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港康复科技综合大楼建设情况报告 

四川省人民医院 代小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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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港康复科技综合大楼工程川港康复科技综合大楼工程
项目建设情况报告项目建设情况报告

汇报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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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 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援助四川灾后重建重点项目，川港康复中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援助四川灾后重建重点项目，川港康复中
心项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特别是香港政府的心项目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特别是香港政府的
大力指导和帮助。大力指导和帮助。 

•• 总建筑面积总建筑面积8008880088㎡㎡，， 

•• 其中川港康复中心总建筑面积其中川港康复中心总建筑面积27059.227059.2㎡㎡，，

科技大楼总面积科技大楼总面积53028.853028.8㎡㎡ 

•• 项目估算总投资项目估算总投资55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

其中香港特区政府援助川港康复中心其中香港特区政府援助川港康复中心2.2452.245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 

•• 项目计划工期项目计划工期800800天。天。

组织机构

医院领导十分重视项目建设，为强化领导，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医院领导十分重视项目建设，为强化领导，加快建设进度，确保

项目按期完成，我院成立了：项目按期完成，我院成立了：

一、成立川港康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一、成立川港康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

组组 长：李元峰（党委书记、院长）长：李元峰（党委书记、院长）

副组长：代小舟（副院长）、马昌礼（院纪委书记）副组长：代小舟（副院长）、马昌礼（院纪委书记）

成成 员：肖邦榕、周胜毅、张岚、张澍员：肖邦榕、周胜毅、张岚、张澍

二、成立川港康复中心建设办公室二、成立川港康复中心建设办公室

主主 任：周胜毅（院长助理、基建部长）任：周胜毅（院长助理、基建部长）

副主任：张岚（财务部长）、张澍（基建部副部长）副主任：张岚（财务部长）、张澍（基建部副部长）

成成 员：刘小溪、谈音、何波辉、刘剑蓉、谢成瑶、范立、邓跃员：刘小溪、谈音、何波辉、刘剑蓉、谢成瑶、范立、邓跃



二、项目前期工作进程

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完成各项报建手续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完成各项报建手续 

•• 20082008年年1212月月0202日取得项目立项批复（川发改项日取得项目立项批复（川发改项
目办目办[2008]759[2008]759号文）号文） 

•• 20082008年年1212月月0808日取得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日取得项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510105200810235510105200810235号）号） 

•• 20092009年年11月月0808日取得青羊环保局项目环评标准日取得青羊环保局项目环评标准
的批复（成青环函的批复（成青环函[2009]3[2009]3号）。号）。 

•• 20092009年年11月月1515日通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日通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 

•• 20092009年年33月月2525日日 取得省发改委关于项目节能审取得省发改委关于项目节能审
查批复（川发改地区函查批复（川发改地区函[2009]317[2009]317号）号） 

•• 20092009年年33月月2727日取得省发改委关于项目可行性日取得省发改委关于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和项目招标核准意见（川发改研究报告的批复和项目招标核准意见（川发改
项目办项目办[2009]296[2009]296号）号） 

•• 20092009年年0404月月0909日日 成都市国土局完成界成都市国土局完成界
址点的测量工作址点的测量工作 。。 

•• 20102010年年0101月月1111日日 完成初步设计审查。完成初步设计审查。 
•• 20102010年年0202月月0404日日 取得项目场地地震安取得项目场地地震安
全性评价报告。全性评价报告。 

•• 20102010年年0404月月1515日日 南方设计研究院完成南方设计研究院完成
项目施工图设计。项目施工图设计。 

•• 20102010年年0505月月2626日日 完成施工招标工作完成施工招标工作 
•• 20102010年年0505月月2727日日 开工奠基仪式开工奠基仪式 
•• 20102010年年0707月月0808日日 取得施工许可证取得施工许可证

项目前期工作进程



招投标工作严格按照招投标工作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和和

国家相关招投标规定进行。并及时通知有关国家相关招投标规定进行。并及时通知有关
行政监督部门和港方代表对开标、评标、定行政监督部门和港方代表对开标、评标、定
标进行了全过程的监督。标进行了全过程的监督。

三、项目招投标工作情况

项目招标 

•• 通过四川日报网公开比选，专家最终评定：通过四川日报网公开比选，专家最终评定：
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为本项目的代理机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为本项目的代理机
构构 。。

项目招标项目招标

代理机构代理机构 2009.04 .212009.04 .21 确定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确定项目招标代理机构



20092009年年77月月2121日在港方专家的参与和主管部日在港方专家的参与和主管部
门的监督下完成了设计院标，经专家评定门的监督下完成了设计院标，经专家评定
广州南方设计院广州南方设计院中标中标 

2009.07 .212009.07 .21完成项目设计招标完成项目设计招标设计招标设计招标

项目招标

设计合同设计合同

签字仪式签字仪式 
2010.09.022010.09.02 四川省人民医院举行合同签订仪式四川省人民医院举行合同签订仪式

香港政务司唐英年司长到现场鉴证了签字仪式

项目招标



2010.05 .262010.05 .26 完成施工和监理招标完成施工和监理招标

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

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

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施工和监理
招标

项目招标

奠基仪式 2010.05.272010.05.27 省市、港方各级领导参加工程奠基仪式省市、港方各级领导参加工程奠基仪式

开工典礼开工典礼 奠基仪式



切实做好开工准备

召开现场会

奠基仪式结束后，省奠基仪式结束后，省
发改委、省卫生厅、港发改委、省卫生厅、港
方、省医院立即组织参方、省医院立即组织参
建各方召开了现场会，建各方召开了现场会，
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部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部
署，并提出了署，并提出了““五加二、五加二、
白加黑白加黑””加快施工进程加快施工进程
的要求。的要求。

做好设计交底工作

设计交底会议设计交底会议 

20102010年年66月月44日在医日在医

院办公楼举行了设计交院办公楼举行了设计交
底会议，广州南方设计底会议，广州南方设计
院的各位设计对施工图院的各位设计对施工图
中的难点和关键施工点中的难点和关键施工点
做了详细交底，施工方、做了详细交底，施工方、
监理方、业主方也对施监理方、业主方也对施
工图中交代不清楚的地工图中交代不清楚的地
方提出了疑问，为下一方提出了疑问，为下一
步施工展开，做出了充步施工展开，做出了充
分准备。分准备。

四、四、工程质量情况



基坑基坑
护壁护壁

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审定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所有

材料严格按规定先送检后施工，认真履行施工程序，做到资
料真实，手续齐全，程序合法。护壁桩施工完后严格进行了
小应变检测和锚索抗拔检测和定期比变形观测，整个基坑护
壁从开始施工到基坑下主体，完成没有一处护壁垮塌及变形
现象。

基础基础
施工施工
质量质量

地基基础施工前施工单位严格按规范规定进行了钎探，

地勘、设计、质监、监理、甲方工程技术人员也多次进行现
场勘验，对局部软卧层及时采用C15砼换填，全部满足了设
计要求。

工程质量情况 

2010年7月8日施工许可证领取后专业挖孔护壁施工队伍正式进场开展

人工挖孔桩施工，根据护壁设计方案，共计164根人工挖孔灌注桩，桩深 

15m至17 m，靠主楼处每根挖孔桩设有两道锚索，其余为一道锚索。

护壁挖孔桩设计方案平面图护壁挖孔桩设计方案平面图

工程质量情况



通过约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人工挖孔桩的浇筑工作，在通过约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人工挖孔桩的浇筑工作，在20102010年年88月月

上旬开始挖运基坑土方和锚索施工及喷锚护壁工作。上旬开始挖运基坑土方和锚索施工及喷锚护壁工作。

护壁挖孔桩施工护壁挖孔桩施工
护壁挖孔桩施工护壁挖孔桩施工

工程质量情况

锚索、护壁锚索、护壁 锚索、护壁锚索、护壁

工程质量情况



AA区检底区检底对局部软卧层及时

采用C15砼换填

基坑挖方基坑挖方

工程质量情况

防水及保护层施工防水及保护层施工 伐板钢筋绑扎伐板钢筋绑扎

工程质量情况



1）从基础筏板开始，严格定位放线，内控为外控相结合，通
过施工单位内部测量放线和规划部门GPS卫星定位复核确认，
，对特殊部位采用计算机网络放样来完成每个点位。 

2）钢筋放样、制作、定位安装层层负责严格把关、严格认真对
照图纸核对每个部位、每根钢筋，施工单位自检后，报甲方、
监理、质监站验收。 

3）模板采用全新清水复合膜板，柱子采用槽钢加固。 

4）剪力墙采用全新复合膜板，加管加固，圆弧形部分采用钢管
和钢筋加固。

主体工程

工程质量情况 

5）砼浇筑，全部采用商品砼，分等级分部位挂牌入模，不同等
级采用钢丝网隔开控制，筏板大体积砼由专业单位作内部温度检
测，现场采用薄膜和麻袋进行保温控制，柱子采用薄膜及喷雾器
进行养护。

钢筋成型钢筋成型

工程质量情况



筏板钢筋及砼浇筑施工过程筏板钢筋及砼浇筑施工过程

工程质量情况

模板支撑架模板支撑架

钢筋检查验收钢筋检查验收

工程质量情况

筏板砼浇筑筏板砼浇筑



筏板砼振捣筏板砼振捣大体积砼测温点大体积砼测温点

工程质量情况

工程质量情况

剪力墙模板剪力墙模板 剪力墙混凝土成型剪力墙混凝土成型



柱子模柱子模 柱子混凝土成型柱子混凝土成型

工程质量情况

楼板、梁模板楼板、梁模板

工程质量情况

楼板、梁模板混凝土成型楼板、梁模板混凝土成型



砌体砌体
工程工程

1、在填充墙体与构造柱交接处马牙槽贴海绵胶带保证模
板拼缝填充墙体与构造柱交接处混凝土浇筑时不漏浆。
2、构造柱顶与梁、板底的连接采用后塞口漏斗施工，保
证混凝土浇筑成型后的密实度，构造柱拆模后墙体清洁美
观。有效地保证了构造柱混凝土浇筑成型后的质量。

工程质量情况

砖砌体和构造柱施工

马牙槽周边粘贴海面胶带

构造柱成型效果构造柱成型效果



工程质量情况

裙楼外墙砖砌体和构造柱施工场景

工程质量情况

钢钢
结构结构

主楼钢管柱选用四川地区最有技术权威的十九
冶在工厂进行设备加工和全埋伏焊，然后现场
吊装并采用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均进
行超声波探伤检测，确保结构安全。



钢结构工厂加工钢结构工厂加工

工程质量情况

钢管柱现场吊装钢管柱现场吊装

钢管柱检查验收钢管柱检查验收

钢管柱施工钢管柱施工

工程质量情况



成品保护

工程质量情况

按照鲁班奖

的高标准要求做
好混凝土柱的成
品保护工作。

20102010年年66月月66日向总承包单位日向总承包单位““成都建工集团总公成都建工集团总公

司司””下达了开工令，下达了开工令， 66月月77日施工单位正式进场作开日施工单位正式进场作开

工前期准备工作，对施工场地按指定范围进行打围、工前期准备工作，对施工场地按指定范围进行打围、

规划、搭建临时设施，同时降水井打井设备入场，由规划、搭建临时设施，同时降水井打井设备入场，由

于正遇全国高考，于于正遇全国高考，于20102010年年66月月1010日正式开工打降水日正式开工打降水

井。井。

五、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提前制定详细施工进度计划

经过施工经过施工

方、监理方、方、监理方、
业主方反复讨业主方反复讨
论，认真研论，认真研
究，制定出了究，制定出了
详细的详细的20112011年年
11月至月至20122012年年88
月的施工进度月的施工进度
计划，以确保计划，以确保
川港康复科技川港康复科技
综合大楼施工综合大楼施工
作业有序，并作业有序，并
能按时竣工。能按时竣工。

施工总进度计划

在基坑土方挖运过程中遇到了极大困难，一是正遇雨季期弃土场车辆

无法进去卸土；二是正遇成都市渣土施工整治期间，很多时间是禁止施
工，导致了基坑施工进度推迟。
为了确保年度里程碑目标，项目部根据工程结构设计的分区和特点，

划分了A、B、C三个施工流水段。

平面分区示意图平面分区示意图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分段施工场景分段施工场景



地下室施工场景地下室施工场景基础施工场景基础施工场景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CC区区负一层施工场景负一层施工场景AA区区负一层施工场景负一层施工场景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AA区区±±00施工场景施工场景CC区区±±00施工场景施工场景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按时完成按时完成±±00里程碑里程碑11工期场景工期场景 按时完成按时完成20102010年年度目标场景年年度目标场景



2010年9月中旬完成了A区土方挖运检底工作 

9月21日A区地基验槽 

9月25日A区开始做防水， 9月30日防水验收，做保护层

施工进展情况 

2010年10月12日开始浇筑A区抗水板砼 

2010年10月27日浇B区抗水板砼 

2010年11月13日浇筑C区一段筏板砼 

2010年11月18日浇筑C区二段筏板砼 

2010年11月18日完成A区±0.00以下地下室主体工程 

2010年12月7日完成B区±0.00以下地下室主体工程 

2010年12月14日浇筑C区一段±0.00梁板砼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2010年12月11日完成A区一层砼浇筑 

2010年12月20日完成A区二层砼浇筑 

2011年1月1日完成A区三层砼浇筑

施工进展情况
2010年12月30日完成C区二段地下室顶板砼浇筑

20102010年年1212月月3131日按时完成里程碑日按时完成里程碑11的工期目标任务的工期目标任务 

2010年1月31日裙楼封顶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2011年2月31日C区主体完成3层浇筑 

2011年3月31日C区主体完成6层浇筑 

20112011年年44月月3030日按时完成里程碑日按时完成里程碑22的工期目标任务的工期目标任务



11月月2828日日AA区封顶场景区封顶场景 11月月2525日日BB区封顶场景区封顶场景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2010年底工程施工进度全景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工程施工进展情况

2011年4月30日完成里程碑2（地上主体50%）的工程施工进度全景

六、工程管理

现场管理：甲方代表、工程监理人员每天坚守现场，夜间监
理人员有代表住工地值班。坚持每周一上午九点
对工地的安全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每周一下
午两点半召开一次现场例会。

资料管理：从开始要求资料要有专人负责，每个月对资料要
进行专项检查。

信息资料
上 报：按照港澳援助项目的规定，坚持了周报、月报、

财务报表及时上报等工作。

工程现场管理

各方重视 
�医院领导定期同施工方高层会谈，及时解决具体问题。 

�四川省卫生厅沈骥厅长每两月到现场巡查并做出工作指示。 

�香港医管局、发展局定期参加工程例会，并组织督察组进行月检和年检。 

�四川省发改委组织专家督查组每月定期到现场进行督察。 

�各地领导高度关注项目建设情况，并给予大力支持。



坚持每周一下坚持每周一下
午两点半定时举午两点半定时举
行监理例会，对行监理例会，对
上周工作进行总上周工作进行总
结，对下周工作结，对下周工作
提出计划，目前提出计划，目前
已召开三十三次已召开三十三次
工程例会，效果工程例会，效果
很好。很好。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

香港发展局专家督查组香港发展局专家督查组
香港医管局定期检查工地香港医管局定期检查工地

香港医管局年检香港医管局年检
香港医管局定期参加工程例会，及香港医管局定期参加工程例会，及

时沟通信息，了解工程进展。时沟通信息，了解工程进展。



工程管理

20102010年年1212月月

3030日四川省港澳日四川省港澳
项目专家督查组项目专家督查组
到现场对项目的到现场对项目的
质量、进度、资质量、进度、资
料管理等方面进料管理等方面进
行了全面检查，行了全面检查，
并给出了并给出了““工程工程
管理无问题管理无问题””的的
高度评价。高度评价。

工程管理

四川省人民医院领导班子定期会见施工方集团公司负
责人并视察工地，及时解决相关问题，特别是在2010年底
遭遇“柴油荒”时，双方齐心协力，确保工程施工正常运
转。



工程管理

四川省卫生厅沈骥厅长定期视察工地

2010年7月26日

香港特首曾荫权和省委书记刘奇葆视察工地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

2011年4月18日香港财政司曾俊华司长视察工地

工程管理

2011年5月5日香港政务司唐英年司长再次视察工地



施工现场严格按照省市标准化施工现场要求进行规划布置，搭建了全

新活动板房、民工宿舍，按规定设置了民工浴室、民工食堂、民工夜校、
茶水亭、报刊亭、男女厕所。生活区和生产区隔离。设置专门的钢筋制作
房、木工房。民工全部穿统一背心，分工种佩戴安全帽。

七、安全文明施工

施工规划布置施工规划布置

民工夜校民工夜校 新到民工进场培训新到民工进场培训

安全文明施工



作业区和生活区有专人负责安全卫生、防火责任人等，从项目安全工程

师、专职安全员、安全协管员、机械管理员层层负责分工明确。

钢筋制作房钢筋制作房

安全文明施工

外架搭设安全可靠

杜绝安全隐患

安全文明施工



安全文明施工

楼内邻边防

护、电梯井
道防护设施
及时到位

川港康复科技综合大楼川港康复科技综合大楼香港特区政府援香港特区政府援

助四川灾后重建重点项目，虽然在项目推助四川灾后重建重点项目，虽然在项目推
进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诸多困难，但是我们进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诸多困难，但是我们
有决心和信心在各方的支持和理解下克服有决心和信心在各方的支持和理解下克服
困难，按照各节点工期和总工期目标要求困难，按照各节点工期和总工期目标要求
保质保量地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向香港人保质保量地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向香港人
民、四川人民、省委省政府递交一份满意民、四川人民、省委省政府递交一份满意
的答卷。的答卷。

结束语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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