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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区建设指挥部 2015 年工作总结 

2015 年是新校区建设取得全面突破的一年。新校区建设指挥部

紧密围绕学校总体工作部署，在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校内

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攻坚克难，

于 9 月 28 日举行了新校区首个单体项目的奠基仪式，随后全面开工

建设；12月 25日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征地工作基本完

成。总体而言，2015 年新校区建设指挥部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

重点工作，现将各项工作总结如下： 

一、 征地工作取得突破 

新校区征地工作取得重大突破。1 月 13 日，新校区取得了市国

土局《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结案表》，标志着新校区完成征收集体土地

结案工作。协调解决新校区地上物补偿的争议问题，通过两次强制施

工，解决了影响基础设施项目施工的困难，实现了新校区场地的全部

围合管控。协调市政府、市规划委、市国土局办理土地划拨手续，12

月 21 日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项目申

请使用国有土地的批复》，12 月 25 日，取得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下发

的《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明确了新校区划拨建设用地面积 1033741

平方米，标志着新校区已依法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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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工作全面完成 

新校区青年教师及留学生宿舍、后勤服务楼 F座取得了教育部立

项批复，体育馆项目取得了教育部初步设计方案及投资概算的批复，

标志着新校区一期 10个单体项目立项工作的全面完成。 

根据新校区基础设施项目总体规划和建设计划，配电室、10KV

供电线路、校园绿化、道路支线及地下管网等 6 个项目申请了 2016

年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支持，总金额 9454万元。 

三、设计工作稳步推进 

新校区一期第一教学楼、第一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等 10 个

项目已全部完成了施工图设计，指挥部各专业工程师对图纸进行了严

格细致的审核，组织用户单位进行多次的讨论和确认，其中 9个项目

已完成施工图强审工作，并根据项目进展编制了招标范围和技术标准

要求；在图纸审核过程中，各工程师提出了多条优化建议，最终被设

计院采纳，为学校节约建设资金约 1000万元。 

新校区基础设施项目完成了热力管网、弱电管道、运动场、桥梁、

荒山治理等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及审核工作，并付诸实施；就校园内弱

电系统规划组织校内各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研讨和论证，最终明确了

建设内容及工作界面；对 2016年即将实施的配电室、10KV供电线路、

校园绿化、道路支线及地下管网等 6个项目提前组织设计及审核工作，

尽早完成招标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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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标工作科学严谨 

指挥部今年共完成委托或自行招标项目 23项，自行采购项目 73

项；签订合同 129份，合同总金额 13.24亿元，其中：工程类招标项

目 10 项，招标总控制价 13.30 亿元，中标总金额 12.83 亿元，节资

率 3.46%；设备类招标项目 2项，招标总控制价 1329.30万元，中标

总金额 1265.84万元，节资率 4.77%。完成暂估价招标项目 6项，采

购项目 1项；签订合同 4项，合同总金额 682.97万元。 

在招标采购过程中，指挥部严格要求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

答疑文件、合同协议的撰写质量，做好招标信息的宣传发布工作，严

肃招标程序，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发挥制度约束作用，确保招标采购

工作公平、公正、公开。一年来没有接到任何针对招标办工作人员或

招标采购程序的投诉或举报。 

五、单体项目破土动工 

新校区一期 10 个单体项目已取得第一教学楼、第一实验楼、图

书馆等 9个项目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了消防、人防设计审核，

并按要进行了文物考古勘探，完成了 7 个项目施工总承包招标；10

月底取得了 5个项目的施工登记意见书，分别举行了图书馆、第一教

学楼、体育馆开工仪式，并陆续开工建设。 

截止 12 月底，图书馆、第一教学楼、第一实验楼、体育馆项目

已基本完成土方开挖、底板浇筑和防水保护层施工，正在进行钢筋绑

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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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础设施顺利实施 

新校区今年实施的 8个基础实施项目，从 6月份开工建设，期间

克服了多雨、阅兵及雾霾停工等困难，在指挥部的统筹协调安排下，

截止 12 月底，除荒山治理工程受树木栽植季节性影响没有完成外，

热力管网及弱电管道工程、一期运动场及桥梁工程、地源热泵工程、

行道树绿化工程、35KV 高压线移改工程等已基本完成既定的施工内

容，进行了工程结算，按期将国拨资金执行完毕。 

七、质量安全保障有方 

2015 年，新校区建设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施工质量及安全管理

成为了工作的重点内容。在施工过程中，指挥部始终坚持质量安全第

一，督促施工、监理单位制定科学完善的施工组织方案及监理方案，

每天深入工地巡查旁站，从材料进场报验、过程中检查、检验批验收、

隐蔽验收等各环节严格控制施工质量，从基坑防护、施工临时用电、

秋冬季防火、高压线下施工安全等方面确保施工安全；对施工单位定

期进行质量和安全检查，并进行文明施工月度评比；从根本上杜绝质

量和安全事故的发生。一年来施工现场未发生任何质量及安全事故。 

八、投资控制严格细致 

在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指挥部进行全过程投资控制。完成 9个

单体初步设计概算审核，共计审核金额约 194756 万元。完成 7 个单

体工程总包招标清单及控制价的编制工作，总控制价约为 120969 万

元；完成 7个单体的总包招标清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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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2015年 7个基础设施项目 9427万元的清单及控制价编制工

作，及总包招标清标工作。完成 7个项目的结算审核工作，审减 439

万元。完成 2016 年 6 个专项基础设施项目资金申请投资估算编制工

作，投资估算约 9454万元。 

从初步设计概算审核、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招投清标、变

更洽商签证管理及工程结算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成本控制，指挥部

预算部、造价咨询单位、监督审计办公室、全过程审计单位密切配合，

层层把关，切实控制建设项目投资成本。 

九、内部建设日趋完善 

在项目实施的同时，指挥部非常注重内部建设。随着工程的开展，

指挥部陆续招聘经验丰富的各专业工程师 30 余人，并聘请了顾问公

司与指挥部进行一体化办公。通过近一年时间的磨合，指挥部各部门

沟通更加顺畅，配合更加密切，全体人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形成了一只能吃苦、能战斗、高水平的项目管理团队。 

在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指挥部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信息化建设。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指挥部对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和办事流程进行科学

的调整，不断提高有效性和时效性；同时，不断完善建设项目全过程

投资管理及审计系统，增加管理系统的使用功能，提高软件的适用性，

力争使各项事项审批及数据统计分析更加便捷高效。 

总之，2015 年新校区建设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各项工作顺

利推进，新校区进入全面建设阶段。2016 年，指挥部全体人员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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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一致，一如既往，全身心的投入到项目管理当中，为学校交出一份

满意的答卷。 

【工作简讯】 

1、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项目申请使

用国有土地的批复》。 

2、取得新校区《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3、新校区一期单体第五立面方案取得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认可。 

4、取得国管局人防办关于青年教师及留学生宿舍人防工程施工设计

备案通知书。 

5、取得北京燃气昌平有限公司关于新校区燃气供应实施方案。 

6、完成青年教师及留学生宿舍施工图设计，完成红线内道路及管线

施工图审核；完成第一食堂红线内道路及管线施工图审核。 

7、完成第一教学楼、第一实验楼、图书馆、体育馆图纸会审记录审

核。  

8、完成热力管网及弱电管道工程、运动场及桥梁工程、道树绿化工

程结算工作。 

9、完成学生公寓一期、后勤服务楼 F、锅炉房工艺设备及换热站工

程座总包招标清标工作。 

10、图书馆项目：编制完成施工组织设计；完成钢筋方案、地下室模

板方案、混凝土方案及地下室脚手架方案等各专项施工方案审批；地

下室建筑、结构、机电管线的 BIM建模完成，碰撞及调整完成；垫层

及底板防水完成总量的 85%，底板钢筋完成 30%，底板混凝土完成 30%。 

11、第一教学楼及第一实验楼项目：编制完成施工组织设计；完成钢

筋方案、混凝土方案及模板施工方案等各专项施工方案审批；编制完

成结构长城杯创优策划；完成第一教学楼 1-3层、第一实验楼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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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机电管线的 BIM建模工作。第一教学楼垫层及底板防水

完成总量的 100%，基础钢筋完成 50%，基础混凝土完成 30%。第一实

验楼完成 1#、2#、4#、5#及 6#楼土方工程。 

12、体育馆项目：编制完成施工组织设计；完成钢筋方案、地下模板

方案、地下混凝土方案、垃圾换填区域毛石混凝土施工方案及地下室

脚手架方案等各专项施工方案审批；编制完成创优策划。体育馆建筑、

结构、机电管线的 BIM建模完成，碰撞及调整完成。垫层及底板防水

完成总量的 85%，底板钢筋完成 30%，基础混凝土完成 30%。 

13、完成第三标段施工总承包开、评标工作，公示中标结果，签订合

同并完成备案。 

14、完成新校区锅炉房设备及一期工程换热站设备供货及安装开、评

标工作，公示中标结果，签订合同。 

15、完成第一教学楼和第一实验楼幕墙分包工程资格预审评审工作。 

16、完成图书馆和体育馆幕墙分包工程、集中空调系统分包工程资格

预审进场备案并发售资格预审文件。 

17、完成 2015年基本建设投资调整计划和 2016年建议计划的编制上

报工作。 

18、完成指挥部“十二五规划”总结和“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