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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工程交工验收报告 

 

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工程（以下简称

“禄大公路）于 2009 年 5 月 27 日开工建设，2010 年 8 月停

工，2011 年 4 月 5 日正式复工建设，于 2011 年 11 月 26 日

已建成。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

挥部”）依据《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2004)

的有关规定，组织对该项目进行了交工验收。 

一、交工验收组织情况 

为做好禄大公路交工验收各项工作，市指挥部于 2011

年 11 月 27 日成立了“交工验收领导小组”。交工验收领导

小组组织市指挥部、两个总监办及第三方检测单位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2 日对该项目的路基、桥

梁、隧道、路面、交通安全设施等工程进行了外业检验和内

业资料审查工作，并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对检测发现的主

要问题进行了反馈。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建设依据 

1、2006 年 7 月 26 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昆

明市禄劝至皎西半角公路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云发改交运

〔2006〕832 号）。 

2、2007 年 2 月 8 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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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云发改交运〔2007〕16 号），同意项目建设。 

3、2009 年 4 月 10 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云

发改交运〔2009〕577 号）。 

4、2009 年 9 月 22 日，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昆明市

禄劝至大松树（禄劝至半角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云交

基建〔2009〕287 号）对两阶段施工图设计作了批复。 

5、2011 年 1 月 24 日，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以《关于昆明

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施工图预算的批复》（云

交基建〔2011〕8 号）对施工图预算作了批复。  

6、2011 年 8 月 29 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修编的批复》（云发改基础〔2010〕1819 号），批复项目总

投资 331402 万元。 

7、2011 年 9 月 27 日，省政府《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同

意威信至凤翥等 5 条二级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批复》（云

政复〔2011〕80 号）。 

（二）建设规模及标准 

1.建设规模 

禄大公路禄劝至半角段起于禄劝县城旁接昆禄公路

K67+960 董家营处，路线经过屏山、茂山、团街、中屏、撒

营盘、皎平渡 6个乡镇止于皎西半角乌东德水电站进场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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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起点，建设规模 100.565km，其中主线 96.438km，茂山

连接线和撒营盘连接线4.127km，建设总投资约331402万元。 

2.主要技术指标 

（1）公路等级：公路二级； 

（2）路基宽度：10-12 米； 

（3）最大纵坡：6%； 

（4）设计荷载：公路-I 级，验算荷载挂车-300； 

（5）设计行车速度 40-60km/h； 

其它各项技术指标按交通部颁布的《公路工程技术标

准》（JTJB01-2003） 。 

（三）项目建设主要从业单位 

1、项目建设单位：昆明市交通运输局。 

2、BT 投资建设单位：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十

五局、十六局、十七局、十八局、十九局、二十二局、电气

化局共七个集团公司参加施工。 

3、项目设计单位: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院。 

4、质量监督单位：昆明市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局。 

5、第三方检测单位：江苏省交通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6、征地拆迁单位：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7、监理单位：云南交通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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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监理公司。 

三、工程检验情况 

（一）工程检验情况 

交工验收领导小组在对全线外业检查的同时，还认真审

查了施工承包人和监理单位的竣工文件资料。经“交工验收

领导小组”检查，形成了一致意见：本项目严格执行了国家

基本建设程序和有关法律法规；参与本项目的设计、施工、

监理单位，认真履行了各自的工作职责，工程按设计施工，

达到交工验收条件，关键技术指标合格。 

（二）工程质量检查意见 

经查验，各施工承包人和监理单位施工文件、竣工图表、

监理资料等质量保证资料基本齐全、规范。各项目的检查情

况如下： 

(1)路基工程 

经检查，路基填筑质量总体符合设计要求，线型顺畅，

坡面较平顺、稳定；浆砌圬工结构大部分能做到咬扣紧密，

线型顺直，表面平整；涵洞、通道主体结构尺寸准确，砼外

观密实，砼强度满足设计要求。  

(2)路面工程  

主线沥青砼路面平整，接缝较平顺。检测数据表明沥路

面平整度、构造深度符合要求，抗滑性能良好；压实度、厚

度、宽度、横坡度等现场检测指标满足设计要求。经查阅内

业资料，路面其它结构层施工各主要技术指标和检测数据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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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范要求。 

(3)桥梁工程  

沿线各桥梁的施工较为规范，桥梁各部位轮廓线形顺滑 

清晰，几何尺寸准确，砼密实、表面光洁；砼强度、桩基长

度及桩身完整性等各项质量指标经检测满足设计要求；桥梁

伸缩缝安装、预应力筋锚头包封、桥梁支座安装等施工质量

较好。施工过程中，市指挥部安排第三方检测单位抽检 12

座桥梁的 20 跨各种类型单梁进行动静载试验，结果表明梁、

板质量满足设计要求；交工验收阶段，对全线所有桥梁的外

观和实体质量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桥梁结构性能满足设

计要求。桥梁工程总体质量合格。  

（4）隧道工程  

全线共 1座隧道，经现场量测和内业资料检查，隧道衬

砌砼较密实、与围岩密贴，砼强度、厚度、洞内净空等指标

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洞内路面砼较密实平整，照明、消防、

安全等设施安装完善，洞口边坡、仰坡依照地形进行了修整

和处理，设备安装完善。隧道工程施工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5）交通安全设施  

全线交通安全设施各分项工程已按设计要求组织施工，

满足试运营开通的要求。 

（三）交工验收质量评定意见  

禄大公路全线分路基、路面、绿化、交通工程共 18 个

合同段进行检测评定，工程项目质量评分 93.0 分，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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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工验收质量评定为合格。 

四、对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初步评价 

1、设计单位认真执行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在设计阶

段结合地形地貌、人文建设和经济发展情况，综合比选设计

方案优化了路线设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派出设计代表，注

重搞好现场设计服务工作，引入动态设计理念，为补充和完

善设计，方便施工、保证设计质量起到较好的作用。 

2、监理单位认真执行合同和监理规范，做好事前、事

中和事后控制，遵循“严格监理、热情服务、秉公办事、一

丝不苟”的监理原则，以质量控制为中心，制定切实可行的

“监理实施细则”，采用检测、旁站、巡视、指令等监理手

段，严把质量关，履行了“三控制一管理”的监理职责。 

3、施工承包人能够履行合同，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技

术规范精心组织施工，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建立健全

了质量自检体系和工序间检查制度，认真填写各项施工记

录，实现了合同明确的总目标。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路段因为不均匀沉降产生跳车现象。  

2、局部路段路基边坡坡面不平顺、上边坡绿化局部坡

面挂网未喷播。 

3、部分涵洞内有杂物和淤泥未清理干净，部分涵洞盖

板缝隙未抹平。 

4、排水工程：局部路段边沟存在勾缝砂浆脱落、表面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1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土建 1-1 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交通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路基土石方 66.7 万方；挡护砌筑工程及排水工程方量 10.4 万方；盖

板涵 13 道；特殊路基处理 60 万方；防护 23787 平方；桥梁工程：桥梁 1座，大桥，共 107.08

延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11778 万元 实际 19532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25 个月 实际 29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

可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

工中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

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

同文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

定的职责。主要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

在问题及处理意见：1、路基工程：部分段落边坡未休整平顺，局部排水不畅；2、涵洞工程：

部分涵洞内有杂物和淤泥未清理干净，部分涵洞盖板缝隙未抹平。3、排水工程：个别路段

边沟未清理，存在堵塞情况；4、支挡工程：局部表面未勾缝；5、桥梁工程：个别湿接缝横

隔板有明显施工缝。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2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土建 1-2、2 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施工单位：中铁十六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交通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路基土石方总量 98.7 万方；挡护砌筑工程及排水工程方量 24.8

万方；盖板涵 75 道、通道 6道；振动沉管碎石桩 6.5 万米、特殊路基处理 13 万方；防护面

积 105508 平方。桥梁工程：桥梁 6座；大桥 2座、中桥 4座，共 681.28 延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35572 万元 实际 30631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25 个月 实际 29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

可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

工中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

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

同文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

定的职责。主要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

在问题及处理意见：1、路基工程：部分人字格坡面不平顺，部分拱形骨架有浮土； 2、涵

洞工程：部分涵洞内有杂物和淤泥未清理干净，部分涵洞盖板填缝不密实。3、排水工程：

个别路段边沟未清理，沟底不平顺，存在堵塞情况；4、支挡工程：局部下挡墙沉降缝未处

理，勾缝有脱落。5、桥梁工程：个别湿接缝横隔板有明显施工缝，个别垫石模板未拆除，

立柱表面塑料薄膜未拆除，台帽有浮浆未清理，桥下有积土未清理。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3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土建 3、4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施工单位：中铁十八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交通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路基土石方总量 159.4 万方；挡护砌筑工程及排水工程方量 22.8 万

方；盖板涵 73 道，通道 3 道；特殊路基处理 9.4 万方；防护面积 85610 平方。桥梁工程：

桥梁 8座；大桥 2座、中桥 6座，共 588.2 延米。隧道 1座，共 453.5 延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37053 万元 实际 35824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25 个月 实际 29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

可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

工中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

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

同文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

定的职责。主要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

在问题及处理意见：1、路基工程：人字格边坡不够平顺，沉降缝不顺直； 2、涵洞工程：

部分涵洞内有杂物和淤泥未清理干净，涵身有少量模板未拆除，表面不平整；3、排水工程：

个别路段边沟沟底不平顺，局部阻水，存在堵塞情况；4、支挡工程：局部未勾缝；5、桥梁

工程：个别湿接缝横隔板颜色不一致，湿接缝模板未拆除，T 梁表面有泥浆污染，立柱表面

有水泥浆污染。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4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土建 5、6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中铁十七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公路建设监理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路基土石方总量 138.3 万方；挡护砌筑工程及排水工程方量 10.4 万

方；盖板涵 24 道、通道 1道；特殊路基处理 1.2 万方；防护面积 222862 平方；桥梁工程：

桥梁 8座，其中大桥 6座，中桥 2座，共 942.18 延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21546 万元 实际 30269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25 个月 实际 29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

可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

工中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

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

同文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

定的职责。主要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

在问题及处理意见：1、路基工程：加强型人字格边坡坡比有偏差、不够平顺，外观颜色较

差，沉降缝不顺直； 2、涵洞工程：部分涵洞内有杂物和淤泥未清理干净，涵身有少量模板

未拆除，表面不平整；3、排水工程：个别路段边沟沟底不平顺、沟底厚度不合格，个别几

块边沟盖板有裂缝；4、支挡工程：局部勾缝开裂；5、桥梁工程：个别湿接缝横隔板不直、

颜色不一致，盖梁没有清理。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5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土建 7、8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中铁十五局集团 监理单位：云南公路建设监理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路基土石方 316 万方；挡护砌筑工程及排水工程方量 10.8 万方；盖

板涵 42 道，线外涵 10 道；特殊路基处理 16.4 万方；防护面积 240767 平方；桥梁工程：桥

梁 8座，其中大桥 6座，中桥 2座，共 1468.5 延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30765 万元 实际 36683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25 个月 实际 29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

可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

工中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

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

同文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

定的职责。主要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

在问题及处理意见：1、路基工程：加强型人字格边坡不够平顺，沉降缝不顺直； 2、涵洞

工程：部分涵洞内有杂物和淤泥未清理干净，个别涵身混凝土颜色不一致，表面不平整；3、

排水工程：个别路段排水沟顶面不平顺，沟底厚度不达标，个别几块盖板断裂需要更换；4、

支挡工程：局部勾缝脱落；5、桥梁工程：个别盖梁没有清理，个别立柱有泥浆污染。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6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土建 9、10 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中铁二十二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公路建设监理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路基土石方 185.4 万方；挡护砌筑工程及排水工程方量 6.4 万方；盖

板涵 83 道；振动沉管碎石桩 39.5 万米、特殊路基处理 18.1 万方；防护面积 91899 平方；

桥梁工程：桥梁 7座，其中大桥 1座，中桥 6座，共 549.376 延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44448 万元 实际 31421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25 个月 实际 29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

可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

工中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

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

同文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

定的职责。主要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

在问题及处理意见：1、路基工程：加强型人字格边坡不够平顺，人字格内突出的土需要清

除； 2、涵洞工程：部分涵洞内有杂物和淤泥未清理干净，涵身有少量模板未拆除，表面不

平整；3、排水工程：个别路段边沟勾缝脱落，个别几块盖板断裂；4、支挡工程：局部勾缝

脱落；5、桥梁工程：个别挡块和空心板没有缝隙，需要加缓冲橡胶。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7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路面工程 1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交通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级配碎石底基层 11.7 万平方米，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10.7 万平方米，

AC-20C 中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10.7 万平方米，AC-13C 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10.9 万平方

米，透层 10.7 万平方米，粘层 10.7 万平方米，封层 10.7 万平方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1846 万元 实际 5267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25 个月 实际 29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

可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

工中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

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

同文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

定的职责。主要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

在问题及处理意见：路面有修补现象，局部有裂缝、污染现象，局部接头不平整。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8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路面工程 2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施工单位：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交通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级配碎石底基层 43.6 万平方米，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39.4 万平方米，

AC-20C 中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39.4 万平方米，AC-13C 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39.4 万平方

米，透层 39.4 万平方米，粘层 39.4 万平方米，封层 39.4 万平方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8652 万元 实际 13678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25 个月 实际 29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

可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

工中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

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

同文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

定的职责。主要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

在问题及处理意见：路面有修补现象，局部有裂缝、污染现象，局部接头不平整。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9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路面工程 3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中铁十九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公路建设监理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级配碎石底基层 53.7 万平方米，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47.7 万平方米，

AC-20C 中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47.7 万平方米，AC-13C 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凝土 47.7 万平方

米，透层 47.7 万平方米，粘层 47.7 万平方米，封层 47.7 万平方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17661 万元 实际 16559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25 个月 实际 29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

可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

规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

工中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进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

理制度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

同文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

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

定的职责。主要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

在问题及处理意见：路面有修补现象，局部有裂缝、污染现象，局部接头不平整，路面边线

不顺直。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10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交通工程 2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施工单位：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交通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交通标志 140 套（单悬臂 58 套，单柱 82 套），交通标线 14200 平方米，

波形梁护栏 10847 米,混凝土护栏 1085 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3825 万元 实际 2119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4 个月 实际 6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可

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规

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工中

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进

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理制度健

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同文件的要

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质量、进度、

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定的职责。主要

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个别立柱竖直度不好，局部标线不平顺。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11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交通工程 3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中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公路建设监理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交通标志 550 套（单悬臂 62 套，单柱 434 套，双柱 54 套），交通标线

29975 平方米，混凝土护栏 11419 米、混凝土示警墩 7035 米。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5565 万元 实际 3083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4 个月 实际 6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可

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规

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工中

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进

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理制度健

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同文件的要

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质量、进度、

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定的职责。主要

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个别立柱竖直度不好，个别标志字错误，局部标线不平顺、有画错现象，防撞护栏局部有修补

现象。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12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绿化工程 2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施工单位：中铁十六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交通基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撒播草种 71005 m2，先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 71011m2，三维土工网植草

81958m2, 客土喷播 7668m2，种植乔木、灌木和攀缘植物 48280 棵。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2444 万元 实际 2285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4 个月 实际 6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可

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规

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工中

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进

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理制度健

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同文件的要

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质量、进度、

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定的职责。主要工

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施工单位未及时洒水，致使部分植被叶片发黄或脱落。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附件 3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 

交工验收时间：201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第 13 号 

工程名称：昆明市禄劝至大松树公路禄劝至半角段 合同段名称及编号：绿化工程 3合同 

项目法人：昆明市禄大公路项目建设指挥部 设计单位：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施工单位：中铁十六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云南公路建设监理公司 

本合同段主要工程量：取弃土场喷播 595642m2，路堑边坡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挖穴）354732

m2，路堤边坡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土工格室）5174m2，路侧空地点播灌木后喷播草种（空心

砖）65046m2, 植生袋植草 61436m2，种植乔木、灌木和攀缘植物 38568 棵。 

本合同段价款 原合同 3555 万元 实际 4012 万元 

本合同段工期 原合同 4 个月 实际 6 个月 

对工程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的评价、遗留问题、缺陷的处理意见及有关决定（内容较多时，可

用附件） 

一、工程质量评价: 施工单位有完整的原始纪录、质量自检资料，数据真实可靠，满足技术规

范的有关规定。监理单位签认和抽查检验资料齐全真实，抽检频率满足规范要求，工程施工中

的过程控制情况良好。监理对工程质量按 JTG F80/1－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进

行认真的评定，标段整体工程质量评定合格。二、合同工程施工管理规范，承包人管理制度健

全，质量保证体系完整有效，施工中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度及合同文件的要

求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执行情况良好。监理工作规范科学、合理有效，对工程质量、进度、

投资、安全、环保等方面达到 了监督、控制的目的，很好的履行合同文件规定的职责。主要

工作内容基本完成，合同执行情况良好，工程质量合格，同意交工。三、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施工单位未及时洒水，致使部分植被叶片发黄或脱落。 

对以上存在问题由施工单位及时整改，报监理单位核查后再上报市指挥部以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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