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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1.2010 年 5月 21 日取得四川省水利厅《关于乐山市绕城高速东北半环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川水函[2010]457号）； 

2.2010 年 7 月 8 日取得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乐山市绕城高速公路东北

半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川环审批[2010]366 号）； 

3.2010 年 12 月 27 日乐山市人民政府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乐山

市绕城高速公路（东北半环）投资建设协议）》； 

4.2011 年 6 月 8 日，取得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乐山至自贡高速公

路（含乐山城区连接线）项目规划选址意见的函》（川建规函[2011]217 号）； 

5.  2011 年 10 月 11 日，取得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乐山至自贡高速公

路含乐山城区连接线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川国土资函【2011】1601号）。 

6.2011 年 12月 8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乐山至自贡高

速公路项目调整核准的批复》（川发改基础【2011】1693号）； 

7.2012 年 5月 23 日，取得《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

山城区连接线）初步设计文件的批复》（川交函[2012]401号）； 

8.2012 年 8月 29 日，取得《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

山城区连接线施工图设计及预算文件的批复》（川交函[2012]680号）； 

9.2012 年 1月 18 日，取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行政许可决定《关于四川

省乐山市绕城高速东北半环岷江四桥及民用桥工程涉河建设方案的批复》（长许

可【2012】5号）、2014 年 1月 26日取得四川省地方海事局《四川省地方海事局

关于乐自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岷江特大桥通航安全的批复》（川海事函【2014】

7号）； 

10.2012 年 1 月 18 日，取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四川省乐山市绕

城高速东北环岷江四桥及民用桥工程涉河建设方案的批复》（长许可【2012】5

号）； 

11.2013年 6月 19 日，乐山市人民政府与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公路有限公司

签订了《乐山市绕城高速公路（东北半环）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协调工作协议书》； 

12.2013年 7月，完成土建工程标段施工招标及全线监理招标工作； 

13.2013年 8月，2013年 8月 25日项目开工令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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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3年 9月 9日凌云 BKO+547.704匝道桥 8#-0桩基浇筑（全线第 1颗）; 

15.2013年 9月 17日K15+806.13岷江特大桥 28#-3桩基浇筑（全线第 1颗）; 

16.2013年 10月 1日设计单位技术交底在路基一合同顺利召开; 

17.2014年 3月 21日K15+806.13岷江特大桥 27#-8第一片 T梁浇筑; 

18.2014年 5月 13日凌云 BKO+547.704匝道桥施工完成; 

19.2016年 8月 18日东岳庙中桥第 1片预制梁板架设（全线第 1片）; 

20.2016年 8月 1日，取得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

城区连接线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6】679 号），共批复用地地

161.1288hm²； 

21.2016年 8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涪圣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 

22.2016年 10月 28日第三季度安全专题会议; 

23.2016年 11月 2日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监督局联合乐山市质监站组成

综合督查组检查; 

24.2016 年 11 月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公路有限公司委托四川大桥水电咨

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25.2017年 5月 25日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监督局联合乐山市质监站组成

综合督查组检查; 

26.2017年 9月 5日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监督局联合乐山市质监站组成

综合督查组检查; 

27.2017 年 12 月 13 日-24 日，由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监督局组织，

乐山市交通基本建设质量监督站负责实施完成了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

连接线项目主体工程交工验收工程质量检测工作； 

28.2017年 12月 24日，乐山绕城项目主体工程（路基、路面、桥梁、隧道

及交通安全设施）按照《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部令 2004 年第 3

号）和《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交公路发【2010】65 号）的

有关规定，经抽检质量关键指标和主要指标满足设计文件和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取得乐山市交通基本建设质量监督站《关于送达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

接线项目主体工程交工验收工程质量检测意见的函》（乐交质监【2017】2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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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17年 12月 25日，召开了交工验收工作会议； 

30.2017年 12月 28日，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项目全线通车; 

31.2018年 3月受建设单位委托四川涪圣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开

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32.截至 2018年 5月，本项目各项绿化措施完成，至此本项目所有水土保持

措施已实施完成。 

33.2018 年 11 月 20 日-2018 年 11 月 21 日，建设单位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

自公路有限公司组织主体监理单位山东东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山东高速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水保监理单位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山东

鲁桥建设有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

司、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本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

进行了质量评定。 

34.2018 年 12 月 4 日，四川涪圣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相关工程、植

物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对水土保持措施中的斜坡防护工程、植被建设工程、拦渣工

程、土地整治工程进行了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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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单位工程名称：拦渣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基础开挖与处理、拦渣墙、防洪排水

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拦渣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规程规范，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在乐山市对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拦渣工程进行了自

查验收。参加验收的有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8人。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本单位工程为拦渣工程，为各弃渣场拦挡工程。本项目设计单位为四川省

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拦渣工程主要为各弃渣场坡脚浆砌石挡渣墙。本项目共设置弃渣场 5处，

其中 4处弃渣场设置了挡渣墙，设置挡渣墙长度为 367m（其中浆砌石挡渣墙

2309m³），实施排水措施 461m。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工程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为施工单位。

主体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水保方案编制单位为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为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理单位为：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本项目弃渣场实施了较为完善拦渣工程，详见下表。



方案设计拦渣工程相关情况统计表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挡护措施
挖方 m³ 1040

弃渣场坡脚

2013.10-201

7.12

浆砌片石 m³ 2309

排水措施
挖方 m³ 819

弃渣场周边
浆砌片石 m³ 787

二、合同执行请况

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管理做到“三落实”。

即，机构落实，人员落实，制度落实。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合同管理职责。

施工时严格按照合同上的计量施工，没有偷工减料。接收监理的监督检查。在

合同费用支付中，坚持以“合同文件为依据、单元为基础、施工质量为保证、

量测核实为手段”的原则，严格按照“申报，项目审核、质量检验、量测支付

单价审核、工程量支付签证”等支付程序进行。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拦渣工程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共划分为基础开挖与处理、挡渣墙、防洪排水

3 个分部工程，共 27 个单元工程；其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如下：

拦渣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

单位

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 分部工程

质量评定

结果
总体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优良数

优良率

（%）

拦渣

工程

基础开挖

与处理
5 5 100.00% 0 0.00% 合格

挡渣墙（堤） 7 7 100.00% 2 28.57% 合格

防洪排水 15 15 100.00% 3 20.00% 合格

经评定，该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小于 50%，分部工

程合格，其单位工程质量鉴定为合格。截止验收时，挡渣工程发挥了应有的防

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二）监测成果分析

工程建设以来，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结合工程

实际实施了以上挡渣工程，起到了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三）外观评价

拦挡工程墙面板光洁、线形顺适美观、无破损，板缝均匀、砌体分层砌筑

紧密错缝，沉降缝直顺贯通，砌体砂浆嵌填饱满、密实，灰缝均匀，泄水孔、

反滤层、排水设施符合设计规范的要求。混凝土框格平整顺直，无裂缝，尺寸

满足设计要求。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验收组认为：单位工程验收组依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规范、规定、标准，依据工程合同、设计文件、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对

以上单位工程进行了验收，验收的程序、内容和组织形式符合要求，抽检的方

法、数量符合验收。设计方面：设计报告满足设计要求，各项施工均符合设计

文件要求，同意验收。施工质量：工程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设计文件规

定的内容，施工质量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同意验收。工程

建设管理：建设、监理、施工方对工程建设进行了有效管理。建设、设计、施

工、监理等方的工程建设资料齐全，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验收。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单位工程验收工作小组签字表(拦渣工程)

姓名 单位
职务/

签字 备注
职称

孔千了芝
111 东高速集团 |川川乐向 项目

?;t.克艾 建设单位
公路有限公司 负责人

;在WIG完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白

工程师 升i♂飞叫~~-1v￥ 建设单位
公路有限公司

杨立腾 山东告桥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士 , 

乞名爱 ~\ 施工单位 l
,/ 

张明吕 山东白桥建设有限公司
现场

负伤 施工单位
品1]经理

柴的
山东高速工程佟 i句有限 驻地监理

监;理单位
公司 T.程师

赵亮
山东高速工科咨询有限 t扫墓监丑H

i兰每/ l监J.*单位
公司 丁JJi ý币

J小JLJlf
山东高速工程咨刷有 1\民 圳、保监I旦

~ l监 Jill单位
公司 士:f4(川 气7 7

早在 锐
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盹础

总监 和4吃 / 水保l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

怅兴文
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剧 监理

我户、人
水保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单位



编号：LSLJX -ZBJS（LZL-LJ2）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单位工程名称：植被建设工程（LZL-LJ2）

所含分部工程：点片状植被、线网状植被

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植被建设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规程规范，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在乐山市对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植被建设工程进行

了自查验收。参加验收的有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9 人。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本单位工程为植被建设工程，主要包括主体工程区、弃渣场区、施工便道

区、施工场地区的植被建设工程。其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

察设计研究院。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植被建设工程包括点片状植被及线网状植被。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工程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K14+750-K23+618（LZL-LJ2）路基施工单位为山东

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为后期绿化施工单位。

主体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水保方案编制单位为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为山东东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理单位为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实施植被建设工程量详见下表。



植被建设工程相关情况统计表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防治区

中央分隔带及互通

区绿化
m² 54300 中央分隔带及互通 2017.4-2018.6

弃渣场区

灌木 株 1825
渣场顶面及坡面 2016.5-2017.10

植草 万 m² 0.73

施工便道

植草 万 m² 0.14
施工便道边坡及迹

地恢复绿化部分
2014.5-2017.8

二、合同执行请况

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管理做到“三落实”。

即，机构落实，人员落实，制度落实。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合同管理职责。

施工时严格按照合同上的计量施工。接收监理的监督检查。在合同费用支付中，

坚持以“合同文件为依据、单元为基础、施工质量为保证、量测核实为手段”

的原则，严格按照“申报，项目审核、质量检验、量测支付单价审核、工程量

支付签证”等支付程序进行。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植被建设工程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共划分为点片状植被、线网状植被共 2 个

分部工程，共 218 个单元工程；其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如下：

植被建设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

单位工

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 分部工程

质量评定

结果
总体数 合格数 合格率 优良数 优良率

植被建

设工程

点片状

植被
11 11 100.00% 2 18.18% 合格

线网状

植被
207 207 100.00% 24 11.59% 合格



经评定，该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小于 50%，分部工

程合格，其单位工程质量鉴定为合格。截止验收时，各项植物措施生长良好，，

发挥了应有的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二）监测成果分析

工程建设以来，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结合工程

实际实施了以上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体工程区、弃渣场区、施工便道区各区

域的植被恢复良好，起到了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三）外观评价

乔、灌、草植物品种选择合理，管理措施得力，植物措施的成活率达到 95%

以上、覆盖度较高，对保护和美化当地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验收组认为：单位工程验收组依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规范、规定、标准，依据工程合同、设计文件、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对

以上单位工程进行了验收，验收的程序、内容和组织形式符合要求，抽检的方

法、数量符合验收。设计方面：设计报告满足设计要求，各项施工均符合设计

文件要求，同意验收。施工质量：工程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设计文件规

定的内容，施工质量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同意验收。工程

建设管理：建设、监理、施工方对工程建设进行了有效管理。建设、设计、施

工、监理等方的工程建设资料齐全，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验收。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编号：LSLJX -XPFH（LZL-LJ2）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单位工程名称：斜坡防护工程（LZL-LJ2）

所含分部工程：植物护坡、截排水、工程护坡

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斜坡防护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规程规范，，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在乐山市对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斜坡防护工程进行了自

查验收。参加验收的有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10 人。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本单位工程为斜坡防护工程，主要为主体工程区路基两侧斜坡防护工程。其

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斜坡防护工程水土保持防护原设计考虑了工程护坡、植物护坡及截排水等措

施，其实际实施建设内容与方案实际基本一致。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工程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K14+750-K23+618 段（LZL-LJ2）路基施工单位为山

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房建施工单位，河南省生

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为后期绿化施工单位。

主体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水保方案编制单位为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为山东东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理单位为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其斜坡防护工程基本按照设计实施，采取的措施主要为

边坡植草绿化，栽植灌木、藤本，修建浆砌石及混凝土截排水沟等，其实际工程

量详见下表。



斜坡防护工程相关情况统计表（LZL-LJ2）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路基防护

及排水工

程

防渗土工布 m 8142

排水措施：

道路两侧路

基路堑边坡

坡脚；护坡：

路基两侧边

坡。

2014.2-2017.5

M7.5 浆砌块石 m³ 25766

M7.5 浆砌片石 m³ 5506

C20 砼预制 m³ 2846

C25 砼预制 m³ 620

2-4cm 碎砾石边沟 m³ 2405

I 级钢筋 t 74.14

II 级钢筋 t 130.458

现浇 C20 砼 m³ 3424

浆砌石 m³ 241

现浇 C20 砼护坡 m³ 33 边坡防护 2017.8-2017.10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镀锌铁丝网 m² 51380

2017.4-2018.6

黑色三维网 m² 4582

道路两侧边

坡及空地

喷播植草 m² 68050

撒播植草 m² 64320

栽植灌木 万株 31.49

栽植藤本 株 4440

二、合同执行请况

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管理做到“三落实”。

即，机构落实，人员落实，制度落实。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合同管理职责。施

工时严格按照合同上的计量施工，没有偷工减料。接收监理的监督检查。在合同

费用支付中，坚持以“合同文件为依据、单元为基础、施工质量为保证、量测核

实为手段”的原则，严格按照“申报，项目审核、质量检验、量测支付单价审核、

工程量支付签证”等支付程序进行。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斜坡防护工程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共划分为植物护坡、截排水、工程护坡 3

个分部工程，共 422 个单元工程；其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如下：



斜坡防护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LZL-LJ2）

单位工

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 分部工程

质量评定

结果
总体数 合格数 合格率

优良

数
优良率

斜坡防

护工程

工程护坡 75 75 100.00% 10 13.33% 合格

植物护坡 170 170 100.00% 15 8.82% 合格

截排水 177 177 100.00% 20 11.30% 合格

经评定，该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小于 50%，主要分部

工程合格，其单位工程质量鉴定为合格。截止验收时，防护工程质量稳定，运行

正常，发挥了应有的维护边坡稳定、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二）监测成果分析

工程建设以来，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结合工程实

际实施了工程护坡（框架护坡）、植物护坡及截排水措施，对主体工程区边坡实

施了植物护坡措施及截排水措施，截水沟、排水沟通畅，边坡植被生长良好，植

被覆盖率达到了 95%以上，起到了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三）外观评价

实施的斜坡防护工程截排水工程线形顺适美观，砌体抹面平整、压光、直顺，

无裂缝、空鼓等现象，砌体砂浆配合比准确，砌缝内砂浆均匀饱满、勾缝密实，

浆砌石质量和规格符合设计要求，排水设施符合设计规范的要求；护坡工程表层

清理后无淤泥、腐殖土、树根、建筑垃圾等杂物，石料粒径、级配、坚硬度、渗

透系数、土工合成材料的保土、透水、防堵性能及抗拉强度符合设计要求，无风

化石料、无通缝、浮石、空洞，坡面平整美观；乔、灌、草植物品种选择合理，

管理措施得力，植物措施的成活率达到 95%以上、覆盖度较高，对保护和美化当

地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边坡整体平整，未见沉降，未见土地流失现象，

运行正常，外观质量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验收组认为：单位工程验收组依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规范、规定、标准，依据工程合同、设计文件、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对以上

单位工程进行了验收，验收的程序、内容和组织形式符合要求，抽检的方法、数

量符合验收。设计方面：设计报告满足设计要求，各项施工均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同意验收。施工质量：工程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设计文件规定的内容，施

工质量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同意验收。工程建设管理：建

设、监理、施工方对工程建设进行了有效管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方的

工程建设资料齐全，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验收。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编号：LSLJX -ZBJS（LZL-LJ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单位工程名称：植被建设工程（LZL-LJ1）

所含分部工程：点片状植被、线网状植被

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

2018 年 11 月 21 日





植被建设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规程规范，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在乐山市对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植被建设工程进行

了自查验收。参加验收的有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9 人。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本单位工程为植被建设工程，主要包括主体工程区、弃渣场区、施工便道

区、施工场地区的植被建设工程。其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

察设计研究院。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植被建设工程包括点片状植被及线网状植被。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工程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K0+000-K14+750 段（LZL-LJ1）路基施工单位为山

东省鲁桥建设有限公司，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为后期绿化施工单

位。

主体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水保方案编制单位为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为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理单位为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实施植被建设工程量详见下表。



植被建设工程相关情况统计表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防治区

中央分隔带及互通

区绿化
m² 81400 中央分隔带及互通 2017.4-2018.6

弃渣场区

灌木 株 1800
渣场顶面及坡面 2016.5-2017.10

植草 万 m² 0.72

施工便道

植草 万 m² 0.27
施工便道边坡及迹

地恢复绿化部分
2014.5-2017.8

二、合同执行请况

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管理做到“三落实”。

即，机构落实，人员落实，制度落实。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合同管理职责。

施工时严格按照合同上的计量施工。接收监理的监督检查。在合同费用支付中，

坚持以“合同文件为依据、单元为基础、施工质量为保证、量测核实为手段”

的原则，严格按照“申报，项目审核、质量检验、量测支付单价审核、工程量

支付签证”等支付程序进行。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植被建设工程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共划分为点片状植被、线网状植被共 2 个

分部工程，共 323 个单元工程；其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如下：

植被建设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

单位工

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 分部工程

质量评定

结果
总体数 合格数 合格率

优良

数
优良率

植被建

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12 12 100.00% 3 25.00% 合格

线网状植被 311 311 100.00% 32 10.29% 合格

经评定，该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小于 50%，分部工

程合格，其单位工程质量鉴定为合格。截止验收时，各项植物措施生长良好，，



发挥了应有的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二）监测成果分析

工程建设以来，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结合工程

实际实施了以上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体工程区、弃渣场区、施工便道区各区

域的植被恢复良好，起到了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三）外观评价

乔、灌、草植物品种选择合理，管理措施得力，植物措施的成活率达到 95%

以上、覆盖度较高，对保护和美化当地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验收组认为：单位工程验收组依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规范、规定、标准，依据工程合同、设计文件、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对

以上单位工程进行了验收，验收的程序、内容和组织形式符合要求，抽检的方

法、数量符合验收。设计方面：设计报告满足设计要求，各项施工均符合设计

文件要求，同意验收。施工质量：工程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设计文件规

定的内容，施工质量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同意验收。工程

建设管理：建设、监理、施工方对工程建设进行了有效管理。建设、设计、施

工、监理等方的工程建设资料齐全，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验收。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编号：LSLJX –TDZZ（LZL-LJ2）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单位工程名称：土地整治工程（LZL-LJ2）

所含分部工程：场地整治、土地恢复、防洪排水

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

2018 年 11 月 21 日





土地整治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规程规范，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在乐山市对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土地整治工程进行了自

查验收。参加验收的有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8 人。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本单位工程为土地整治工程，主要为弃渣场区、施工便道区、施工场地区场

地整治工程。其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土地整治工程主要对临时占地（弃渣场区、施工便道区、施工场地区）进行

场地整治和按照原占地类型进行迹地恢复，包括撒草绿化及复耕。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工程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K14+750-K23+618 段（LZL-LJ2）路基施工单位为山

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主体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水保方案编制单位为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为山东东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理单位为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其土地整治工程基本按照设计实施，采取的措施主要为

回填耕植土及对占压迹地进行翻土恢复，其工程量详见下表。



土地整治工程相关情况统计表（LZL-LJ2）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弃渣场区回填耕植土 万 m³ 0.15 弃渣场区 2017.8-2017.10

施工场地回填耕植土 万 m³ 0.68 施工场地 2017.6-2018.8

施工便道翻土 万 m³ 0.12 迹地恢复区域 2017.9-2017.10

二、合同执行请况

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管理做到“三落实”。

即，机构落实，人员落实，制度落实。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合同管理职责。施

工时严格按照合同上的计量施工。接收监理的监督检查。在合同费用支付中，坚

持以“合同文件为依据、单元为基础、施工质量为保证、量测核实为手段”的原

则，严格按照“申报，项目审核、质量检验、量测支付单价审核、工程量支付签

证”等支付程序进行。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土地整治工程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共划分为场地整治 1 个分部工程，共 4 个单

元工程；其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如下：

土地整治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LZL-LJ2）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 分部工

程质量

评定结

果

总体数
合格

数
合格率 优良数 优良率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4 4 100.00% 1 25.00% 合格

经评定，该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小于 50%，主要分部

工程合格，其单位工程质量鉴定为合格。

（二）监测成果分析

工程建设以来，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结合工程实

际实施了以上场地整治工程，起到了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三）外观评价

实施的土地整治工程地表平整，无杂石，目前已复耕或绿化，外观质量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验收组认为：单位工程验收组依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规范、规定、标准，依据工程合同、设计文件、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对以上

单位工程进行了验收，验收的程序、内容和组织形式符合要求，抽检的方法、数

量符合验收。设计方面：设计报告满足设计要求，各项施工均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同意验收。施工质量：工程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设计文件规定的内容，施

工质量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同意验收。工程建设管理：建

设、监理、施工方对工程建设进行了有效管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方的

工程建设资料齐全，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验收。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编号：LSLJX –TDZZ（LZL-LJ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单位工程名称：土地整治工程（LZL-LJ1）

所含分部工程：场地整治、土地恢复、防洪排水

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

2018 年 11 月 21 日





土地整治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规程规范，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在乐山市对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土地整治工程进行了自

查验收。参加验收的有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8 人。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本单位工程为土地整治工程，主要为弃渣场区、施工便道区、施工场地区土

地整治、场地恢复及其截排水工程。其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

察设计研究院。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土地整治工程主要对临时占地（弃渣场区、施工便道区、施工场地区）进行

场地整治和按照原占地类型进行迹地恢复，包括撒草绿化及复耕。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工程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K0+000-K14+750 段（LZL-LJ1）路基施工单位为山

东省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主体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水保方案编制单位为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为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理单位为：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其土地整治工程基本按照设计实施，采取的措施主要为

回填耕植土及对占压迹地进行翻土恢复，其工程量详见下表。



土地整治工程相关情况统计表（LZL-LJ1）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弃渣场区回填耕植土 万 m³ 0.78 渣场顶面及坡面 2016.5-2017.10

施工场地回填耕植土 万 m³ 2.26 施工场地 2017.6-2018.8

施工场地翻土 万 m³ 0.15 施工迹地恢复区域 2018.7-2018.8

施工便道翻土 万 m³ 0.22 迹地恢复区域 2017.9-2017.10

二、合同执行请况

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管理做到“三落实”。

即，机构落实，人员落实，制度落实。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合同管理职责。施

工时严格按照合同上的计量施工。接收监理的监督检查。在合同费用支付中，坚

持以“合同文件为依据、单元为基础、施工质量为保证、量测核实为手段”的原

则，严格按照“申报，项目审核、质量检验、量测支付单价审核、工程量支付签

证”等支付程序进行。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土地整治工程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共划分为场地整治 1 个分部工程，共 11 个

单元工程；其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如下：

土地整治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LZL-LJ1）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 分部工

程质量

评定结

果

总体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优良数

优良率

（%）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1 11 100.00% 1 9.09% 合格

经评定，该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小于 50%，主要分部

工程合格，其单位工程质量鉴定为合格。

（二）监测成果分析

工程建设以来，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结合工程实



际实施了以上场地整治工程，起到了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三）外观评价

实施的土地整治工程地表平整，无杂石，目前已复耕或绿化，外观质量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验收组认为：单位工程验收组依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规范、规定、标准，依据工程合同、设计文件、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对以上

单位工程进行了验收，验收的程序、内容和组织形式符合要求，抽检的方法、数

量符合验收。设计方面：设计报告满足设计要求，各项施工均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同意验收。施工质量：工程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设计文件规定的内容，施

工质量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同意验收。工程建设管理：建

设、监理、施工方对工程建设进行了有效管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方的

工程建设资料齐全，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验收。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编号：LSLJX -XPFH（LZL-LJ1）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单位工程名称：斜坡防护工程（LZL-LJ1）

所含分部工程：植物护坡、截排水、工程护坡

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

2018 年 11 月 21 日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单位: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公路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验收地点:乐山市



斜坡防护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等规程规范，，建设单位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1 日在乐山市对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斜坡防护工程进行了自

查验收。参加验收的有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10 人。

一、工程概况

（一）工程位置（部位）及任务

本单位工程为斜坡防护工程，主要为主体工程区路基两侧斜坡防护工程。其

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二）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斜坡防护工程水土保持防护原设计考虑了工程护坡、植物护坡及截排水等措

施，其实际实施建设内容与方案实际基本一致。

（三）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工程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K0+000-K14+750 段（LZL-LJ1）路基施工单位为山

东省鲁桥建设有限公司，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房建施工单位，河南省生

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为后期绿化施工单位。

主体设计单位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水保方案编制单位为四川省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为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保监理单位为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四）工程建设过程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其斜坡防护工程基本按照设计实施，采取的措施主要为

边坡植草绿化，栽植灌木、藤本，修建浆砌石及混凝土截排水沟等，其实际工程

量详见下表。



斜坡防护工程相关情况统计表（LZL-LJ1）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路基防护

及排水工

程

防渗土工布 m 12212

排水措施：道

路两侧路基

路堑边坡坡

脚；护坡：路

基两侧边坡。

2014.2-2017.5

M7.5 浆砌块石 m³ 34156

M7.5 浆砌片石 m³ 7299

C20 砼预制 m³ 4270

C25 砼预制 m³ 929

2-4cm 碎砾石边沟 m³ 3607

I 级钢筋 t 103

II 级钢筋 t 187

现浇 C20 砼 m³ 4539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镀锌铁丝网 m² 77070

2017.4-2018.6

黑色三维网 m² 7168

道路两侧边

坡及空地

喷播植草 m² 111030

撒播植草 m² 96480

栽植灌木 万株 51

栽植藤本 株 7560

二、合同执行请况

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合同管理做到“三落实”。

即，机构落实，人员落实，制度落实。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合同管理职责。施

工时严格按照合同上的计量施工，没有偷工减料。接收监理的监督检查。在合同

费用支付中，坚持以“合同文件为依据、单元为基础、施工质量为保证、量测核

实为手段”的原则，严格按照“申报，项目审核、质量检验、量测支付单价审核、

工程量支付签证”等支付程序进行。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斜坡防护工程根据实际实施情况共划分为植物护坡、截排水、工程护坡 3

个分部工程，共 635 个单元工程；其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如下：



斜坡防护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表（LZL-LJ1）

单位

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
分部工程质

量评定结果总体数 合格数 合格率
优良

数
优良率

斜坡防

护工程

工程护坡 115 115 100.00% 15 13.04% 合格

植物护坡 250 250 100.00% 20 8.00% 合格

截排水 270 270 100.00% 26 9.63% 合格

经评定，该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小于 50%，主要分部

工程合格，其单位工程质量鉴定为合格。截止验收时，防护工程质量稳定，运行

正常，发挥了应有的维护边坡稳定、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二）监测成果分析

工程建设以来，建设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设计，结合工程实

际实施了工程护坡（框架护坡）、植物护坡及截排水措施，对主体工程区边坡实

施了植物护坡措施及截排水措施，截水沟、排水沟通畅，边坡植被生长良好，植

被覆盖率达到了 95%以上，起到了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

（三）外观评价

实施的斜坡防护工程截排水工程线形顺适美观，砌体抹面平整、压光、直顺，

无裂缝、空鼓等现象，砌体砂浆配合比准确，砌缝内砂浆均匀饱满、勾缝密实，

浆砌石质量和规格符合设计要求，排水设施符合设计规范的要求；护坡工程表层

清理后无淤泥、腐殖土、树根、建筑垃圾等杂物，石料粒径、级配、坚硬度、渗

透系数、土工合成材料的保土、透水、防堵性能及抗拉强度符合设计要求，无风

化石料、无通缝、浮石、空洞，坡面平整美观；乔、灌、草植物品种选择合理，

管理措施得力，植物措施的成活率达到 95%以上、覆盖度较高，对保护和美化当

地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边坡整体平整，未见沉降，未见土地流失现象，

运行正常，外观质量合格。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对工程管理的建议

单位工程验收组认为：单位工程验收组依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规范、规定、标准，依据工程合同、设计文件、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对以上

单位工程进行了验收，验收的程序、内容和组织形式符合要求，抽检的方法、数

量符合验收。设计方面：设计报告满足设计要求，各项施工均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同意验收。施工质量：工程已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设计文件规定的内容，施

工质量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同意验收。工程建设管理：建

设、监理、施工方对工程建设进行了有效管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方的

工程建设资料齐全，符合验收条件，同意验收。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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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7 年 4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6 月。

二、主要工程量：

本项目主体工程植物护坡措施详见下表。

植物防护工程量统计表（LZL-LJ1）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镀锌铁丝网 m² 77070

2017.4-

2018.6

黑色三维网 m² 7168

道路两侧边坡

及空地

喷播植草 m² 111030

撒播植草 m² 96480

栽植灌木 万株 51

栽植藤本 株 7560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省鲁桥建设有限公司、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山东省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主要

负责 K0+000-K14+750 段（LZL-LJ1）路基段施工，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后期全线绿化工程施工；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为房建

区域施工。

a、实际施工中，针对路基开挖边坡，在坡面上采取散植乔灌木、喷播植草

的绿化措施，以形成乔、灌、草组合的边坡防护体系，起到持久有效的防护。

b、挂三维网植乔灌草

对于坡比不陡于 1:1，单级边坡高度小于 10m 或高边坡总高度小于 12m 的稳

定路堑边坡，一般土质、强风化泥岩、砂泥君且层边坡均采用了挂三维网+散植

灌木，藤蔓植物部分列植于边坡间的平台、部分散植于边坡。

C、挂铁丝网喷有机基材多用于坡比不陡于 l：0.75，单级边坡小于 10m 的稳

定路堑边坡，泥岩、砂泥岩互层边坡均采用挂铁丝网绿化措施，锚杆框架梁防护

和锚杆结合砼预制格的特殊边坡也使用了挂铁丝网绿化方案。

一般而言，边坡绿化、乔灌木种植施工顺序为：苗木储备一定点放线一筑砌

种植槽一回填种植土一打坑一施底基肥一栽植(灌木、攀援植物)一浇定根水一扶

正一养护。边坡植草施工顺序为：场地清理一回填种植土一消毒、杀虫、除杂一



整理坪床一喷播一覆膜一养护。

隔离栅绿化：在挖方坡口至隔离栅之间的部位，或填方坡脚排水沟至隔离栅

之间的部位进行生态隔离，起到绿化、美化作用。

隔离栅的绿化措施施工工序为：场地清理一苗木储备一定点放线一筑砌种植

槽一回填种植土一打坑一施基底肥一栽植 (灌木) 一浇定根水一扶正一养护。

为了使边坡状况与周围自然环境协调，采用工程防护和植物防护相结合的防

护措施，并优先选用“本土化”植物防护：路堤边坡一般采用植草、灌木、乔木

防护。

填方边坡高度小于 3.0 米时，采用喷播植草防护；当填方高度大于等于 3.0

米时采用框架护坡，骨架内植草绿化；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坡面平整；

2、树木挺直、树冠完整、生长健康、根系发育良好。

大灌木无病虫害；其他树木有病虫害的植株不得超过 1%，且不得影响树木生长于

外观。

3、草地无病虫害，杂草不得超过 0.5%，生长势良好。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250 个单元工程，合格 250 个，合格率 100%，优良 20 个，优良率

8%。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分部工程验收工作小组签字表(斜坡防护工程植物护坡<LZl-Ul))

职务/
姓名 单位 签字 备注

职称

孔存芝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 项目

2飞扬艺 建设单位
公路有限公司 负责人

梁鹏亮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

工程师 ~I/I在JL 建设单位
公路有限公司

杨立腾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工 J/ 乡今最 施工单位

IL--" 

现场
张明昌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如♂~ 施工单位

副经理

子小 辉
山东植台建设工程 项目

〈们将b
施工单位

有限公司 经理

唐兀光
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 项目 2 元 ~l 施工单位
建设有限公司 负责人

柴峰
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 驻地监理

去~v茸 监理单位
公司 工程师

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 路基监理 , 
赵亮

公司 工程师 2丘克/ 监I里单位

孙立群
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 环保监理

场 监理单位
公司 工程师

怜

程锐
四川大桥水电咨词监理

总监 税优
水保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 ν 单位

张兴丈
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 监理

手思」灰人
水{果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单位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4 年 2 月。

（二）完工日期：2017 年 5 月。

二、主要工程量：

主体工程路基路堑及坡顶截排水措施，其工程量详见下表。

斜坡防护工程截排水措施工程量统计（LZL-LJ1）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程量 布设位置

路基防护及

排水工程

防渗土工布 m 12212

排水措施：道

路两侧路基路

堑边坡坡脚；

护坡：路基两

侧边坡。

M7.5 浆砌块石 m³ 34156

M7.5 浆砌片石 m³ 4529

C20 砼预制 m³ 4270

C25 砼预制 m³ 929

2-4cm 碎砾石边沟 m³ 3607

I 级钢筋 t 103

II 级钢筋 t 187

现浇 C20 砼 m³ 4539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省鲁桥建设有限公司、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施工建设。山东省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 K0+000-K14+750 段（LZL-LJ1）

路基段施工；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为房建区域施工。

本工程排水沟主要为混凝土排水沟、浆砌石排水沟。

混凝土排水沟

施工主要分为原材料检测-配合比设计-施工准备-混凝土拌制和浇筑-养护。

运用于本工程的混凝土原材料施工单位均按照《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SL352-2006）进行了试验检测，监理机构按照一定频次进行平行检测。本工程

混凝土原材料经试验检测均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施工单位确定好配合比后报经监理工程师审查。拌制过程中，严格按照经监

理工程师批准的混凝土配料单进行配料。混凝土各原材料参配量、混凝土拌制时

间均满足规范要求。

排水沟土石方开挖满足设计要求，并经监理工程师进行验收。

混凝土浇筑前，完成施工三检后通知监理人对浇筑部位的准备工作进行检



查。混凝土拌制完成后，现场采用手推车直接运至混凝土仓面。监理工程师按照

在施工单位自检的基础上按 10%的频率进行抽检，自检及抽检均合格。

浆砌石排水沟：

沟槽开挖，根据测量放好的边沟、截水沟沟底沿边线，利用人工配合挖掘机

机械开挖，自卸汽车运输，开挖至距设计尺寸 10-15cm 时，改以人工挖掘。不允

许超挖。

片（块）石砌筑，沟槽检验合格后，先用木桩每 10m 一处钉好砌石位置，挂

好横断面线及纵断面线，即可按线砌筑。

排水沟采用挤浆法分层砌筑，分层与分层间的砌筑砌缝应大致找平，各工作

层应相互错开，不得贯通。

根据施工段长度以 20m-50m 分段砌筑并以 10m-15m 设置沉降缝，沉降缝用

沥青麻絮或其它放水材料填充。勾缝一律采用凹缝。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石质应均匀，不宜风化，无裂纹，块石形状应大致方正；

2、砌筑砂浆配合比准确，砂浆饱满，灰缝平整，抹面密实光洁；砌体坚实牢固，

勾缝平顺，无脱落现象。

3、砌体应分层卧砌，并上下错缝，内外搭砌；

4、按照设计要求设置排水孔及沉降缝，质量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5、混凝土拌和物质量控制以拌和工艺、拌和参数、配合比调整、拌和物性能检测

为控制项目，保证生产的混凝土各项性能指标满足设计参数和施工参数要求。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270 个单元工程，合格 270 个，合格率 100%，优良 26 个，优良率

9.63%。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4 年 2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6 月。

二、主要工程量：

本项目主体工程工程护坡措施主要为路基填方边坡框架护坡，框架护坡量为

浆砌片石 2770m³。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省鲁桥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山东省鲁桥建设

有限公司主要负责 K0+000-K14+750 段（LZL-LJ1）路基段施工。

填方边坡高度小于 3.0 米时，采用喷播植草防护；当填方高度大于等于 3.0

米时采用框架护坡，骨架内植草绿化。

骨架护坡施工顺序：坡面处理-施工放线-人工开挖基槽-坐浆-铺砌片石-种植

植被-清理坡面-养生-勾缝 /搓缝。

施工方法：采用挤浆法砌筑。基槽必须带线或安设样架开挖，以保证骨架几

何图案美观且符合设计要求。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坡面平整，偏差小于 30mm。

2、垫层厚度偏差小于 5mm。

3、砂浆饱满度。勾缝砂浆与砌体结合情况。

4、片石表面无泥垢，制备的砂浆符合设计要求。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115 个单元工程，合格 115 个，合格率 100%，优良 15 个，优良率

13.04%。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7 年 4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6 月。

二、主要工程量：

本项目主体工程植物护坡措施详见下表。

植物防护工程量统计表（LZL-LJ2）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程量 布设位置

镀锌铁丝网 m² 51380

黑色三维网 m² 4582

道路两侧边坡及空

地

喷播植草 m² 68050

撒播植草 m² 64320

栽植灌木 万株 31.49

栽植藤本 株 4440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

负责 K14+750-K23+618 段（LZL-LJ2）路基段施工，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后期全线绿化工程施工；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为房建

区域施工。

a、实际施工中，针对路基开挖边坡，在坡面上采取散植乔灌木、喷播植草

的绿化措施，以形成乔、灌、草组合的边坡防护体系，起到持久有效的防护。

b、挂三维网植乔灌草

对于坡比不陡于 1:1，单级边坡高度小于 10m 或高边坡总高度小于 12m 的稳

定路堑边坡，一般土质、强风化泥岩、砂泥君且层边坡均采用了挂三维网+散植

灌木，藤蔓植物部分列植于边坡间的平台、部分散植于边坡。

C、挂铁丝网喷有机基材多用于坡比不陡于 l：0.75，单级边坡小于 10m 的稳

定路堑边坡，泥岩、砂泥岩互层边坡均采用挂铁丝网绿化措施，锚杆框架梁防护

和锚杆结合砼预制格的特殊边坡也使用了挂铁丝网绿化方案。

一般而言，边坡绿化、乔灌木种植施工顺序为：苗木储备一定点放线一筑砌

种植槽一回填种植土一打坑一施底基肥一栽植(灌木、攀援植物)一浇定根水一扶

正一养护。边坡植草施工顺序为：场地清理一回填种植土一消毒、杀虫、除杂一



整理坪床一喷播一覆膜一养护。

隔离栅绿化：在挖方坡口至隔离栅之间的部位，或填方坡脚排水沟至隔离栅

之间的部位进行生态隔离，起到绿化、美化作用。

隔离栅的绿化措施施工工序为：场地清理一苗木储备一定点放线一筑砌种植

槽一回填种植土一打坑一施基底肥一栽植 (灌木) 一浇定根水一扶正一养护。

为了使边坡状况与周围自然环境协调，采用工程防护和植物防护相结合的防

护措施，并优先选用“本土化”植物防护：路堤边坡一般采用植草、灌木、乔木

防护。

填方边坡高度小于 3.0 米时，采用喷播植草防护；当填方高度大于等于 3.0

米时采用框架护坡，骨架内植草绿化；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坡面平整；

2、树木挺直、树冠完整、生长健康、根系发育良好。

大灌木无病虫害；其他树木有病虫害的植株不得超过 1%，且不得影响树木生长于

外观。

3、草地无病虫害，杂草不得超过 0.5%，生长势良好。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170 个单元工程，合格 170 个，合格率 100%，优良 15 个，优良率

8.82%。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4 年 2 月。

（二）完工日期：2017 年 5 月。

二、主要工程量：

主体工程路基路堑及坡顶截排水措施，其工程量详见下表。

斜坡防护工程截排水措施工程量统计（LZL-LJ2）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路基防护

及排水工

程

防渗土工布 m 8142

排水措施：

道路两侧

路基路堑

边坡坡脚；

护坡：路基

两侧边坡。

2014.2-2017.5

M7.5 浆砌块石 m³ 25766

M7.5 浆砌片石 m³ 3086

C20 砼预制 m³ 2846

C25 砼预制 m³ 620

2-4cm 碎砾石边沟 m³ 2405

I 级钢筋 t 74.14

II 级钢筋 t 130.458

现浇 C20 砼 m³ 3424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施工建设。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 K14+750-K23+618 段（LZL-LJ2）

路基段施工；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为房建区域施工。

本工程排水沟主要为混凝土排水沟、浆砌石排水沟。

混凝土排水沟

施工主要分为原材料检测-配合比设计-施工准备-混凝土拌制和浇筑-养护。

运用于本工程的混凝土原材料施工单位均按照《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SL352-2006）进行了试验检测，监理机构按照一定频次进行平行检测。本工程

混凝土原材料经试验检测均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施工单位确定好配合比后报经监理工程师审查。拌制过程中，严格按照经监

理工程师批准的混凝土配料单进行配料。混凝土各原材料参配量、混凝土拌制时

间均满足规范要求。

排水沟土石方开挖满足设计要求，并经监理工程师进行验收。

混凝土浇筑前，完成施工三检后通知监理人对浇筑部位的准备工作进行检



查。混凝土拌制完成后，现场采用手推车直接运至混凝土仓面。监理工程师按照

在施工单位自检的基础上按 10%的频率进行抽检，自检及抽检均合格。

浆砌石排水沟：

沟槽开挖，根据测量放好的边沟、截水沟沟底沿边线，利用人工配合挖掘机

机械开挖，自卸汽车运输，开挖至距设计尺寸 10-15cm 时，改以人工挖掘。不允

许超挖。

片（块）石砌筑，沟槽检验合格后，先用木桩每 10m 一处钉好砌石位置，挂

好横断面线及纵断面线，即可按线砌筑。

排水沟采用挤浆法分层砌筑，分层与分层间的砌筑砌缝应大致找平，各工作

层应相互错开，不得贯通。

根据施工段长度以 20m-50m 分段砌筑并以 10m-15m 设置沉降缝，沉降缝用

沥青麻絮或其它放水材料填充。勾缝一律采用凹缝。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石质应均匀，不宜风化，无裂纹，块石形状应大致方正；

2、砌筑砂浆配合比准确，砂浆饱满，灰缝平整，抹面密实光洁；砌体坚实牢固，

勾缝平顺，无脱落现象。

3、砌体应分层卧砌，并上下错缝，内外搭砌；

4、按照设计要求设置排水孔及沉降缝，质量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5、混凝土拌和物质量控制以拌和工艺、拌和参数、配合比调整、拌和物性能检测

为控制项目，保证生产的混凝土各项性能指标满足设计参数和施工参数要求。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177 个单元工程，合格 177 个，合格率 100%，优良 20 个，优良率

11.30%。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4 年 2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6 月。

二、主要工程量：

本项目主体工程工程护坡措施主要为路基填方边坡框架护坡，框架护坡量为

浆砌片石 2420m³，C20 砼框格护坡 33m³。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山东省路桥集团

有限公司主要负责 K14+750-K23+618 段（LZL-LJ2）路基段施工。

填方边坡高度小于 3.0 米时，采用喷播植草防护；当填方高度大于等于 3.0

米时采用框架护坡，骨架内植草绿化。

骨架护坡施工顺序：坡面处理-施工放线-人工开挖基槽-坐浆-铺砌片石-种植

植被-清理坡面-养生-勾缝 /搓缝。

施工方法：采用挤浆法砌筑。基槽必须带线或安设样架开挖，以保证骨架几

何图案美观且符合设计要求。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坡面平整，偏差小于 30mm。

2、垫层厚度偏差小于 5mm。

3、砂浆饱满度。勾缝砂浆与砌体结合情况。

4、片石表面无泥垢，制备的砂浆符合设计要求。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75 个单元工程，合格 75 个，合格率 100%，优良 10 个，优良率 13.33%。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6 年 5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6 月。

二、主要工程量：

主体工程区互通及养护区等区域综合绿化面积为 6.01hm²；弃渣场区撒播植

草 0.72hm²，植灌木 1800 株。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 K0+000-K14+750 段（LZL-LJ1）路基施工单位为山东省鲁桥建设有

限公司，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为后期绿化施工单位。

点片状植被工程量统计表（LZL-LJ1）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防治区

互通区、养护区等绿化 m² 60100 互通及养护区 2017.4-2018.6

弃渣场区

灌木 株 1800
渣场顶面及坡面 2016.5-2017.10

植草 万 m² 0.72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植物生长所必需是最低种植土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2、种植地的土壤含有建筑废土及其它有害成分，应采取改良土壤的技术措施。

3、播种地应翻耕 25-30cm，搂平耙细，去除杂物，平整度和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种植穴、槽的定点放线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位置必须准确，标记明显；种植穴

定点时应标明中心点位置；

5、树木挺直、树冠完整、生长健康、根系发育良好。

乔木、大灌木无病虫害；其他树木有病虫害的植株不得超过 1%，且不得影响树木

生长于外观。



种植的树木应保持直立，不得倾斜。

6、草地无病虫害，杂草不得超过 0.5%，生长势良好。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12 个单元工程，合格 12 个，合格率 100%，优良 3 个，优良率 25.0%。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4 年 5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6 月。

二、主要工程量：

线网状植被主要为主体工程区中央隔离带绿化 2.13hm²；施工便道植草绿化

0.27hm²。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 K0+000-K14+750 段（LZL-LJ1）路基施工单位为山东省鲁桥建设有

限公司，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为后期绿化施工单位。

线网状植被工程量统计（LZL-LJ1）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防治区

中央分隔带绿化 m² 21300 中央分隔带 2017.4-2018.6

施工便道

植草 万 m² 0.27
施工便道边坡及迹地

恢复绿化部分
2014.5-2017.8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植物生长所必需是最低种植土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2、种植地的土壤含有建筑废土及其它有害成分，应采取改良土壤的技术措施。

3、播种地应翻耕 25-30cm，搂平耙细，去除杂物，平整度和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种植穴、槽的定点放线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位置必须准确，标记明显；种植穴

定点时应标明中心点位置；

5、树木挺直、树冠完整、生长健康、根系发育良好。

大灌木无病虫害；其他树木有病虫害的植株不得超过 1%，且不得影响树木生长于

外观。



种植的树木应保持直立，不得倾斜。

6、草地无病虫害，杂草不得超过 0.5%，生长势良好。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311 个单元工程，合格 311 个，合格率 100%，优良 32 个，优良率

10.29%。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6 年 5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6 月。

二、主要工程量：

主体工程区互通及养护区等区域综合绿化面积为 3.99hm²；弃渣场区撒播植

草 0.73hm²，植灌木 1825 株。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 K14+750-K23+618 段（LZL-LJ2）路基施工单位为山东省路桥集团有

限公司，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为后期绿化施工单位。

点片状植被工程量统计表（LZL-LJ2）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防治区

互通及养护区等绿化 m² 39900 互通及养护区等 2017.4-2018.6

弃渣场区

灌木 株 1825
渣场顶面及坡面 2016.5-2017.10

植草 万 m² 0.73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植物生长所必需是最低种植土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2、种植地的土壤含有建筑废土及其它有害成分，应采取改良土壤的技术措施。

3、播种地应翻耕 25-30cm，搂平耙细，去除杂物，平整度和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种植穴、槽的定点放线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位置必须准确，标记明显；种植穴

定点时应标明中心点位置；

5、树木挺直、树冠完整、生长健康、根系发育良好。

乔木、大灌木无病虫害；其他树木有病虫害的植株不得超过 1%，且不得影响树木

生长于外观。



种植的树木应保持直立，不得倾斜。

6、草地无病虫害，杂草不得超过 0.5%，生长势良好。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11 个单元工程，合格 11 个，合格率 100%，优良 2 个，优良率 18.18%。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4 年 5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6 月。

二、主要工程量：

线网状植被主要为主体工程区中央隔离带绿化 1.44hm²；施工便道植草绿化

0.14hm²。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 K14+750-K23+618 段（LZL-LJ2）路基施工单位为山东省路桥集团有

限公司，河南省生态园林绿化建设有限公司为后期绿化施工单位。

线网状植被工程量统计（LZL-LJ2）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主体工程防治区

中央分隔带绿化 m² 14400 中央分隔带 2017.4-2018.6

施工便道

植草 万 m² 0.14
施工便道边坡及迹地

恢复绿化部分
2014.5-2017.8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植物生长所必需是最低种植土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2、种植地的土壤含有建筑废土及其它有害成分，应采取改良土壤的技术措施。

3、播种地应翻耕 25-30cm，搂平耙细，去除杂物，平整度和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种植穴、槽的定点放线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位置必须准确，标记明显；种植穴

定点时应标明中心点位置；

5、树木挺直、树冠完整、生长健康、根系发育良好。

大灌木无病虫害；其他树木有病虫害的植株不得超过 1%，且不得影响树木生长于

外观。



种植的树木应保持直立，不得倾斜。

6、草地无病虫害，杂草不得超过 0.5%，生长势良好。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 207 个单元工程，合格 207 个，合格率 100%，优良 24 个，优良率

11.59%。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3 年 10 月。

（二）完工日期：2017 年 12 月。

二、主要工程量：

本项目共设置弃渣场 5 处，其中 4 处弃渣场设置了挡渣墙，设置挡渣墙长度为 367m，

基础开挖 1040m³。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

挡渣墙施工工序检查程序为：

测量放样→基槽开挖→基槽处理→地基检验→浇筑块石垫层→砌筑块石基

础→砌筑块石墙身→墙背隐蔽验收→墙背回填土→验收。

挡土墙基础开挖与处理施工工序：

（1）施工准备及放样

挡土墙施工前首先做好地表排水和安全生产的准备工作，施工前先将墙后地表的虚

方全部清除，并将原地面开挖成台阶状，同时对挡土墙的横断面重新放样，若发现实地

墙趾地面线与设计横断面有较大出入，应及时反馈设计部门处理。当挡土墙位于平曲线

范围内时，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放样精度，使墙面顺滑过渡。

（2）基坑开挖

开挖前，首先作好场地临时排水措施，雨天坑内积水应随时排干。基础的各部份尺

寸、形状以及埋置深度，均应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基坑不得连通开挖，应采用跳槽

开挖，以防基坑坍塌。一般土质基坑，挖至接近标高时，宜保留 50cm 的厚度，在基础

浇筑前再突击挖除。基坑开挖后，应采取排水措施，以免积水。

（3）基底处理

当基底为土质(如碎石土、砂砾土、砂性土、粘性土等)时，应将其整平夯实，对受

水浸泡的基底土，特别是松软的土应全部予以清除，若承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需换以

透水性和稳定性良好的材料并夯填至设计标高，方可进行挡墙砌筑。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挡土墙基底开挖要符合挡土墙断面尺寸要求，地基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

六、质量评定：

本分部工程共划分为 5 个单元工程，合格 5 个，合格率 100%。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3 年 10 月。

（二）完工日期：2017 年 12 月。

二、主要工程量：

本项目共设置弃渣场 5 处，其中 4 处弃渣场设置了挡渣墙，设置挡渣墙长度

为 367m（浆砌石挡渣墙 2309m³）。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

挡渣墙施工工序检查程序为：

测量放样→基槽开挖→基槽处理→地基检验→浇筑块石垫层→砌筑块石基

础→砌筑块石墙身→墙背隐蔽验收→墙背回填土→验收。

浆砌石挡土墙施工

（1）材料

砌体石料应坚实新鲜，无风化剥落层或裂缝，石材装面无污垢、水锈等杂质。

除少量用于塞缝的片石外，块石要求上下两面平行且大致平整，无尖角、薄边，

块厚应大于 20cm，块石外露面需修琢加工。砌体用砂的细度模数一般为 2.5-3.0，

砂的粒径为 0.15-5mm。

（2）浆砌石砌筑

砌筑：砌筑前先将基底清理干净，砌筑采用座浆砌筑的方法施工，砌石前先

在基础面上铺一层 15cm 厚的混凝土垫层，然后再安放石块浆砌石采用人工挑运

块石、砂浆入仓，人工砌筑，在铺砌前，石料先洒水湿润，使其表面充分吸收，

但不得残留积水，砌体基础的第一层石块应大面朝下，小面朝上，以便让砂浆挤

满石块底部及、四周的全部缝隙，砌体的第一层及其转角、交叉等处选用较大的

平整毛石。石块分层卧砌，上下错缝，内外搭砌，不得采用外面侧立石块，中间

填心的方法；每层大体找平，灰缝厚度一般 20～30mm，较大的空隙先填满砂浆，



后用片石等填塞，不得采用先摆碎石块后填砂浆或干填碎石块的施工方法，石块

间不应相互接触。若砌筑因故停顿，则在新一层砌筑前清除浮浆，进行清扫，使

新旧砌体紧密结合。浆砌石砌体凝固后，及时养护。

浆砌石施工中严格做到"平、稳、紧、满"四个字。平就是每一层要求水平上

升，等高进行，不允许砌筑面因进度不同造成高差过大，同一层砌筑面的高差不

大于 lm，稳就是石块要砌得稳，石块安放得踏实稳当，不易动摇紧就是石块与石

块靠得严实，没有大的缝隙，空隙中的砂浆与小石块都填塞紧密；满就是砂浆要

灌满石缝，防止产生子缝和虚缝。

勾缝：浆砌石表面勾缝将保持块石的自然接缝，力求美观、匀称、块石形态

突出，表面平整。砌石勾缝的型式采用平缝，在砌体的隐蔽回填部位，可不做专

门的勾缝处理。浆砌石砌筑后 24h 进行清缝，缝宽不小于砌缝宽度，缝深不小于

缝宽的 2 倍，砌缝宽度为平缝 15-20mm，竖缝 20-30mm。勾缝前先将槽缝冲洗干

净，并保持缝面湿润，勾缝用的砂浆要稠，避免凝固时收缩而与砌体脱离。勾缝

的程序：在砌体砂浆未凝固前，先沿砌缝预留不小于 4cm 深度的缝槽，砌体完成

和砂浆凝固后，将缝槽冲洗干净，自上而下进行勾缝。勾缝完成后进行养护，

留缝：为避免砌体断裂，在施工中按设计要求留置沉降缝和伸缩缝。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石质应均匀，不宜风化，无裂纹，块石形状应大致方正；

2、砌筑砂浆配合比准确，砂浆饱满，灰缝平整，抹面密实光洁；砌体坚实

牢固，勾缝平顺，无脱落现象。

3、挡墙砌体应分层卧砌，并上下错缝，内外搭砌；

4、按照设计要求设置排水孔及沉降缝，质量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泄水

孔坡度向外，无堵塞现象。沉降缝整齐垂直，上下贯通。



5、砂浆拌和物质量控制以拌和工艺、拌和参数、配合比调整、拌和物性能

检测为控制项目，保证生产的砂浆各项性能指标满足设计参数和施工参数要求。

六、质量评定：

挡渣墙每 30～50m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本分部工程共 7 个单元工程，合格 7 个，

合格率 100%，优良 2 个，优良率 28.57%。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3 年 10 月。

（二）完工日期：2017 年 12 月。

二、主要工程量：

本项目共设置弃渣场 5 处，除 1#弃渣场利用主线及周边自然水系排水外，其

余 4 处弃渣场均设置了较为完善的防洪排水体系，设置排水沟总长度为 461m，

排水沟为浆砌石砌筑，浆砌石砌筑 787m³。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建设。

本工程排水沟主要为浆砌石排水沟。

浆砌石排水沟：

沟槽开挖，根据测量放好的边沟、截水沟沟底沿边线，利用人工配合挖掘机机械开

挖，自卸汽车运输，开挖至距设计尺寸 10-15cm 时，改以人工挖掘。不允许超挖。

片（块）石砌筑，沟槽检验合格后，先用木桩每 10m 一处钉好砌石位置，挂好横断

面线及纵断面线，即可按线砌筑。

排水沟采用挤浆法分层砌筑，分层与分层间的砌筑砌缝应大致找平，各工作层应相

互错开，不得贯通。

根据施工段长度以 20m-50m 分段砌筑并以 10m-15m 设置沉降缝，沉降缝用沥青麻

絮或其它放水材料填充。勾缝一律采用凹缝。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石质应均匀，不宜风化，无裂纹，块石形状应大致方正；

2、砌筑砂浆配合比准确，砂浆饱满，灰缝平整，抹面密实光洁；砌体坚实



牢固，勾缝平顺，无脱落现象。

3、砌体应分层卧砌，并上下错缝，内外搭砌；

4、按照设计要求设置排水孔及沉降缝，质量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5、砂浆拌和物质量控制以拌和工艺、拌和参数、配合比调整、拌和物性能

检测为控制项目，保证生产的砂浆各项性能指标满足设计参数和施工参数要求。

六、质量评定：

防洪排水工程每 30～50m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本分部工程共 15 个单元工程，合

格 15 个，合格率 100%，优良 3 个，优良率 30%。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分部工程验收工作小组签字表（拦渣工程） 

姓  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签 字 备注 

孔存芝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

公路有限公司 

项目 

负责人 

 

建设单位 

梁鹏亮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

公路有限公司 
工程师 

 
建设单位 

杨立腾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副总工 
 

施工单位 

张明昌 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现场 

副经理 

 
施工单位 

柴  峰 
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驻地监理

工程师 

 
监理单位 

赵  亮 
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路基监理

工程师 

 
监理单位 

孙立群 
山东高速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环保监理

工程师 

 
监理单位 

翟  锐 
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 
总 监 

 

水保监理

单位 

张兴文 
四川大桥水电咨询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 

工程师 

 水保监理

单位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6 年 5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9 月。

二、主要工程量：

弃渣场区回填耕植土 0.93 万 m³，施工场地回填耕植土 2.26 万 m³，施工场地翻土

0.15 万 m³，施工便道翻土 0.22 万 m³。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省鲁桥建设有限公司负责实施。主要实施工程内容见

下表。

场地整治工程相关情况统计表（LZL-LJ1）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

工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弃渣场区回填耕植土 万 m³ 0.78 渣场顶面及坡面 2016.5-2017.10

施工场地回填耕植土 万 m³ 2.26 施工场地 2017.6-2018.8

施工场地翻土 万 m³ 0.15 施工迹地恢复区域 2018.7-2018.8

施工便道翻土 万 m³ 0.22 迹地恢复区域 2017.9-2017.10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场地内无建筑垃圾及杂物；

2、没有淤泥，地表平整。

六、质量评定：

场地整治工程每 0.1～1hm²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²单独为一个单元工程，大

于 1hm²的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本分部工程共划分为 11 个单元工程，合格 11 个，

合格率 100%，优良 1 个，优良率 9.09%。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一、开完工日期：

（一）开工时间：2017 年 6 月。

（二）完工日期：2018 年 8 月。

二、主要工程量：

弃渣场回填耕植土 0.15 万 m³，施工场地回填耕植土 0.68 万 m³，施工便道翻土 0.12

万 m³。

三、工程内容及施工经过：

本项目分部工程由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实施。主要实施工程内容见

下表。

场地整治工程相关情况统计表（LZL-LJ2）

防治措施 单位
实际完成工

程量
布设位置 实施时间

弃渣场区回填耕植土 万 m³ 0.15 弃渣场区 2017.8-2017.10

施工场地回填耕植土 万 m³ 0.68 施工场地 2017.6-2018.8

施工便道翻土 万 m³ 0.12 迹地恢复区域 2017.9-2017.10

四、质量事故及缺陷处理：

本分部工程施工未发生质量事故，缺陷处理满足设计要求未留质量隐患。

五、主要工程质量指标

1、场地内无建筑垃圾及杂物；

2、没有淤泥，地表平整。

六、质量评定：

场地整治工程每 0.1～1hm²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²单独为一个单元工程，大

于 1hm²的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本分部工程共划分为 4 个单元工程，合格 4 个，

合格率 100%，优良 1 个，优良率 25.0%。

七、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该分部工程施工项目已全部完成，无遗留项目，无质量事故及质量缺陷，已按设计

要求处理完成，并经监理验收签认。

八、验收结论：

同意验收，质量等级为合格。

九、保留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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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斜坡防护工程 

     

挖方边坡植物护坡 

     

挖方边坡植物护坡 

     

挖方边坡植物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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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边坡工程护坡及植物护坡 

     

填方边坡工程护坡及植物护坡 

     

植物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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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排水工程 

     

截排水工程 

     

截排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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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排水工程 

植被建设工程 

     

线网状植被 

     

线网状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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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片状植被 

     

点片状植被 

     

点片状植被（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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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片状植被（2#弃渣场植物绿化）       点片状植被（3#弃渣场植物绿化） 

     

点片状植被（4#弃渣场植物绿化）           点片状植被（5#弃渣场植物绿化） 

拦渣工程 

     

挡渣墙（1#弃渣场）                     挡渣墙（2#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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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渣墙（3#弃渣场）                     挡渣墙（4#弃渣场） 

     

防洪排水（2#弃渣场）                    防洪排水（3#弃渣场） 

     

防洪排水（4#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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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排水（5#弃渣场） 

               

土地整治工程（1#弃渣场）              土地整治工程（2#弃渣场） 

弃渣场 

    

    1#弃渣场                                  2#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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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弃渣场下游                              3#弃渣场 

            

4#弃渣场                                5#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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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涪圣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川涪圣[2018]乐自绕城 01号 

关于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水土保持设施整改意见的函   

山东高速集团四川乐自公路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3 日，四川涪圣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技术人员汇同业主、各标段施工单位，对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

城区连接线工程具有水土保持功能设施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新增的水土保

持设施进行了检查，重点对沿线弃渣场等进行了全面检查。 

根据检查情况，部分主体工程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水土保持措施，如

路基防护，排水沟等措施效果明显、质量较好，能有效地防治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但还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由于项目所在区域植被

生长较好，部分排水沟杂草丛生，存在堵塞现象；2、2#、3#、5#弃渣场（通

江收费站管理房旁）暂未实施绿化措施；3、主线部分边坡绿化效果不佳。

详见附件。建设单位应及时按照我公司整改建议进行整改完善。 

特此函告。 

附件 1：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水土保持设施整改建议 

 

 

 

 

 

 



2 
 

 

 

 

 

 

 

 

 

 

 

 

 

 

 

 

 

 

 

 

主题词：设施  整改  意见  函 

抄  送：公司领导                                           

四川涪圣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办公 2018 年 3月 14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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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乐山至自贡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水土保持设施整改建议 

一、边坡整治 

  

沿线挖方边坡 

  

沿线填方边坡 

存在问题：沿线部分挖方边坡和填方边坡裸露，植被恢复效果不佳或暂未

完成。 

整改建议：全线排查，对边坡暂未植被恢复或植被恢复效果不佳区域采取

液压喷播或撒播草籽的方式进行绿化，加强养护。 

二、弃渣场 



2 
 

    

2#弃渣场 

  

3#弃渣场                       5#弃渣场 

存在的问题：2#、3#、5#弃渣场裸露，还未完成植被恢复。 

整改建议：应尽早完成 2#、3#、5#弃渣场绿化措施。 

 

 

 







边坡绿化

边坡绿化



2#弃渣场复耕及绿化

3#弃渣场复耕及绿化



5#弃渣场绿化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照片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前现场踏勘 

  

  

召开水保设施验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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