中优良 2个，

优良率 50%。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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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9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风机区临时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覆盖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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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11 月 15 日—2021 年 2 月 2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风机区域临时遮盖 1hm2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对风机区域内临时堆土人工辅助用建筑防尘网进行遮盖，并压实边缘。

主要工程量指标：临时防护工程分为：临时覆盖 共为：1 个单元工程。合格 1 个，其中优

良 0个，优良率 0%。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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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0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风机区临时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防护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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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24日



69

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9 月 15 日—2021 年 3 月 24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风机区临时土石埂拦挡 650m3。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风机区临时土石埂拦挡采用 T140 型推土机及反铲挖掘机进行堆土、压实、整形。

主要工程量指标：：土石埂拦挡单元工程共为：2个单元工程。合格 2个，其中优良 1个，

优良率 5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等

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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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1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

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道路区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点片状植被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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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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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1 年 5 月 3 日—2021 年 6 月 2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检修道路 11.21hm2的草籽播撒、抚育。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检修道路采用挖掘机与装载机进行平整，由种植队人工洒草籽面积为 11.21hm2。

主要工程量指标：植被建设工程为：点片状植被 共为：12 个单元工程。合格 6个，其中优良

6个，优良率 50%。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报，

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评

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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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2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

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道路区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护坡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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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10 月 15 日—2021 年 3 月 28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施工检修道路土石埂拦挡 4300m3；干砌石挡墙 3640m3。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对施工检修道路土石埂拦挡采用 T140 型推土机及反铲挖掘机进行堆土、压实、整形。

干砌挡墙按设计要求进行基础开挖清理，铺设土工布后用块石进行干砌挡墙砌筑 3640m3。

临时土石埂拦挡采用 T140 型推土机及反铲挖掘机进行堆土、压实、整形。

主要工程量指标：防护工程为：

土石埂拦挡共为：9个单元工程。合格 9个，其中优良 4个，优良率 45%。

干砌石挡墙共为：8个单元工程。合格 8个，其中优良 4个，优良率 50%。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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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3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道路区防洪排导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排洪导流设施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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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9 月 20 日—2021 年 3 月 1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进站道路浆砌石排水沟砌筑 187m。施工检修道路土质排水沟开挖 3450m3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浆砌石排水沟采用边坡处理采用人工配合 2m³反铲挖掘机进行挖沟。排水沟挖好后表面

进行拉线找平，凡超过标准高程的地方，及时依线铲平后工人铲平，用 M10 沙浆对块石进

行坐浆法砌石。土质排水沟采用边坡处理采用人工配合 2m³反铲挖掘机进行挖沟。

主要工程量指标：排洪导流设施工程分为：

浆砌石排水沟工程共为：2个单元工程。合格 3个，其中优良 1个，优良率 50%；原材料质

量合格。

土质排水沟单元工程共为：7个单元工程。合格 7个，其中优良 3个，优良率 45%；原材料

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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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4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集电线路区临时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防护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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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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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10 月 15 日—2020 年 12 月 3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集电线路区杆塔基础临时土石埂拦挡 450m。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集电线路区杆塔基础临时土石埂拦挡采用 T140 型推土机及反铲挖掘机进行堆土、压实、

整形。

主要工程量指标：临时防护工程：土石埂拦挡单元工程共为：1个单元工程。合格 1个，其

中优良 0个，优良率 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等

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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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5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集电线路区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场地整治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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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10 月 20 日—2021 年 3 月 1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集电线路区场地整治 1.65hm2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汇集站内采用挖掘机进行土表剥离，人工辅助修整，T140 型推土机及 50 装载机装平整,

回填。

主要工程量指标：土地整治为：场地整治 ：共 2个单元工程。合格 2个，其中优良 1个，

优良率 50%。

质量评定： 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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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6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

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集电线路区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点片状植被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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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1 年 5 月 26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集电线路区内播撒草籽 1.65hm2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1 集电线路区人工平整场采用挖掘机与装载机进行平整，由种植队人工洒草籽面积为

1.65h ㎡。

主要工程量指标：植被建设工程为：点片状植被 共为：2个单元工程。合格 2个，其中优良

1个，优良率 50%。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量

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报，

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评

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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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7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生产生活区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场地整治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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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10 月 20 日—2021 年 4 月 1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 3.22hm2
。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施工生产生活区采用挖掘机进行土表剥离，人工辅助修整，T140 型推土机及 50 装载机

装平整,回填。

主要工程量指标：土地整治为：场地整治 ：共 4个单元工程。合格 4个，其中优良 2个，

优良率 50%。

质量评定： 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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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8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生产生活区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点片状植被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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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11 月 11 日—2021 年 6 月 23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施工生产生活区 3.22hm2
的草籽播撒、抚育。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对施工生产生活区进行人工平整场，采用挖掘机与装载机进行平整，由种植队人工草

籽播撒、抚育。

主要工程量指标：植被建设工程为：点片状植被 共为：4个单元工程。合格 4个，其中优

良 2个，优良率 50%。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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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编号:20-FGRCS-DNHB--FLFD -019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

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排洪导流设施工程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5日



99

开完工日期：

2020 年 9 月 20 日—2020 年 12 月 10 日

主要工程量：

完成了施工生产生活区内土质排水沟开挖 120m3；临时沉淀池 1座共计 100m3。

工程内容及缺陷处理：

施工生活区内临时排水沟采用边坡处理采用人工配合 2m³反铲挖掘机进行挖沟,后进行

清理，保证沟内无阻水现象；沉淀池先放线，用 2m³反铲挖掘机进行开挖，保证边坡符合设

计要求，接缝符合评定要求。

主要工程量指标：排洪导流设施工程分为：

土质排水沟单元工程共为：2 个单元工程。合格 2 个，其中优良 1个，优良率 50%；原材料

质量合格。

沉淀池单元工程共为：1个单元工程。合格 1个，其中优良 0个，优良率 0%；原材料质量合

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工程无质量缺陷，

验收结论：该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听取了施工单位工程建设和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的汇

报，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和工程质量，检查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相关档案资料。

验收工作组一致认为，本分部工程已按设计要求全部完成，已完单元工程施工质量经

评定全部合格，工程质量达到合格等级，资料齐全，同意验收。

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人签字）

附件：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100



101

分部工程验收签证目录

序号 资 料 名 称 备 注

1 110KV升压站区排洪导流设施工程签证

2 110KV升压站区场地整治工程签证

3 110KV升压站区护坡工程签证

4 110KV升压站区点片状植被工程签证

5 110KV升压站区覆盖工程签证

6 风机区场地整治工程签证

7 风机区点片状植被工程签证

8 风机区防护工程签证

9 风机区临时覆盖工程签证

10 道路区点片状植被工程签证

11 道路区护坡工程签证

12 道路区排洪导流设施工程签证

13 集电线路护坡工程签证

14 集电线路防护工程签证

15 集电线路场地整治工程签证

16 集电线路点片状植被工程签证

17 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工程签证

18 施工生产生活区点片状植被工程签证

19 施工生产生活区排洪导流设施工程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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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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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目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工程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张北县西侧

验收主持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25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制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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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FGRCS-DNHB--FLFD -001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110KV 升压站区防洪排导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排洪导流设施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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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组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验收日期：2021年 7月 25日

验收地点：张北县公会镇

一、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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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8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0 年 10月 25 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为 1分部：

(1)110KV升压站

完成 110KV升压站区浆砌石排水沟 410m。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115935.76 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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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排洪导流设施工程，1个部分。共计：4个单元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工程分为：浆砌石排水沟共为：4 个单元工程。合格 4 个，其中优良 2

个，优良率 5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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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2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110KV 升压站区土地整治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场地整治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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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6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0年 12月 25 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110KV升压站

场地整治 0.11km2
。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2780 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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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场地整治工程 1个部分。共计：1个单元工程。

1.场地整治工程分为：场地整治工程共为：1个单元工程。

合格 1个，其中优良 0个，优良率 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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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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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9-DNGF-0111-SB-DWYS -003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110KV 升压站区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护坡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一、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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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10月 25 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3 月 22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完成了 110KV升压站外植草砖护坡铺设 250m。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38347.5 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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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防护工程分部工程为：1、植草砖铺设共为：3个单元工程。合格 3个，其中优良 3个，

优良率 10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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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4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110KV 升压站区植被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网状植被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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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6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7 月 25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110KV升压站

人工播洒草籽面积为 0.14h ㎡。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95000 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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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点片状植被工程 1个部分。共计：1个单元工程。合格 1个，

其中优良 0个，优良率 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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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5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110KV 升压站区临时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临时覆盖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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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9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6 月 25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110KV升压站

临时遮盖 250㎡。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1192.83 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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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临时覆盖工程 1个部分。共计：1个单元工程。合格 1个，其

中优良 0个，优良率 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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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19-DNGF-0111-SB-DWYS -006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风机区土地整治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场地整治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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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9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4 月 2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风机区

风机东、西区域表内土剥离、场地整治 6.65hm2
。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165318.87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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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场地整治工程 1个部分。共计：7个单元工程。合格 7个，其

中优良 3个，优良率 45%；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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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 -007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风机区植被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点片状植被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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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1年 6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7 月 25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风机区

风机东、西区域人工平整场，由种植队人工草籽播撒面积为 8.74hm
2
。本分部工程共投

资：279387.3 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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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点片状植被 共为：9 个单元工程。合格 9 个，其中优良 4 个，优

良率 45%，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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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008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风机区临时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防护工程、覆盖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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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6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0年 12月 25 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2分部：

(1)覆盖工程完成了风机区域临时遮盖 1hm2。

(2)防护工程完成风机区临时土石埂拦挡 650m3。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75728.52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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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临时覆盖分部工程为：共为：1个单元工程。合格 1个，其中优良 0个，优良率 0%。原

材料质量合格。

(二)土石埂拦挡分部工程为：共为：2个单元工程。合格 2个，其中优良 1个，优良率 50%；

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2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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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09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道路区植被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植被工程、点片状植被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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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1年 6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7 月 25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 完成了检修道路 11.21hm2的草籽播撒、抚育。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356538.73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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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点片状植被分部工程共为：12 个单元工程。合格 6个，其中优良 6个，优良率 50%。

原材料质量合。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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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19-DNGF-0111-SB-DWYS -010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道路区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护坡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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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10 月 25 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3 月 22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完成了施工检修道路土石埂拦挡 4300m3；干砌石挡墙 3640m3。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913988.28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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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防护工程分部工程为：1、土石埂拦挡共为：9个单元工程。合格 9个，其中优良 4个，

优良率 45%。2、干砌石挡墙共为：8个单元工程。合格 8个，其中优良 4个，优良率 50%。

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2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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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011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道路区防洪排导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排洪导流设施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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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10 月 10 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5 月 30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完成了进站道路浆砌石排水沟砌筑 224m3。施工检修道路土质排水沟开挖 3450m3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137447.59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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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排洪导流设施分部工程为：浆砌石排水沟工程共为：2个单元工程。合格 2 个，其中优

良 1个，优良率 50%；原材料质量合格。

土质排水沟单元工程共为：7个单元工程。合格 7个，其中优良 4个，优良率 58%；原材料

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2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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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012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集电线路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护坡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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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9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4 月 22 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完成了集电线路杆塔基础浆砌石护坡 512m3。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172178.89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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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护坡分部工程为：浆砌石护坡单元工程共为：6个单元工程。合格 6个，其中优良 3个，

优良率 5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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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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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FGRCS-DNHB--FLFD-013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集电线路临时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防护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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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9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4 月 22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完成集电线路区杆塔基础临时土石埂拦挡 450m。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19395.36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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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临时防护分部工程为：土石埂拦挡单元工程共为：1个单元工程。合格 1个，其中优良

0个，优良率 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156



157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014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集电线路区土地整治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场地整治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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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11 月 15 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5 月 14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集电线路

完成了集电线路区场地整治 1.65hm2
。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43236.88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159

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场地整治工程 1个部分。共计：2个单元工程。合格 2个，其中优

良 1个，优良率 5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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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015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集电线路植被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点片状植被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162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1年 5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7 月 20 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集电线路

完成了集电线路区内播撒草籽 1.65hm2
。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52507.39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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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点片状植被 共为：2 个单元工程。合格 2 个，其中优良 1 个，优

良率 5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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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016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施工生产生活区土地整治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场地整治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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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1年 3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5 月 7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施工生产生活区

完成了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整治 3.24hm2
。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84645 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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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场地整治工程 1个部分。共计：4个单元工程。

1.场地整治工程分为：场地整治工程共为：共 4 个单元工程。合格 4 个，其中优良 2 个，

优良率 5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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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017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施工生产生活区植被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点片状植被工程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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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1年 5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1 年 6 月 25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施工生产生活区

完成了施工生产生活区 3.22hm2
的草籽播撒、抚育，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92815.85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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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本工程分部工程为：点片状植被分部工程共为：4个单元工程。合格 4个，其中优良 2

个，优良率 50%。原材料质量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抚育。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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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竣工验收签定书

编号：20-FGRCS-DNHB--FLFD-018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单位工程名称：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施工生产生活区防洪排导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排洪导流设施

2021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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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

张家口张北风光热储输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 150MW 风力发电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西侧。属于新建项目。本工程开工时间为 2020年 9 月 15日，

完工时间为：2020年 12月 25 日。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本单位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工程总规模可分为 1分部：

(1)施工生产生活区

完成了施工生产生活区内土质排水沟开挖 120m3；临时沉淀池 1座共计 100m3。

本分部工程共投资：6176.05元。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本工程项目参建单位为：

建设单位：张北华绿瑞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内蒙古同洲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1．技术准备

本项目项目经理、总工程师组及全体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认真阅读设计文件及有关规

范，了解设计意图，熟悉图纸内容，掌握设计要求，据此制定进度计划和质量标准，并配

备施工所需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做好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施工所需表格准备齐全，并按监理工程师的要求建立施工技术档案，专人负责管理。

技术交底后，搞好复测工作，建立控制网，沿工程建立水准点，埋好保护桩，并做好

原始记录及资料存样保管工作。

2．机械准备

本工程所需机械设备在施工准备阶段根据工程进度及顺序陆续进场，机械设备保证完

好率和出勤率，准备充足配件，确保维修使用，不影响施工作业。

针对本工程特点，依照施工工期投入充足的、可正常使用推土机和反铲施工设备。

3.施工队伍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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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本工程的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进展计划陆续安排进场，进场后，由项目经理部进行

统一调配，需用民工的提前做好用工计划，进场后进行施工任务交底和文明施工教育及专

业培训。

4．施工现场准备

人员进场后，首先做好施工便道的修整，做好水、电的供应，安置好停车位置，做好

料场、拌和系统。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待监理工程师签证后，开始

动工。

二、合同执行情况

在本合同签订以后我公司确定了本工程的项目经理及其主要技术人员名单，并上报建

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在开工前编制的关于本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总施工进度计划和安全

质量制度。经我公司审核完成后报监理单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现场记录、施工日

志、原材料报审等做了重要记录和资料。并对消除安全隐患等主要工程部位对其进行了工

程质量、进度、投资、安全以及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并做好了各

种施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按照监理单位要求，组织并主持了该工程的分部工程验收

工作；合同履行过程中，我们按照施工合同所约定承包人的义务以及工程规范的要求，严

格要求每一位参建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排洪导流设施分部工程为：土质排水沟工程共为：1个单元工程。合格 1个，其中优良

0个，优良率 0%；原材料质量合格。

沉淀池单元工程共为：1个单元工程。合格 1个，其中优良 0 个，优良率 0%；原材料质量

合格。

质量评定：施工单位自评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监理单位复核该分部工程质量等级为合格；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中的具体条、款规定，该分部工程质

量等级评定为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本单位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全部评定为合格，因此本单位工程评定为合格。

建议在工程质量保证期内做好对工程的养护和维修。

六、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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