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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工程简介 

鲁能康保屯垦风电场三期 10 万千瓦项目位于河北省康保县屯垦

镇西北，距康保县城 16km，距张家口市 176km。工程实际占地面积

为 35.59hm2，其中永久占地 3.85hm2，临时占地 31.74hm2。占地类型

为灌草地、荒地和灌木林地。 

工程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开工， 2018 年 11 月 29 日并网发电，

2018 年底项目竣工，总工期 19 个月。由于完工时气候影响，植物措

施于 2019 年 6 月进行。 

本工程包括升压站、风机区、集电线路、施工道路区和施工生产

生活区等五部分。 

（1）风机区 

该区域于 2017 年 6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完工，2018 年 11

月 1-29 日进行设备调试和试运行。 

①风电机组 

本工程共安装2000kW风力发电机50台，采用一台风电机配备一

台变压器的方式，风机基础利用天然地基钢筋混凝土扩展基础，箱变

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箱型浅埋式基础设计。风电机组基础永久占地

1.55hm2。 

②吊装场地 

每台风机旁布置风机吊装场地，满足大型汽车吊对风机进行吊装

的要求，吊装场地面积为2600m2~5500m2，吊装场地共临时占地

17.95hm2。 

（2）110kV 升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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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 2017 年 5 月开工，2017 年 10 月，升压站基础施工完毕，

2018 年 10 月，升压站主体施工完毕。2013 年 12 月完工。本工程新

建 220kV 升压站一座，位于整个风场西南部的二棚与南井子村之间。

220kV 输电线路送至其西南侧 28km 的康保 500kV 变电站，导线型号

为 LGJ-240。升压站站区布置分南、北两个区域，南区为生活管理区，

包括综合用房、综合库房二栋建筑，高低错落，虚实相间。北区为变

电工区，主要布置有配电房、配电装置、无功补偿设备、主变压器及

室外架构。升压站总占地面积 1.20hm2。 

（3）集电线路区 

该区域与风机区建设基本同步。共设计 6 条单回路主干线，其

中 4 条单回主干线以同塔双回形式架设至 220kV 升压站, 全线路总

亘长 43.693km，其中同塔双回线路总亘长 2.965km，新增施工临时占

地 2.06hm2。 

（4）施工检修道路及进站道路 

道路区在三通一平阶段开始建设，2017 年 6 月底完工，建设期 1

个月，道路采用土石路面，在风机位沿线进行布置，整个风电场内需

修建扩建施工道路共长 18.72km，其中场内施工道路总长 18.5km，进

站道路长约 223m。施工道路路面宽 4.0m~6.5m（包含排水沟占地），

施工道路区共占地 10.23hm2，施工结束后对施工道路两侧 1~1.5m 范

围进行绿化，恢复为检修道路。 

（5）施工生产生活区 

该区域 2017 年 5 月开工平整，位于开关站区的东侧，进站道路

的南侧和北侧，占地面积 0.23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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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工程项目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分 4 个单位工程、6 个分部工程、402 个单

元工程。主要内容列表说明如下： 

表 1-1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一览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合格 优良 
优良率

（%） 

分部评定

等级 

斜坡防护工程 工程护坡 7 2 5 80 优良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26 26   合格 

线状植被 100 100   合格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30 30   合格 

防洪排水 220 200 20 10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遮盖 19 19   合格 

合计 402 377 25 6.2 合格 

1.3 完成的主要工程量 

（1）升压站 

工程措施为表土清理 1.20hm2，表土回铺 408m3，碎石覆盖 738m3，

浆砌石护坡 481m，浆砌石排水沟 481m。植物措施为站内绿化

0.23hm2，站外绿化 0.07hm2，临时措施为防尘网苫盖 1500m2。 

（2）风机区 

工程措施为表土剥离 19.50hm2，表土回铺 5.85 万 m3，浆砌石护

坡 180m。植物措施为人工绿化 12.57hm2，植被抚育 12.57hm2。临时

措施为防尘网苫盖 14302m2。 

（3）集电线路区 

工程措施为表土清理 1.10hm2，表土回铺 3300m3。植物措施为人

工绿化 0.34hm2，植被抚育 0.34hm2。 

（4）道路区 

工程措施为表土清理 8.18hm2，表土回铺 7366m3，土质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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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m，排水涵管 4 处。植物措施为混播草籽 2.4hm2，栽植樟子松

幼苗 591 株，植被抚育 2.4hm2。 

（5）施工生产生活区 

工程措施为表土清理 0.60hm2，表土回铺量为 4992m3。植物措施

为绿化 1.5hm2。临时措施为防尘网苫盖 13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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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实施单位 

2.1 建设单位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2.2 设计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2.3 施工单位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2.4 监理单位 

（1）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单位：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山东诚信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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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监理依据 

（1）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部《建设工程监理

规范》，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河北省《河北省水利水电

工程监理实施细则（试行）》，《监理项目职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 

（2）有关水利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技术规范，技术标准、

验收规程等；主要包括：《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水土

保持工程概算定额》、《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 

（3）河北省水利厅（冀水保[2014]8 号）文件批复的《鲁能康保

屯垦风电场三期 10 万千瓦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5）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签订的监理合同。 

（6）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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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理的任务和内容 

监理的主要任务是“四控制，两管理，一协调”，即质量控制，进

度控制，投资控制，安全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协调。 

监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审核开工报告；组织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

审查不涉及初步设计原则的设计变更；审查施工单位提出的施工技术

措施、施工进度计划；督促施工单位执行工程承包合同，按有关技术

标准和批准的设计文件施工；督促工程进度和质量，检查安全防护措

施；验收单元工程，核定单元工程质量等级；核实完成的工程量；协

调项目法人和施工单位的关系，处理违约事件；参加重要的隐蔽工程

和分部工程验收；整理合同文件和技术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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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理控制 

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相应监理单位在监理控制中，认真贯彻“科

学管理、勤政廉洁、高效创优”的建设管理思想，坚决落实“建设廉政

工程、争创全优项目”的建设目标，坚持以“安全为天、质量为本”为

宗旨，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及时协调、控制安全、质量、进度、投资、

变更与合同支付的关系，促使合同控制目标由矛盾向统一转化，使各

项工程都得到了更优实现。 

5.1 质量控制 

积极贯彻创优质工程目标规划，做到质量目标明确、质量的组织

责任落实、质量的资源落实、质量的过程落实、质量的审核落实、质

量文件的记录落实。借助推行“工程四级质量保证体系”，承德市制定

了《工程建设管理办法》、《质量管理及控制要点》、《施工技术规范》

和《监理实施办法》等质量管理制度，使质量控制实现规范化。根据

各标段施工计划和进展程度，提前对下一阶段的质量控制重点进行预

警，建立相应的处置预案，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 

监理单位以合同文件、施工及验收规范、工程质量验评标准为依

据，对项目施工全过程实施质量控制，以质量预控为重点，做到了事

前审批，事中控制，事后把关。按监理规划的要求对施工过程进行检

查，及时纠正违规操作，消除质量隐患，跟踪质量问题，使一期工程

顺利实现预定的质量目标。 

5.1.1 审查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 

（1）主要对施工单位质检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质检和质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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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素质、检测设施、检验制度和实施办法逐项检查，确保在施工过程

中能正常有效地运作。 

（2）审查承建单位施工机械设备的质量控制。施工单位在其施

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技术方案中，根据施工任务的进度和质量要求，选

择了相应的施工机械设备的型式、性能和数量，监理工程师按照质量

控制的要求进行审核，确保满足施工进度和施工强度的需要。在使用

过程中，监理督促施工单位对施工机械设备特别是关键性施工机械设

备的性能和状况定期进行考核，定期检查各种设备有效期内的技术监

督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 

（3）审查主要工程施工技术方案。在部分主要工程施工之前，

监理要求施工单位将施工工艺、原材料的使用、劳动力配置、质量保

证措施等情况编写专项施工方案，报监理审批。监理依据有关规范，

设计要求，充分考虑了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和环境保护要求，分

项审批施工单位的工程施工技术方案，保证了准备工作的充分，施工

顺序安排的详细，施工流程的具体，质量保证措施的到位，关键工序

的控制，各工种之间的协调。 

（4）施工工序质量控制。监理工程师对施工过程中的每一道工

序质量进行控制，在施工现场有目的地进行巡视检查，监督施工单位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尤其是质检人员到岗到位情况，施工技术人员的

技术水平，操作条件是否满足工艺操作要求，特种操作人员是否持证

上岗，即质量保证体系是否发挥作用，及时检查环境状况对施工的影

响，检查已施工部位是否存在质量缺陷，发现问题先口头通知施工单

位纠正，然后签发《监理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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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工程材料质量控制 

水土保持工程的主要材料是水泥、片石、砂浆等材料及苗木、草

（树）籽等。监理工程师严格执行工程材料报审制度，并参照管理处

物资管理办法对施工单位报送的拟进场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报审

表及其质量证明资料进行审核，严格审核原材料供应商资质。对进场

的原材料按规范规定进行复试，现场见证取样，送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检测，进一步检查复试结果、出厂质量证明材料，签署《原材料报验

单》。监理工程师特别注意材料取样的代表性，严格按试验规程的取

样方法取样。另外，即使材料试验合格，平时对每一批进场的材料及

储存的材料，注意其质量的稳定性，有可疑问题，立即重新取样试验。

对不符合标准的材料，立即要求施工单位更换，并将不合格的材料运

出施工现场，绝不能用于工程。 

苗木、草（树）籽：种植后，监理按设计要求进行抽检，抽检时

特别注意苗木取样的代表性，如是外地购进种子资源必须有当地检疫

证明，否则不允许进场。 

5.1.3 树木、花草种植质量控制 

为保证树木、花草的成活率，监理在施工中主要监控以下内容： 

（1）在树木、花草运输过程中要求施工单位用湿麻袋、湿帐篷

布覆盖，防止恶劣气候对苗木的损害。装卸车时要轻拿轻放防止损伤

苗木。 

（2）种植前对苗木进行根系修剪，将劈裂根、病虫根、过长根

剪除，对树冠进行修剪，修剪时做到剪口平滑无劈裂，枝条短截时留

外芽，剪口距芽位置以上 1.0cm。直径 2cm 以上大枝及粗枝修剪时，

截口必须削平并涂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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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设计要求，施工场地土质不能满足植物生长需要，监

理旁站，要求施工单位必须换土，以保证树木存活。 

（4）穴、槽要求垂直下挖，上口、下底相等，比如种植前先检

查种植树穴大小，龙爪槐挖掘尺寸为 0.5×0.5×0.5m。挖后换填种植土

和适量复合肥充分混合。树木根系过大时，要求重新对种植穴进行修

整。 

（5）种植粗跟树木时，要求穴底填土呈半圆土堆植入树木，填

土至 1/3 处时，轻提树干使根系舒展，随填土分层踏实，带土球树木

栽植时先踏实穴底土后再植入树木。施工单位质检人员现场监督栽

种，监理不定时进行抽检。 

（6）草坪种植前，将地平整后进行种植土回填，保证种植土厚

度 30cm，肥料可使用无机肥或有机肥，均匀撒于表面，然后用旋耕

机旋耕处理。 

（7）种植土铺好后用平地器交叉、拖平、反复进行数次，直至

坪床表面平整，然后用镇压器交叉镇压两遍，使坪床平整坚实。 

（8）浇水时，要求喷水均匀，视土壤墒情而定。 

（9）在早春或深秋增施肥料，使花草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5.1.4 临时堆弃渣（土）场整治质量控制 

本工程未布设永久或临时性弃土（渣）场，工程施工过程中按要

求堆放，不可随便堆放。做好临时性堆土的排水系统。 

5.1.5 施工工区整治质量控制 

施工工区使用前，先落实排水沟、拦挡、遮盖等临时水保措施，

施工结束后进行清场，拆除所有临时建筑、硬化地面，恢复原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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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对土地整治的各道工序进行抽检，不达标的返工。 

5.1.6 工程质量评定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分 4 个单位工程、6 个分部工程、340 个单

元工程。 

质量验评时，具有水保功能的主体工程，按相应行业规程和标准

执行，直接采用结果；水保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工程，按水土保持工

程质量评定规程和标准执行。工程质量等级由施工单位初评，监理复

核，质监站核定，其质量评定结果为：分部工程合格率 100%，优良

率 7.3%，所有水保工程全部符合设计质量要求。 

5.2 进度控制 

工程进度控制是以工程施工合同所约定的工期为目标，在确保工

程质量的原则下，采用的动态监理控制方法。进度控制的内容是对施

工单位的资源投入状态、资源过程利用状态和资源使用后与目标值的

比较状态三方面内容的控制。进度控制的措施主要有组织措施、技术

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等。 

5.2.1 进度控制依据 

该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作为项目主体工程的一部分，其进度控制总

的原则是“三同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除植物措施外，其余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与主体工程的施工进度相协

调，紧紧围绕管理处制定的“早部署、早动手，细谋划、深研究”的工

作思路，采取进度控制措施。进度控制依据主要为水土保持相应的单

位工程或分部工程合同工期和监理批准的施工总进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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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审批进度计划 

根据工程的规模、质量标准、工序复杂程度、施工的现场条件、

施工队伍的条件，对进度计划进行了全面分析，审查施工工序安排是

否符合要求，进度安排是否满足合同工期要求，审查进度计划合理可

行后签署意见批准实施。 

在总进度计划的基础上，审批施工的月进度计划，遇有需调整计

划时，要求施工单位报进度调整计划，监理会同建设单位审批。 

5.2.3 监督计划实施 

监理工程师随时检查施工进度，监督施工单位按批准的进度计划

施工。做好监理日志，并结合工地例会做好汇报纪录，收集各种有关

进度资料，对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之间的差别做出具体全面分析，分

析进度拖延对后续工作的影响、分析造成进度拖延的原因，要求施工

单位采取纠偏措施，加快进度。 

5.2.4 进度控制具体实施 

工期的控制是通过对每一个单项工程、每一个网络节点进度控制

来实现。进度控制主要采取规划、控制和协调的方法。首先按合同规

定的投产日期规划整个施工项目里程碑进度目标和每一个节点进度

的控制目标，进行实际进度与施工计划进度的比较，出现偏差及时采

取措施进行调整，确保每项进度目标的按期实现。 

（1）组织措施：充分发挥业主、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的作用，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形式，负责工程施工组织和工程

协调，采用周、月协调会、专题会制度，及时解决关键工序的各种问

题，确保主线进度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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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措施：建立以业主为中心的技术保障体系，按总体施

工进度的要求编制单位工程，分部、单元工程施工进度计划，编制年、

季、月施工作业计划。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序，杜绝技术失误，

严格施工方案措施的编制和审批，强化工艺纪律，大力推广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做到以计划为龙头、以技术为先导，确保

施工进度按期实现和创精品工程。 

（3）合同措施：严格合同管理，使合同工期与施工进度计划相

协调，以经营手段约束双方责任，使进度计划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4）信息管理：建立以业主为中心的施工信息管理体系，实现

信息共享，及时、准确地向业主提供现场工程信息，以便使总体网络

计划目标得以实现。 

（5）加强质量管理措施：建立以业主为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

加强工程过程控制，严格控制每道工序质量，杜绝返工现象的发生，

从而确保各项工程的顺利进行，保证总体计划目标的实现。 

（6）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严格按业主关于工程结算和工程进

度款支付管理办法执行，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5.3 投资控制 

投资控制是监理工作的重点，监理单位为做好投资控制，始终站

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职尽责，对施工单位

申报的工程支付及工程计量、工程变更、合同单价调整、工程费用增

加等问题，认真审核，严格把关。 

工程量的计量和对工程费用的支付是工程投资控制的核心，其次

还包括如工程变更、价格调整、索赔支付等项目的监督和管理。监理

对投资控制一方面以科学、公正、合理的原则协调和处理合同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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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以努力减少各种附加支付来达到投资额控制目标

即承包合同价。在鲁能康保屯垦风电场三期 10 万千瓦项目水土保持

工程投资控制过程中，严格执行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价、单价和

约定的支付方法。经确认，整个工程报验资料齐全，与合同文件约定

相符，投资控制达到了预期目标。 

5.3.1 控制工程支付、工程计量 

对于总价承包的项目，主要控制按施工进度付款；对于单价承包

的项目，重点是核实工程量。 

支付工程款的基本原则：①支付以工程量的计量结果为依据。②

支付以合同中规定的支付条款为依据。③支付的单价以工程量清单中

的所报单价为依据。④支付以日常记录和资料为依据。⑤支付工作严

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⑥支付公正合理，计算精确。 

工程计量原则上按图纸给定的工程量计，设计图纸未给出工程量

的，监理按图纸计算，必要时现场实测工程量。如施工单位认为计量

不妥时，可提出依据共同校对，直至意见基本一致为止。工程量计量

应满足的前提条件是：①施工完毕，施工单位自检合格。②监理工程

师质量检查合格。③下一道工序开工前对工程进度款的拨付，通过监

理逐一审核复核，达到避免工程款超付现象。 

5.3.2 控制由于工程变更引起的投资 

首先，认真进行施工图会审，避免对设计理解不够而造成的浪费。

第二，由于施工环境、施工技术的要求而引起的变更设计，监理科学

分析所产生的工程量、施工进度、材料机具的变化，变化后的单价及

工期达到科学、合理。第三，价格的变更按合同规定计算，如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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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类似或适合的价格，由施工单位提出，监理工程师仔细审核后报

业主执行。 

5.3.3 合理处理工程费用增加 

工程费用的增加，主要分清是由于业主的原因还是施工单位自身

的原因或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所致。监理工程师对事态进行分析，分项

计算人工、材料、机械费及相应管理费。追加合同价款处理原则是：

以施工过程或施工后发生的、超过原招标范围的或拆除返工的工程联

系单、设计变更通知单等确定内容为依据，保持与投标报价水平一致

的原则进行调整，而对于属于原招标和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内容不予调

整。 

5.4 安全控制 

本工程的安全目标是“五不三无”，即：不发生人身死亡事故，不

发生重大施工机械设备损坏事故，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不发生人为

责任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无重大垮（坍）塌事故，无群伤事故，无

集体中毒事故。为实现这个目标，监理认真执行工程安全管理制度，

在业主的领导下开展工程的安全控制工作。施工过程中始终把安全放

在工程建设的第一位，每周召开一次安全例会，进行危险点辨识与控

制预防，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与评比（打分），发现问题和隐

患，及时实行整改、处罚措施。坚持“安全为天，幸福相伴”的安全观，

在做好工程安全工作的同时，注意保护自身安全，做到了三不伤害。

由于各级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工地没有发生一起施工安全事故，没有

死伤一人，保证了施工队伍的稳定，确保了工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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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两管理、一协调”工作 

5.5.1 合同管理 

监理单位把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作为主要管理

对象。为了做好合同管理，在监理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了建设单位与

施工单位各自履行的义务，承担的责任和应有的权利，以及合同双方

和监理单位在合同管理中应采取的管理程序和方法，在监理进行“三

控制、两管理、一协调”过程中都以合同为依据。 

监理工程师经常跟踪合同执行情况和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通

过《监理通知》督促和纠正施工单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行为，防止偏

离合同约定事件的发生。 

（1）设计变更的管理  设计单位对原设计提出设计变更，建设

单位和施工单位也可以根据工程施工过程中情况的变化提出变更，经

业主同意，由设计单位编制变更设计由业主签认，监理单位监督施工

单位执行；变更内容符合有关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监理工程师按

设计变更的内容进行控制，施工单位完成后反映到竣工图纸上。 

（2）工程暂停的管理  监理及时将问题上报业主单位，一方面

督促业主尽快解决，另一方面要求施工单位调整施工安排，做好准备

工作，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3）分包的管理  监理根据施工单位的申请审核分包内容，分

包单位的机械设备、技术力量、承担的类似工程等详细资质，报业主

单位批准，签订分包合同，监督分包单位进场施工。 

5.5.2 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是监理工程师实施控制和履行监理职责不可缺少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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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为做好信息管理，监理要搜集外源和内源两个方面的数据。

外源数据包括合同文件、设计数据、有关规范、规程，内源数据包括

监理日志、监理大事记、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计量、工程付款

等项记录和资料。有关工程质量、工程进度、施工方案、工程计量等

信息依据相应流程进行运作，并做好信息反馈；利用每周例会参建各

方进行搜集和交流。利用监理报告、监理通知、会议纪要、监理日志

和监理大事记等形式搜集、传递有关信息。在信息管理方面，基本上

做到了及时、准确、畅通、规范。 

5.5.3 协调工作 

鲁能康保屯垦风电场三期 10 万千瓦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相应的合

同单位有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在施工过程中

如不将上述各方关系处理好，不仅会造成有关方面的违约责任，还会

造成整个工期拖延。为做好协调工作，监理单位采取在例会上积极协

调和平时催办的方法解决矛盾，协调关系，必要时以会议纪要明确责

任，限期解决。要求参建各方认真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密切

配合，互相支持，为施工创造良好的氛围。在协调施工干扰问题上，

本着着眼全局，确保重点的原则，优先安排控制性工程，发现问题，

及时催办解决。总之，由于参建各方尽职尽责，共同努力，安全顺利

地完成了施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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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理效果 

6.1 工程投资 

批复方案的水土保持投资为：工程措施投资 122.30 万元，植物

措施投资 51.39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投资20.79万元，独立费用108.89

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测费 35 万元，水土保持监理费 30 万元)，基本

预备费 18.19 万元，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5.83 万元。 

为便于工程的施工与管理，部分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一起

招投标。从实施情况看，水保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工程基本得到了实

施，由于方案编制是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经过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

计后，主体工程进行设计优化，部分水土保持项目按变更设计的程

序进行了设计变更，加上严格的、行之有效的投资控制，最终实现

了控制目标。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总投资为 249.13 万元，与方案

设计的总投资相比减少了 87.99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增加了 27.15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减少了 38.21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减少了 18.22

万元，独立费减少了 40.79 万元。各项投资完成情况详见表 6-1。 

工程价款的结算与支付分四步进行：合同生效且承包人提供了合

格的履约保函后，在开工日期前 7 天内，发包人按照合同总额的 10%

支付预付款；工程开工后按进度每月支付一次，在确认计量结果后

14 天内，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工程款（进度款），实付月进度款为

应付月进度款扣除其相应的预付款和质保金后的金额；当工程进度款

支付达到工程合同总价的 95%后，停止支付，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办理竣工结算；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满一年支付质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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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实际水保措施投资与方案批复水保措施投资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设计总

投资 
实际总投资 变化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22.3 149.45  27.15  

一 升压站 5.12 45.47  40.35  

二 风机区  31.58 83.71  52.13  

三 集电线路  1.81 4.63  2.82  

四 施工道路  80.93 10.69  -70.24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2.57 4.95  2.38  

六 弃石场 0.29 0.00  -0.29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51.39 13.18  -38.21  

一 升压站 0.81 3.23  2.42  

二 风机区  28.55 6.62  -21.93  

三 集电线路  1.6 0.11  -1.49  

四 施工道路  17.88 2.43  -15.45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2.28 0.79  -1.49  

六 弃石场 0.26 0.00  -0.26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20.79 2.57  -18.22  

一 升压站 17.32 0.23  -17.10  

二 风机区  0.34 2.15  1.81  

三 集电线路  12.13 0.00  -12.13  

四 施工道路  4.6 0.00  -4.60  

五 施工生产生活区 0.24 0.20  -0.05  

六 其他临时工程 3.47 ——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08.89 68.10  -40.79  

一 建设管理费 23.89 12.90  -10.99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30 10.00  -20.00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20 28.00  8.00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35 17.20  -17.80  

一至四部分合计 303.11 233.30  -69.81  

基本预备费 18.19 ——  

工程总投资 321.3 233.30  -88.00  

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5.83 15.83  0.00  

方案总投资 337.12 249.13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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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完成水保措施工程量 

水土保持措施主要采取了表土清理和回铺、浆砌石护坡、浆砌石

及土质排水沟、排水涵管、混播草籽、栽植乔木、纱网遮盖等。已完

成的工程量见表 6-2。 

表 6-2              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表 

防治分区  
措施

类型 
水保措施  

措施布置 
实施时间 

措施位置  单位  数量  

升压站 

工程

措施 

表土清理  施工区域 hm2  1.20  2017.6 

覆土平整  绿化区域 m3  408.00  2018.5 

碎石覆盖 配电区 m3  738  2018.5 

浆砌石护坡 站区周边 m3  1174.25  2018.8 

浆砌石排水沟 站区周边 m 481.00  2018.8 

风机区  

表土清理  风机平台 hm2  19.50  2017.6~2018.11 

覆土平整  风机平台 m3  58500.00  2017.6~2018.11 

浆砌石护坡  平台陡坡处 m 180.00  2019.6 

集电线路  
表土清理  铁塔基础区域 hm2  1.10  2017.6~2018.11 

覆土平整  铁塔基础区域 m3  3300.00  2017.6~2018.11 

施工道路  

表土清理  新建道路占地区 hm2  8.18  2017.5~2017.6 

覆土平整  道路两侧绿化区域 m3  7365.60  2017.5~2017.6 

土质排水沟 道路汇水一侧 m 10500.00  2017.5~2017.6 

排水涵管 道路区汇水较大区域 m 14.00  2018.6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清理  施工区域 hm2  0.60  2017.5 

覆土平整  施工区域 m3  4992.00  2018.11 

升压站 

植物

措施 

丁香、柠条草籽 综合楼前 hm2  0.17 2019.6 

早熟禾籽 道路两侧、围墙外侧 hm2  0.13 2019.6 

植被抚育 绿化区域 hm2  0.3 2019.6 

风机区 
柠条、披碱草草籽 风机平台 hm2  12.57  2019.6 

植被抚育 人工绿化区 hm2  17.95  2019.6 

集电线路  
柠条、披碱草草籽 施工扰动区 hm2  0.34 2019.6 

植被抚育 人工绿化区 hm2  2.0565 2019.6 

道路区 

柠条、披碱草草籽 
道路两侧 

hm2  2.4 2019.6 

樟子松幼苗 株 591 2019.6 

植被抚育 人工绿化区 hm2  3.12 2019.6 

施工生产生活区 

石竹、二月兰、鼠尾草、

苦地丁 
占地区域 hm2  1.5 2019.6 

植被抚育 绿化区域 hm2  1.5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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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站 
临时

措施 

防尘网苫盖 临时堆土 m2 1500 2017.5~2018.5 

风机区 防尘网苫盖 临时堆土 m2 14302 2017.5~2018.5 

施工生产生活区 防尘网苫盖 临时堆土 m2 1300 2017.5~2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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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验与体会 

经验与体会 

（1）监理工作的重点应放在质量控制方面，而要做好质量控制

工作，监理人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认真吃透图纸和技术要求，

坚持质量标准，严格遵照规范、规程进行施工质量验评。 

（2）要做好进度控制工作，必须加强施工计划监管，积极协调

各方关系，保证控制性工程进度如期实现。 

（3）在投资控制方面，坚持公正，信守合同，严格计量核定。 

 

工程建设大事记 

1、2017 年 5 月，项目场地三通一平，升压站厂区、道路、施工生产

生活区开始大范围推土机剥表。施工单位、主体监理单位严把质量关，

确保剥表质量及表土收集后的保护措施； 

2、2017 年 6 月 3 日，升压站开始场地平整、基础施工。升压站基础

施工恰逢雨季，施工人员及监理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合理安排施

工时序，在基础施工过程未发生明显的水土流失。 

3、2017 年 6 月 1 日，多点同时进行风机区施工建设，风机平台大规

模剥表、平整。主体监理单位密切关注土方调运动态。施工过程中对

临时堆土采取了纱网遮盖措施。 

4、2018 年 8 月 13 日，升压站开始进行周边浆砌石护坡、浆砌石排

水沟施工，施工严格按照设计进行，施工及监理单位严把质量关，水

保监理单位及时关注施工动态。 

5、2018 年 10 月末，全线建设完工，升压站主体建设、配套设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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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尾声，2018 年 11 月 16 日，工程进入调试、试运行。此时已入冬，

工程植物措施未能落实。 

5、2019 年 6 月 1 日开始，绿化施工单位进驻，分派施工人员根据国

土部门要求及水保方案设计，对各个分区进行全面绿化，同时，对

34 号风机进行浆砌石护坡建设。主体监理撤场，水保监理单位持续

跟进。2019 年 6 月底绿化全部完成，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洒水、维护。



 

 

8 附件 

（1）水土保持单位工程核查照片； 

（2）水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3）单位与分部工程鉴定书。 

 

 

 

 

 

 

 

 

 

 

 

 

 

 

 

 

 

 

 

 

 

 

 



 

 

 

附件（1）水土保持单位工程核查照片 

 升压站单位工程核查照片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斜坡防护 2019 年 7 月 土地整治（防洪排水）2019 年 7 月 



 

 

 

风机区单位工程核查照片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斜坡防护 2019 年 7 月 斜坡防护 2019 年 7 月 

 

 

 



 

 

 

集电线路区单位工程核查照片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道路区单位工程核查照片 

  

土地整治（防洪排水）2019 年 7 月 土地整治（防洪排水）2019 年 7 月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土地整治（防洪排水）2019 年 7 月 

 

 

 

 

 

 

 

 

 

 



 

 

 

施工生产生活区单位工程核查照片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植被工程（片状植被）2019 年 7 月 

 

 

 

 

 

 

 

 

 

 

 

 

 

 

 

 

 

 

 



 

 

 

附件（2）水行政主管部门关于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附件（3）单位与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见下一页） 













单位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字

潴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疚lRF◇吒 扌诔考

冬弘饣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

ˉ
公司

忽 之 饭∴卡
n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馅

挽据 康保县康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饣
i碲

` 饧叫池
`

/









单位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 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字

弼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苡夙译巧 扌秭

骺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矽沟

廴 ◇̀仵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弘 · 咬讠、午

确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劢n锡硼 肜獬









单位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 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字

弼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苡夙译巧 扌秭

骺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矽沟

廴 ◇̀仵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弘 · 咬讠、午

确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劢n锡硼 肜獬







单位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 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字

弼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苡夙译巧 扌秭

骺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矽沟

廴 ◇̀仵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弘 · 咬讠、午

确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劢n锡硼 肜獬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 字

扌猕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丑Rl◇奸 予精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彳∫{∶丿)'劾 '

廴小千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弘 廴 支弘千

铷 他
康保县康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
r-J遂刀屮匕人 愆a

烈

η

g
岬



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工程名称:鲁能康保屯垦风电场三期 10万千瓦项 目

单位工程名称 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 点片状植被

单元工程名称
⒛ 19年 6月 1日至

⒛ 19年 6月 30日

检查、检测项 目

升压站站内、站外绿化

风机区植被恢复状况

施工生产生活区植被

恢复状况

该分部工程中各防治分区中单元工

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施工单位质量评定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全部按

照设计进行施工,单元工程质量

合格。

质捡辗浙负贵人:

日期∴犰啦巡豇、赭 巳

监理单位质量认证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质量合

格率均在 80.00%以 上,单元工

程质量合格。

函
氓∫吲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 字

扌猕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丑Rl◇奸 予精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彳∫{∶丿)'劾 '

廴小千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弘 廴 支弘千

铷 他
康保县康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

公司
r-J遂刀屮匕人 愆a

烈

η

g
岬



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工程名称:鲁能康保屯垦风电场三期 10万千瓦项 目 编号 :

单位工程名称 植被建设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名称 混播草籽、栽植樟子松
⒛ 19年 6月 1日 至

⒛ 19年 6月 30日

检查、检测项目

道路区绿化

该分部工程中各防治分区中单元工

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施工单位质量评定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仝部按

照设计进行施工,单元工程质量

合格。

质谥蕺铐贫箦火:

日期:娴絷

监理单位质量认证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质量合

格率均在 9s%以上 ,单元工程质

量合格。

跎 耋
f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 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字

a沐衤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剂廴顶、丨◇~l; 扌礻珞

鞫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矽扁彡饧卯

廴弘午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已 乙 艮弘干

罗觞扬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磁杉纫够 了觞踢



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工程名称:鲁能康保屯垦风电场三期 10万千瓦项 目 编号 :

单位工程名称 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 表土剥离及回铺

单元工程名称 表土剥离及回铺
⒛ 17年 5月 %日至

9018年 11月 30日

检查、检测项目

升压站区表土剥离及

回铺情况

集电线路表土剥离及

回铺情况

道路区表土剥离及回

铺情况

施工生产生活区表土

剥离及回铺情况

该分部工程中各防治分区中单元工程合格率均在 8f⒛业-以上,单

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施工单位质量评定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全部按

照设计进行施工,单元工程质量

合格。
镫簖s

监理单位质量认证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质量合

格率均在 80~00%以 上,单元工

程质量合格。

工程监理

认证人 :

日期:  永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 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字

a沐衤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剂廴顶、丨◇~l; 扌礻珞

鞫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矽扁彡饧卯

廴弘午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已 乙 艮弘干

罗觞扬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磁杉纫够 了觞踢



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工程名称:鲁能康保屯垦风电场三期 10万千瓦项 目 编号 :

单位工程名称 土地整治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名称
浆砌石排水沟、土质排水

沟、排水涵管

.⒛ 17年 5月 “ 日至

⒛ 19年 5月 30日

检查、检测项目

升压站防洪排水情况

道路区防洪排水情况

该分部工程中各防治分区中单元工程合格率

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施工单位质量评定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全部按

照设计进行施工,单元工程质量

合格。
崾

监理单位质量认证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质量合

格率均在 BO.00%以 上,单元工

程质量合格。

工程监理处 :

⒛缪革筏羧珏∞日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 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字

a沐衤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剂廴顶、丨◇~l; 扌礻珞

鞫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矽扁彡饧卯

廴弘午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已 乙 艮弘干

罗觞扬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磁杉纫够 了觞踢



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工程名称:鲁能康保屯垦风电场三期 10万千瓦项 目

单位工程名称 临时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

单元工程名称 防尘网苫盖
⒛ 17年 6月 9018年

11月

检查、检测项目

升压站区防尘网苫盖

布置情况

风机区防尘网苫盖布

置情况

施工生产生活区防尘

网苫盖布置情况

该分部工程中各防治分区中单元工程合格率均       单

元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施工单位质量评定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全部按

照设计进行施工,单元工程质量

合格。
黢

监理单位质量认证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质量合

格率均在 gO.00%以 上,单元工

程质量合格。









分部工程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姓 名 单位 职务和职称 签字

a沐衤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剂廴顶、丨◇~l; 扌礻珞

鞫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矽扁彡饧卯

廴弘午
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已 乙 艮弘干

罗觞扬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磁杉纫够 了觞踢



水土保持工程单元工程质量评定表

工程名称:鲁能康保屯垦风电场三期 10万千瓦项 目 编号 :

单位工程名称 斜坡防护工程 分部工程名称 浆砌石护坡

单元工程名称 浆砌石护坡
9019年 5月 1日 至

⒛ 19年 6月 26日

检查、检测项目

风机区浆砌石护坡现

状

该分部工程中各防治分区中单元工程合格率j

工程质量评定为合格。

施工单位质量评定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仝部按

照设计进行施工,单元工程质量

合格。 餮

监理单位质量认证等级

各防治分区内单元工程质量合

格率达到 10000%,单 元工程质

量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