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强县 2018 年脱贫攻坚深度贫困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大安镇双白果树村沙沟里至肖家梁道路硬化工程项目 

施工信息公示 

 

一、项目法人单位：宁强县大安镇人民政府 

主要负责人：王安宁 

二、设计单位：汉中汇能公路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王雪朦 

资质：公路行业丙级 

三、施工单位：汉中市北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张会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00583526150J               ）。 

项目负责人：王永安（陕 261111223717         ） 

资质：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证号：D 26104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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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部的组成 

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 

职务 姓名 职称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备

注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养老保

险 

项目经理 王永安 工程师 
建造师注 

册证书 
二级 陕 261111223717 公路工程 已缴纳  

技术 

负责人 
李军 工程师 职称证 中级 2309912 公路工程 已缴纳  

专职 

安全员 
滑忠民 工程师 

安全生产

考核证 

中级 
陕交安

C(15)G57050 公路工程 已缴纳  

质量员 梁凡 工程师 岗位证 中级 611711060006432 公路工程 已缴纳  

财务负责

人 
屈雪 会计 资格证 中级 0637320100302 会计 已缴纳  

 

 

项目基本信息： 

宁强县 2018 年脱贫攻坚深度贫困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安镇双白果

树村沙沟里至肖家梁道路硬化工程  已由宁强县交通运输局宁发改代赈

〔2018〕284 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宁强县大安镇人民政府，建设

资金为深度贫困村交通基础设施省级资金及补助资金，资金已落实。 

工程内容:该项目为道路硬化工程，项目包含五条道路，道路一起点



于沙沟口，终点至庙坝村与县道 X203（接大路）衔接，路线长度 1.158

公里；道路二起点位于叶平娃鸡场，终点至周园兵门前，路线长度 0.170

公里；道路三起点于道路二相接（叶平娃鸡场），终点至李金白家圈，路

线长度 0.056 公里；道路四起点位于庚有贵家春芽树，终点至周建民家盖

下，路线长度 0.184 公里；道路五起点位于李家沟，终点至张有志家圈，

路线长度 0.237 公里；该项目路线长度合计为 1.804 公里，现有道路为土

质路基，路基宽度 2-4 米不等。路面结构采用水泥混泥土路面，路基宽度

4.5 米，路面硬化宽度 3.5 米。  

 

工作职责 

项目经理的职责：负责制定的工期、质量、成本控制、安全文明施工等各

项管理目标，并按以上目标组织工程全过程的具体实施。 

项目技术负责人：负责本工程的技术管理，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各分项工

程施工方案。监督施工方案的落实和现场质量管理，协助项目经理对施工

计划、工程质量、成本的控制。联系监理、设计、业主协商有关技术问题。 

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分述如下： 

1、工程技术部： 

⑴负责图纸会审及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⑵负责制定施工方案及施工计划； 

⑶负责施工技术交底； 



⑷深入现场，指导施工及时解决现场施工难题； 

⑸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工艺，以确保施工质量、提高工效、节约成本； 

⑹认真做好施工日记，并做好施工总结。 

2、质量安全部： 

⑴监督各施工作业队伍贯彻执行国家、业主、监理与企业发布的工程质量

的规定、规程、制度和措施，并检查落实； 

⑵深入施工现场了解掌握工程质量动态，协助各作业队处理施工中存在的

质量问题； 

⑶负责施工过程中各道工序的自检和报验工作，及时向各级领导汇报工程

质量情况；负责对各种原材料、成品、半成品的质量检查与验收； 

⑷记录历次质量检查、各种验收检查的情况，记录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情

况； 

⑸及时了解和掌握各方面的工程质量动态，推广好的工程质量管理经验。 

⑹负责施工过程的安全管理。 

3、机械设备部： 

⑴负责工程施工机械调配、机械维修、保养计划的制定； 

⑵负责每天的施工机械安排，协调各作业队伍之间的相互关系，负责施工

机械安全管理。 

4、工程材料部： 

⑴负责本工程的材料、物资和机械配件的订购供应工作； 



⑵负责材料供应计划的制定和落实工作； 

⑶负责材料的内部往来和结算工作。 

5、预算财务部 

⑴按照国家、地方的政策法规和上级机关的规定，管好、用好工程资金，

做到专款专用； 

⑵做好成本预测、编制成本计划，加强成本核算，搞好成本控制、分析工

作； 

⑶协助合约部做好工程结算工作。 

⑷负责工程的计量和支付工作； 

⑸负责工程的追加索赔工作； 

⑹负责本工程的合同管理工作； 

6、文明施工部 

⑴负责工地现场的文明施工工作； 

⑵负责与工程各有关管线、交警等单位的协调； 

⑶负责施工用水、用电报装。 

7、施工队 

⑴根据设计图纸及施工方案要求落实每一项具体的施工任务。 

⑵施工过程中，把好每一道工序的质量关，完成施工队内部自检工作。 

⑶施工中必须遵守各种施工规范、安全规范以及文明施工规定。 

主要管理制度 



1、关键及特殊工序管理 

严格按质量体系文件《管理文件》中《关键及特殊工序管理办法》执行。 

工程开工前，由项目总工程师组织项目部施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共同编

制关键工序及特殊工序施工技术措施、质量要求、安全规定及管理办法。 

关键工序及特殊工序的过程控制方案均由项目经理和项目技术负责人主

持实施。 

2、计划管理 

编制切实可行的网络计划，要充分考虑施工现场的各种因素可能对施工进

度造成延误，并且要考虑当这种延误发生时可能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对策，

做到“有备无患”，留有适当余地。 

根据计划编制月、周的施工作业计划，并根据实施过程的实际情况，及时

与原计划进度进行对比，并采取措施修正或调整，实行动态管理。对实施

过程中出现的进度滞后，应及时分析查找原因，做到“以周保月、以月保

季、”，确保总计划的实现。 

严格工地周例会制度。每周由项目部调度室组织召开，由各管理部门、施

工队参加的周例会，落实每周的计划完成情况及下达第二周的工作计划，

解决施工问题，重大问题及时报项目部组织协助实施。 

3、成本管理 

按优化的网络计划精心组织施工，搞好劳动力调配，组织均衡生产。尽量

避免停、窝工等现象，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 



做好机具设备的维修保养，努力提高机械利用率，采取措施降低原材料及

配件消耗。 

采取成本责任承包的层层承包制，严格控制施工成本。推广新技术，降低

成本。 

4、质量管理 

实行工程质量项目经理负责制，并由项目经理组织分解，层层落实，以组

为基础直接进行承包。并设质量副经理 1 人，负责工程质量的日常管理工

作。各队设专职质检员 1 人。 

工程开工前，由项目技术负责人按照质量体系文件编写《项目工程质量计

划》，由项目经理部讨论通过后分发到各施工管理人员及各作业班组，并

严格实施于整个施工过程中。 

5、安全施工管理 

严格按质量体系文件《管理文件》中的《安全生产管理办法》执行。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项目经理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生产

工作承担全面领导和管理责任，项目总工程师对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技术

责任，并针对项目经理部各部门、各作业组层层落实，进行各级安全生产

责任承包制。项目部设安全副经理 1 人，各队设专职安全员 1 人。 

工程开工前编制项目工程《安全手册》，分发到各施工管理人员及作业班

组，并组织学习。 

分项工程开工前，在技术交底的同时必须进行安全生产交底。 



建立健全安全检查制度。安全监察工程师负责每天的安全检查，项目经理

部每周组织一次安全检查。 

6、文明施工管理    

（1）严格按《文明施工管理办法》和陕西省文明施工规定执行。 

（2）建立健全现场文明管理责任制，项目副经理对项目经理部的文明施

工管理，承担全面领导和管理责任。 

（3）建立健全检查评比制度，由项目副经理组织定期评比检查。 

（4）工程开工前，针对项目工程的具体情况制定文明施工管理的具体办

法，对工程文明施工进行控制。 

7、施工现场场容管理 

（1）建立安全保卫和交通协作管理制度。项目经理部配有资质的保卫人

员两名，专门负责现场的治安保卫工作，组织交通协管员，协助施工道路

的交通疏解。 

（2）建立施工现场环境卫生管理制度。成立场容管理小组，专门负责施

工现场公共卫生，对各作业队施工现场的整洁进行监督检查。实行专人打

扫卫生，办公室则由职工轮流值班清洁，项目经理部定期组织检查考核评

比。 

（3）施工人员上班必须佩带胸卡标志。 

（4）成立施工现场排水清淤小组，专门负责现场的抽排水，保持排水沟

通畅，项目经理部组织定期检查考核评比。 



8、环境保护管理 

由项目经理部检查小组负责对施工场地周围的环境保护进行经常防护，及

时处理居民的投诉。对工程范围附近的管线、建筑物、构筑物等具体落实

人员加以监测保护。 

制定减少施工噪音、灰尘和保护环境的具体措施，并认真实行。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第一节环境保护体系 

建立项目经理为领导，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为技术总负责，各职能部

参加，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以班组长和安全员为执行人的环保管理

体系。成立环保领导小组，负责贯彻相关法律、法令、法规、条例及操作

规程，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编制环境保护技术措施，建立完善的基层

环保管理组织体系，定期进行环保教育培训，定期组织检查和总结评比，

并对环境污染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第二节环境保护措施 

1、重视环境工作 

完善施工组织设计时，把环境工作为施工组织设计要求组成部分，并认真

贯彻执行施工的全过程。 

2、加强环保教育 

组织职工学习环保知识，加强环保意识，使大家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3、贯彻环保法规 

认真贯彻各级政府的有关水土保护、环境保护方针、政策和法令，结合设

计文件和工程特点，及时申报安全环境保护设计，切实按批准的文件组织

实施。 

4、强化环保管理 

定期进行环境检查，及时处理违章事宜，主动联系环保机构，请示汇报环

保工作，做到文明施工。 

5、美化施工现场 

场地废料、土石方废方处理，应按设计要求和工程师指定地点处理，防止

水土流失。保持排水通道畅通，工地干净卫生。施工中还尽量减少对周围

绿化环境的影响和破坏。 

6、消除施工污染 

6.1 防止施工中的燃料、油、化学物质、污水、废料和垃圾以及土方等有

害物质对河流的污染。防止扬尘、噪音和汽油等物质对大气的污染，并且

采取科学和规范化的施工方法，把施工对环境、邻近单位和居民生活的影

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6.2 施工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按照监理工程师的指示集中堆放或及时清运，

生活垃圾定期运至远离居民区的垃圾堆放点。 

6.3 避免扬尘：施工现场和便道每天洒水数次，保持其表面湿润。 

6.4 减少噪音：在靠近居民的施工点，若非工程必须连续进行作业，夜间



22 时以后停止施工。 

6.5 保护公路两旁的植被。 

第三节水土保持 

1、防止水土流失 

1.1 对设计要求恢复植被的取（弃）土场，取（弃）土前先将原有珍贵植

物被出并保存，使用完毕后及时加以平整、进行周围防护和排水，并用原

有珍贵植物覆盖。并增种设计指定的树木和草种，使取（弃）土场秀丽、

美观。 

1.2 通往工地、驻地、取弃土场、材料采备场等的施工道路行车、行人路

线必须固定，限制人为活动范围，以避免破坏地表植被。 

1.3 为防止生态功能区产生和加剧水土流失，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废弃

物，设点集中处理。 

1.4 施工车辆和施工机械严格按规定线路行驶，不得随意碾压便道外草地。 

1.5 凡在有雨地面径流线处开挖路基时,应先铺设过水涵管,再填筑路基,缩

短路基施工时间,减少水土流失。 

1.6 对公路两侧征地范围内的土地及道路交叉处、距居民区较近处都应采

用灌木丛或乔木绿化,对路基边坡和切割山体边坡应植草绿化,以进行水土

保持植被恢复。 

2、维护生态平衡系统 

2.1 施工中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施工一段，恢复一段，以确保生态平



衡系统的稳定。 

2.2 爱惜当地自然环境，不任意破坏自然植被，认真听取业主、监理、当

地环保部门对施工的环保意见，并严格按照意见实施。 

2.3 尽早完成排水系统、防护工程施工，避免水土流失。 

2.4 采取喷洒水降尘，勤洗施工机械车辆等措施，减小施工现场和施工道

路的施工扬尘。 

四、监理单位：陕西正企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