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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要闻】
新校区一期配套物资招标采购工作正式启动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28 日，昌平新校区第一食堂米饭生产
线、冷库供货与安装项目招标公告，以及第一食堂灶具及厂制品、
电器设备与加工机械采购项目资格预审公告正式公开发布并接受供
应商报名，标志着我校昌平新校区一期配套物资招标采购工作正式
启动。
新校区一期包括第一教学楼、第一实验楼、图书馆、工程训练
中心、体育馆、学生公寓一期、第一食堂、青年教师及留学生宿舍
等 10 个单体项目、24 栋楼宇，涉及的配套物资有教室桌椅、实验
设备、工训设备、阅览家具、典藏家具、体育器材、医疗器械、食
堂设备、宿舍家具、办公家具以及交换机、服务器、存储设备、教
学应用系统、图书馆信息系统等上万件商品货物；需求来源于校内
多个单位，货物门类多、种类杂，采购时间紧、任务重。
2016 年 7 月，学校成立了新校区配套物资采购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由国资处负责牵头组织的需求论证组，以及由新校区招标采购
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的招标采购组。按照学校 2017 年 9 月新校区一
期工程投入使用的总体进度要求，为做好新校区一期配套物资招标
采购工作，新校区招标采购办公室根据国家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
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结合我校新校区配套物资采购实际情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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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北京化工大学新校区配套物资采购实施方案（暂行）》及详
细、可行的操作流程，上报新校区建设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同时，
在前期财务处、国资处及需求单位多次规划论证及申报立项的工作
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配套物资招标采购计划
表》，逐个项目明确需求单位需求提交完成时间、需求论证组需求论
证完成时间、招标采购组招标采购完成时间，并责任落实到人。
新校区一期配套物资采购已初步立项 29 个项目，总投资约
2.14 亿元。目前，新校区一期配套物资采购已完成 5 个项目的需求
论证，部分项目正在进行市场调研及询价。随着第一食堂厨房设备
采购的正式启动，新校区一期配套物资采购工作将全面、有序开
展。按照新校区配套物资招标采购计划，2017 年 1 月前应完成所有
项目的需求论证，3 月前完成或启动所有项目的招标采购，为 2017
年 9 月新校区顺利开学创造必要条件。

新校区单体项目屋面工程顺利进行
2016 年 10 月，新校区第一教学楼、第一实验楼、图书馆、体
育馆、学生公寓一期等项目屋面工程陆续完工。为确保工程质量，
指挥部严把材料关、坚持样板引路、加强过程控制。
屋面工程主要包括屋面节能保温、防水等关键环节。在材料选
择阶段，指挥部为保证屋面防水的质量，选用了国内一流防水材料
品牌东方雨虹，与之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确保该公司提供最优质
先进的防水材料，并延长新校区项目的质保期限。另外，指挥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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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和体育馆项目争创竣工长城杯及鲁班奖
的要求，将原设计的砂浆防水保护层变更为铺贴室外广场砖，确保
屋面永久的质量品质。
在进场施工阶段，指挥部督促总承包单位提前进场保温及防水
材料，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对进场的材料进行随机见证取样，并
提交有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材料复试检验，确保材料质量关。此
外，指挥部督促总承包单位根据新校区屋面工程设计要求，对屋面
保温砂浆及防水卷材的施工编制了专项施工方案；监理单位进行了
认真审核，提出了多项修改意见，各标段屋面施工方案基本都经历
了三轮以上的修改与审批方才通过。专项施工方案的确定保证了后
续施工的顺利进行。在开展大面积施工前，指挥部还坚持样板验
收，会同监理单位对每家总承包单位的保温砂浆和防水卷材的样板
段都进行了验收，详细检查了保温砂浆的厚度、保温层排气管的设
置、表面平整度及完成面的强度。施工过程中各专业工程师和监理
工程师加强过程巡查次数，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和样板标准检查，不
合格的坚决要求进行返工处理，不留质量隐患。
经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指挥部的共同努力，新校区第一教
学楼、第一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及学生公寓一期项目的屋面工
程已陆续完工，质量状态良好，为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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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1、 完成第一教学楼、第一实验楼、体育馆、工程训练中心精装修工
程清单及控制价编制并提交；进行图书馆精装修工程清单及控制
价编制、燃气工程清单及控制价编制。
2、

进行单体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设计变更及签证费用审核。

3、

荒山治理工程：园建工程整改销项完成 50%；木塑平台铺装完
成；后期补植树木准备工作开始。

4、

两湖及两湖之间景观绿化工程： 1#湖成型，基本具备防水毯铺
装条件；一级路路床整形完成；土方工程完成；景池一亲水平
台、跌水结构完成；景池二亲水平台、汀步、跌水结构完成；
景池四池壁结构完成；景池五汀步、跌水、亲水平台、栈道完
成 80%；廊架三基础完成；人行桥一结构完成，人行桥二桥墩完
成，人行桥三毛石桥墩完成 50%；木平台一、二、四平台柱完成，
木平台三结构完成；湖区折线广场结构完成；滨水广场结构完
成；湖心岛栈桥矩形柱完成；地形整理 6500 平米；苗源考察完
成 70%。

5、

道路支线及地下管网支线工程：两座雨水蓄水池完成；5#桥、
6#桥结构施工完成；涵洞施工完成；停车场铺装完成；人防通
道结构完成；化粪池侧墙钢筋绑扎完成。

6、

污水处理站工程：膜处理器安装完成；室内设备安装完成；管
道安装完成 50%。

7、

地源热泵工程:热泵机组、水泵、分集水器、融水机组、软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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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就位；管道安装完成。
8、

教学楼及实验楼：教学楼屋面防水全部完成；2-3 层墙面粉刷
石膏完成；教学楼幕墙窗钢副框全部完成，保温岩棉及防水铝
板完成 40%；教学楼 A 区消火栓箱支管安装 60%，B 区消火栓箱
支管安装 40%，教学楼 B 区风管 4-5 层吊装完成 70%，阶梯教室
内风管 2-3 层完成安装 90%。1#实验楼屋面防水层及保护层全
部完成，3 层喷淋支管安装 80%，铝窗框完成 50%，保温岩棉及
防水铝板完成 80%；4#实验楼室内垫层施工完成 50%，地下室耐
磨地坪完成 70%，铝窗框完成 50%，保温岩棉及防水铝板完成
80%；5#实验楼完成结构区域二次砌筑完成 40%，地下室喷淋支
管安装 50%；6#楼地下喷淋主管道安装完成。

9、

图书馆及工程训练中心：图书馆汽车坡道结构施工完成；屋面
保温完成；1-5 层粉刷石膏完成；2-3 层地面垫层浇筑完成；幕
墙龙骨安装完成 50%；三层喷淋主管、支管安装完成 90%；四层
喷淋主管、支管安装完成 20%；六层喷淋主管、支管安装完成
70%；卫生间立管安装完成 70%，雨水管安装完成 60%，屋面炮
楼雨水斗安装完成，B1 层排水管安装完成 50%，屋面竖井风管
收尾完成、地下一层风管制作及安装完成 40%。工程训练中心
消防控制室顶板模板完成。

10、 学生公寓及后勤服务楼： B1 楼外墙 2 层以上二次结构砌筑完
成，外墙保温完成，外墙质感涂料 4 层以上完成，内墙砌筑 2
层以上完成，屋面保温完成；B2 楼外墙 2 层以上二次结构砌筑
第 5 页（共 7 页）

北京化工大学新校区建设工作月报（10 月刊）

完成，外墙保温完成 80%，内墙 4 层以上砌筑完成，屋面保温
完成，屋面防水找平层完成；B3 楼外墙保温及涂料 2 层以上完
成，内墙砌筑 2 层以上完成，首层地面垫层完成，屋面保温完
成，屋面防水找平层完成；B4 楼外墙 2 层以上二次结构砌筑完
成，外墙保温 2 层以上完成，内墙砌筑 3 层以上完成，屋面保
温完成，屋面防水层完成 50%；B5 楼外墙二次结构砌筑完成，
内墙砌筑完成 60%，屋面保温层完成，屋面防水找平层完成；B6
楼外墙保温及涂料 2 层以上完成，内墙砌筑 2 层以上完成，首
层地面垫层完成，屋面保温完成，屋面防水层完成 60%；B7 楼
外墙二次结构砌筑完成，内墙砌筑完 40%，屋面保温层及防水
找平层完成。完成东侧 4 个化粪池的土方开挖，大化粪池垫层
完成，底板钢筋绑扎完成。后勤服务楼地下室地面完成，地下
室二次结构砌筑完成 20%，地上 3、4 层二次结构砌筑完成 70%，
屋面保温及防水找平层完成。
11、 体育馆：钢结构网架安装全部完成，面漆施工完成 90%，钢马道
及钢楼梯施工完成 70%；二次结构施工完成 95%；装修基层施工
完成 50%；幕墙南立面岩棉安装 80%、北立面岩棉安装 20%，东
立面龙骨开始安装；外墙雨水立管安装完成 80%，首层综合支
架完成 80%，一层、四层喷淋管道完成 30%，一层综合吊架完成
50%，三层游泳馆风管完成 30%，二层走廊风管完成 20%，综合
训练馆空调水立管完成 80%，防排烟竖井风管安装完成 90%，防
排烟竖井风管安装完成 90%，二层走道完成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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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青年教师及留学生宿舍、第一食堂、锅炉房：青年教师及留学
生宿舍 A、B 座施工至六层，E、F 座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地下车
库二次砌筑样板施工完成。第一食堂东西侧挡土墙施工完成。
锅炉房钢结构施工完成，室内外回填土完成；外窗深化设计审
核完成；地下 1 层排水管道预埋完成。
13、 完成体育馆泳池水处理工程施工招标的资审评审，发出招标文
件，组织踏勘和答疑；发售第一教学楼、体育馆室内精装修分
包工程施工招标文件，组织踏勘和答疑。
14、 完成第一实验楼、工程训练中心、学生公寓一期、后勤服务楼
F 座、青年教师及留学生宿舍、第一食堂、锅炉房卫生洁具采购
工作。
15、 完成三、五标段钢制转印门供货及安装分包工程施工招标的开、
评标工作。
16、 完成图书馆精装修分包工程施工招标的资审评审。
17、 完成基本建设内控制度的修改和征求意见。
18、 完成指挥部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自评报告和财经纪律自查自纠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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