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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资料

编号：DWGC- GF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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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单位工程名称：防洪排导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排洪导流设施

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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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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单位工程：防洪排导工程

建设单位：曲阳晶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南京海俊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

监理单位：太原理工大成工程有限公司

验收日期：2016 年 11 月

验收地点：保定市曲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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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排导工程验收评定书

2016 年 7 月，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等单位代表及有关专家组

成的验收工作组，对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进行质量评定。

验收工作组分别听取了施工单位对工程建设和分部工程质量评

定的汇报，分工程现场检查和资料检查两个小组，分别对完成的工程

质量、外观情况进行了检查，审查了工程档案资料；评定了单位工程

质量等级，对相关遗留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一、工程概况

开关站及道路开挖混凝土排水沟 1500m，疏导开关站及道路汇水。

施工时间 2016 年 10 月。

二、合同执行情况

施工单位均按合同要求完成了相关工作，根据建设要求各承建项

目均已按设计图纸要求全部完成。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混凝土排水沟，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评定全

部合格，合格率 100%。

（二）检测成果分析

本工程建设中，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全程跟踪检测，对排水沟的尺

寸外观等均进行了检测，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三）外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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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单位工程外观符合要求，外观质

量合格。

（四）质量监督单位的工程等级核定意见

经过单位工程验收组对工程施工现场和施工资料的检查验收，该

单位工程质量等级核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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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站及道路区混凝土排水沟经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人员和建设单

位组成的工作组，对现场检查和施工资料的检查，得出的验收结论为：

（一）工程现场均已完成，满足验收条件。

（二）施工过程及质量检测均满足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三）施工资料齐全。

（四）同意进行该单位工程验收。

单位工程通过验收，质量等级核定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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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DWGC- GF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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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单位工程名称：土地整治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场地平整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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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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曲阳晶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南京海俊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

监理单位：太原理工大成工程有限公司

验收日期：2017 年 2 月

验收地点：保定市曲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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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工程验收评定书

2016 年 7 月，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等单位代表及有关专家组

成的验收工作组，对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进行质量评定。

验收工作组分别听取了施工单位对工程建设和分部工程质量评

定的汇报，分工程现场检查和资料检查两个小组，分别对完成的工程

质量、外观情况进行了检查，审查了工程档案资料；评定了单位工程

质量等级，对相关遗留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一、工程概况

光伏发电区场地平整 8.6hm2。

施工时间 2017 年 1 月。

二、合同执行情况

施工单位均按合同要求完成了相关工作，根据建设要求各承建项

目均已按设计图纸要求全部完成。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场地平整，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评定全

部合格，合格率 100%。

（二）检测成果分析

本工程建设中，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全程跟踪检测，对排水沟的尺

寸外观等均进行了检测，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三）外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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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单位工程外观符合要求，外观质

量合格。

（四）质量监督单位的工程等级核定意见

经过单位工程验收组对工程施工现场和施工资料的检查验收，该

单位工程质量等级核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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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发电区场地平整经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人员和建设单

位组成的工作组，对现场检查和施工资料的检查，得出的验收结论为：

（一）工程现场均已完成，满足验收条件。

（二）施工过程及质量检测均满足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三）施工资料齐全。

（四）同意进行该单位工程验收。

单位工程通过验收，质量等级核定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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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DWGC- GFQ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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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单位工程名称：护坡防护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混凝土护坡

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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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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单位工程：护坡防护工程

建设单位：曲阳晶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南京海俊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

监理单位：太原理工大成工程有限公司

验收日期：2016 年 11 月

验收地点：保定市曲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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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坡防护工程验收评定书

2016 年 7 月，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等单位代表及有关专家组

成的验收工作组，对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进行质量评定。

验收工作组分别听取了施工单位对工程建设和分部工程质量评

定的汇报，分工程现场检查和资料检查两个小组，分别对完成的工程

质量、外观情况进行了检查，审查了工程档案资料；评定了单位工程

质量等级，对相关遗留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一、工程概况

开关站混凝土护坡防护 100m。

施工时间 2016 年 10 月。

二、合同执行情况

施工单位均按合同要求完成了相关工作，根据建设要求各承建项

目均已按设计图纸要求全部完成。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混凝土护坡，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评定全

部合格，合格率 100%。

（二）检测成果分析

本工程建设中，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全程跟踪检测，对排水沟的尺

寸外观等均进行了检测，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三）外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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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单位工程外观符合要求，外观质

量合格。

（四）质量监督单位的工程等级核定意见

经过单位工程验收组对工程施工现场和施工资料的检查验收，该

单位工程质量等级核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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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发电区场地平整经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人员和建设单

位组成的工作组，对现场检查和施工资料的检查，得出的验收结论为：

（一）工程现场均已完成，满足验收条件。

（二）施工过程及质量检测均满足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三）施工资料齐全。

（四）同意进行该单位工程验收。

单位工程通过验收，质量等级核定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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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DWGC- GFQ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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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单位工程名称：绿化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种草、种植灌木、园林绿化

2017 年 4 月



65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项目名称：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单位工程：护坡防护工程

建设单位：曲阳晶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南京海俊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

监理单位：太原理工大成工程有限公司

验收日期：2017 年 4 月

验收地点：保定市曲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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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坡防护工程验收评定书

2016 年 7 月，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等单位代表及有关专家组

成的验收工作组，对河北曲阳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进行质量评定。

验收工作组分别听取了施工单位对工程建设和分部工程质量评

定的汇报，分工程现场检查和资料检查两个小组，分别对完成的工程

质量、外观情况进行了检查，审查了工程档案资料；评定了单位工程

质量等级，对相关遗留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一、工程概况

种草 12.67hm2、种植灌木 0.65hm2、园林绿化 0.01hm2。

施工时间 2017 年 3 月。

二、合同执行情况

施工单位均按合同要求完成了相关工作，根据建设要求各承建项

目均已按设计图纸要求全部完成。

三、工程质量评定

（一）分部工程质量评定

工程共 1个分部工程，绿化工程，分部工程验收工作组评定全

部合格，合格率 100%。

（二）检测成果分析

本工程建设中，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全程跟踪检测，对排水沟的尺

寸外观等均进行了检测，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三）外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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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单位工程外观符合要求，外观质

量合格。

（四）质量监督单位的工程等级核定意见

经过单位工程验收组对工程施工现场和施工资料的检查验收，该

单位工程质量等级核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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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工程经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人员和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作组，对现场

检查和施工资料的检查，得出的验收结论为：

（一）工程现场均已完成，满足验收条件。

（二）施工过程及质量检测均满足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规定。

（三）施工资料齐全。

（四）同意进行该单位工程验收。

单位工程通过验收，质量等级核定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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