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化工大学新校区建设工作月报（3 月刊）

新校区建设工作月报
2016 年第 2 期 总第 23 期
【建设要闻】
我校取得新校区国有建设用地《不动产权证书》
近日，
新校区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颁发的 1033741.26
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自 2011 年我校启动选址征地、建设新校区工作以来，先后经历
了新校区选址、国有土地占用补偿、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国有土
地划拨等 4 个重要节点。为了强力推动新校区选址征地和建设工作，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先后解决了一系列严重制约征地工作的重大问题：
国有土地划拨中涉及军产和企业遗留的历史问题；征地范围除了农村
集体土地外还涉及到国资委下属单位、昌平公路分局以及清华大学代
征道路等，需征得被征地村所有村民及上述各国有单位同意的复杂问
题；土地调查中地类数据纠错问题；土地利用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和耕
地指标不足的问题；集体土地中有代征河道并且需要调整规划问题；
征地村中需要增加转非安置人员问题；转非安置方案需得到各村村民
普遍认可问题；集体土地中地上物、树木还有三百多座坟墓的补偿迁
移问题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我校征地工作异常艰难，甚至被
国土和规划部门认为可以作为教学案例。在此期间，指挥部成功实施
两次强行拆迁腾退土地将新校区围合；在半年内完成 341 名农民安置
工作，在一年内完成征地结案；多次阻止农民抢栽抢种确保国有资产
没有流失……这些问题的成功解决为新校区征地工作的顺利开展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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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了障碍。
5 年间，我校分别取得了《教育部关于北京化工大学征地建设昌
平新校区有关问题的批复》、
《新校区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
《北京市
人民政府关于昌平区二〇一三年度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
、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等 60 余项重要批复，为
新校区征地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不动产权证书》是我校作为权利人享有新校区所属建设用地的
法定凭证，对我校意义重大。该证书的取得，标志着我校新校区征地
工作基本完成，为学校拓展办学空间、推动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新校区建设暂估价项目招标采购正式启动
自 2015 年 12 月，新校区一期工程暂估价项目招标采购工作正式
启动。
工程建设中，对于图纸需进一步深化的项目、需特殊专业资质施
工的项目、影响装饰工程效果及档次的重要材料和工程设备、材料市
场中价格波动较大的重要材料和工程设备等必然发生但暂时不能确
定价格的项目，在施工总承包招标工程量清单中给定暂估价，等条件
成熟后再进行暂估价项目的招标采购，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招
标中普遍采用的做法。
随着新校区建设一期工程各标段施工总承包招标工作的陆续完
成，列入暂估价项目的幕墙工程、室内精装修工程、智能建筑工程、
消防工程、空调系统、电梯供货及安装工程等招标采购工作也纳入工
第 2 页（共 6 页）

北京化工大学新校区建设工作月报（3 月刊）

作日程。为规范一期工程建设中暂估价项目的招标采购工作，完善监
督制约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证工程项目质量，指挥部招标采
购办公室制定了《北京化工大学新校区建设暂估价项目招标采购管理
办法》
（北化大校办发[2016]2 号），并结合操作实际制定了详细、可
行的工作流程。
第一教学楼和第一实验楼、图书馆和体育馆幕墙分包工程施工招
标是新校区一期工程率先启动的两个暂估价招标项目。自 2015 年 12
月 5 日和 12 月 17 日分别进场发布公告接受报名，2015 年 12 月 24
日和 2016 年 1 月 12 日分别进行了资格预审，并于 2016 年 3 月 10 和
3 月 11 日进行了评标，中标单位为北京南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幕墙分包工程的招标标志着新校区建设暂估价项目招标采购正
式启动。2016 年伊始，为保证一期工程建设总控计划，指挥部招标
采购办公室制定了全年详细的暂估价招标项目清单。按照“学校和总
包共同招标、总包作为招标人、学校全程参加主持招标工作”的工作
思路，严格按照国家和学校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暂估价项目
招标采购的实际成效。目前，新校区一期工程暂估价项目招标采购工
作正全面、有序开展。
【工作简讯】
1、

取得学生公寓一期、后勤服务楼 F 座项目《施工登记意见书》。

2、

取得新校区一期 10 个项目防雷装置设计核准意见书。

3、

完成后勤服务楼 F 座人防质量监督登记。

4、

督促设计院修改湖区绿化施工图并审核，完成新增两座桥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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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设计，整理十个单体和新增道路支线施工图，按照专题会的
意见修改完善新校区大门方案。
5、

编制道路支线、电梯分包、湖区绿化、夜景照明招标范围和技
术标准要求，启动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工作。

6、

完成图书馆、工程训练中心、体育馆清单核查并提交审计。

7、

完成消防专业分包工程、青年教师及留学生宿舍、第一食堂、
锅炉房总包招标答疑。

8、

完成泄洪沟及湖区绿化工程设计概算审核。

9、

35kv 架空入地工程：清华核研院内改造三通井完成；电缆支架
安装完成,槽盒安装 1300m；架空段杆塔基础施工完成。

10、 热力管网及弱电管道工程：东侧路、南侧路、西环路、东西贯
通路、工程训练中心西侧路树池安装完成，步道砖铺砌完成；
南门区剩余道路、西环路 3#桥两侧道路、临建南路路缘石二灰
完成；南侧路南中水管道施工完成；弱电井支架安装、井室清
理完成；热力井室内保温完成；山体截洪沟开挖完成，开始沟
体施工。
11、 运动场及桥梁工程：1#、3#桥回填完成，道路基层完成；挡土
墙完成 160m；运动场内外环排水沟完成 460m，篮球场、网球场
排水沟完成 100m；篮球场、网球场碎石及二灰结构基层完成；
强弱电管道完成 695m，消防管线完成 220m,压力管线完成 360m,
雨污水管线完成 170m。
12、 荒山治理工程：西侧空地园建路缘石及道路基层完成，青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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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拼铺装完成一半；两座桥结构完成；西峰平台钢筋砼完成，
千层岩坐凳砌筑完成；西侧山体水土保持挡墙砌筑完成；乔木
种植完成。
13、 行道树绿化工程：西门区元宝枫种植 20 株，余 14 株；南侧路
南北种植西府海棠 325 株，玉兰 320 株，白蜡 644 株，栾树 228
株，银杏 284 株。
14、 图书馆项目：图书馆 B1 段首层顶板模板完成、B2 段首层墙柱
钢筋绑扎、B3 及 B4 段首层楼板模板完成，图书馆 A1 段首层楼
板模板完成、A2 段负一层墙柱完成、A3 段负一层楼板模板完成。
15、 第一教学楼及第一实验楼项目：教学楼 A 区基础周边回填土完
成，基础拉梁施工完成，A 区 4、5、6 段已经完成地上 2 层楼
板砼浇注; 教学楼 B 区基础周边回填土基本完成，B 区各段首
层竖向结构完成; 实验楼 1 段完成首层楼板施工，2 段首层楼
板模板安装完成，3 段地下 1 层墙柱完成，4、5、6、7 段地下
1 层墙柱砼完成。
16、 体育馆项目：地基基础验收完成，基础周边回填土完成，泳池
回填土完成 50%，综合训练馆完成首层墙柱结构，篮球比赛馆
完成首层墙柱结构。
17、 学生公寓一期及后勤服务楼 F 座项目：完成测量放线方案、施
工现场及生活区临建方案、地基处理施工方案及支护施工方案
的审批；后勤服务楼 F 座土方及支护完成；学生公寓 B1 楼地基
处理按月度计划完成，B2、B3、B4、B5、B6、B7 楼柱锤夯扩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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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完成约 10%。
18、 完成三标段监理的开评标工作，公示中标结果，签订合同并完
成备案。
19、 完成五标段施工总承包、监理的资格预审评审工作，发售招标
文件，组织现场踏勘和投标预备会，完成质疑与澄清。
20、 完成第一教学楼和第一实验楼、图书馆和体育馆幕墙分包工程
的开评标及清标工作；完成图书馆和体育馆集中空调系统分包
工程开评标及清标工作。
21、 完成第一教学楼、第一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工程训练中
心消防分包工程的资格预审评审，发售招标文件，组织现场踏
勘和投标预备会，完成质疑与澄清。
22、 确定污水处理站工程 EPC 总承包招标、第一教学楼、图书馆和
体育馆夜景照明工程施工招标的资格预审文件。
23、 完成学校基建工程内控制度的修订、完善和补充工作。
24、 启动新校区二期项目设计及立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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