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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1.1  项目名称 

2020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 

1.2  建设单位 

盐池县生态林场 

1.3  编制依据 

（1）本项目建设方案编制委托书； 

（2）甲方提供的项目用地范围及地形图； 

（3）《盐池县空间规划（2016-2030）》； 

（4）《盐池县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 

（5）其他相关资料。 

1.4  项目建设地点 

2020 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位于盐池县城西

北 2 公里处，盐池旱地沙生灌木园内。 

 

项目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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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翻建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建设内容

涵盖：  

（1）道路工程：拆除原破损混凝土道路，新建混凝土路 175 米。 

（2）建筑工程：管护用房建筑面积 453.12 平方米。 

（3）室外配套工程：含场地硬化 445 平方米；外网工程；室外

旱厕一座。 

（4）拆除现状建筑 332.10 平方米，拆除现状室外地坪 998 平方

米，拆除混凝土道路面积 1225平方米。 

1.6  建设期限 

2020年 5 月——2020 年 11 月。 

1.7  投资估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 177.85 万元。其中：工程费 156.98万元（含拆

迁费用）；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2.39万元，预备费 8.47万元。 

1.8  资金筹措 

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177.85 万元，其中申请政府财政专项资

金 160 万元，自筹 17.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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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建设背景与必要性 

2.1  项目背景 

国有林场是中国林业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森林面积占全国林业

面积的 25%，对中国林业发展起着示范、骨干的带动作用。由于国有

林场全部分布在沙漠山岭条件坚苦地区，国有林场生态社会效益显著，

但经济大都处于贫困状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

的决定》精神，明确提出加快国有林场改革脱贫步伐。根据自治区林

业厅、财政厅关于国有林场扶贫资金项目的实施要求，结合项目区的

现状，特申报 2020 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推动

林场经济发展。 

2.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盐池县虽然属干旱地区，当地群众也有着种树育苗的传统，并且

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完整的育苗技术，育苗也被全县广大人民群

众所接受，并真正成为当地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主导产业。但是，

由于新时期林业建设对种苗生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种苗生产必

须由“数量满足型向质量保障型转变。”这就需要应用先进科学技术

实行科学管理，不断提高种苗的产量和品质，而先进的科学手段必须

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及后勤保障相配套。 

灌木所建场于 1983年，是盐池县的国营林场，承担着盐池县 6.5

万亩天然林的管护抚育以及荒山造林、育苗、防火等生产任务。属财

政拨款事业单位。长期以来，灌木所职工在林业生产实践中，熟练掌

握了造林、育苗各环节的技术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具备了

开展林木管护抚育，育苗造林等条件，在林业建设中起到积极的示范

带动作用。由于灌木园内办公管理场所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老化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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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制约了园区的发展，影响了职工生产生活的稳定。万亩生态

园属灌木所新建育苗场圃，目前尚无妥善管理配套设施。 

因此通过 2020 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的建设

可为灌木园生产活动提供科学化的管理和设施保障，可提高苗木品质

和质量，为灌木园的发展增添后劲，使灌木园在今后的天然林管护、

育苗造林等生产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盐池县发展特色林木种苗

产业将起到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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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概况 

3.1  县域概况 

盐池县地处宁夏东部、毛乌素沙漠南缘，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

30'-107°47'，北纬 37°04'-38°10'，海拔 1295—1951 米，平均

海拔 1600 米。东邻陕西定边县，南接甘肃环县，北靠内蒙鄂托克前

旗，西连本区灵武、同心，属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地带，

自古就是“西北门户、关中要冲”，“灵夏肘腋、环庆襟喉”，为边

陲用武之地，系陕甘宁边区要邑和西北商贸活动的旱码头。县域南北

长 110 公里，东西宽 66公里，总面积 8522.2 平方公里，太中银铁路、

青银高速、盐中高速、国道 307、国道 211 和省道 304穿境而过，加

强了盐池县与周边省份的联系。县政府驻地花马池镇，县城距离自治

区首府银川市 131公里。 

全县国土总面积 8522.2 平方公里，辖 4 镇 4 乡，分别为花马池

镇、大水坑镇、惠安堡镇、高沙窝镇、王乐井乡、冯记沟乡、青山乡、

麻黄山乡，共有 17个社区 102个行政村。现状，全县户籍总户数 67557

户，总人口 17.26万人，常住人口 15.74 万人，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

口，属于人口外流区域，其中乡村人口 14.57万人，占总人口的 84.43%，

全县人口平均密度约 22人/平方公里。 

盐池境内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景点有古长城、灵应寺、无量殿及

哈巴湖。古代的盐池地处北方边陲，战略地位重要，历代王朝为巩固

边防，在这里修筑了多条长城。县域内长城共有四条。其中明代长城

三条，分别建造于明成化十年（1474 年），明泓治十五年（1502 年），

明嘉靖十年（1531 年），总长度为 186 公里，另一条为隋长城，筑

于隋开皇五年（585 年），长 30 公里。隋长城遗迹在全国已十分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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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盐池这段显得尤为珍贵。四条长城呈夹角之势将盐池包围，因此，

盐池有“长城博物馆”之誉。 

盐池属典型中温带大陆性气候，光能丰富、热量偏少。气温特点

是冬冷夏热，年差较大。最冷月是 1 月份，平均气温-8.7℃；最热

月是 7 月份，平均气温 22.4℃，1—7 月份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8

—12 月份平均气温呈下降趋势。年均降水量不足 300 毫米，但蒸发

量却是降 水量的 6—7 倍。年均风速为 2.8 米/秒，冬春风沙天气

较多。 

盐池县地处鄂尔多斯台地西缘，在祁（祁连山）——吕（吕梁山）

——贺（贺兰山）山字型构造的脊柱部分，是布伦庙——镇原白垩系

大向斜与贺兰山——青龙山的褶皱带两个互带。盐池北接毛乌素沙漠，

属鄂尔多斯台地，南靠黄土高原，属黄土丘陵沟壑第五付区。地理位

置上属典型的过渡地带，即自南向北地形是从黄土高原向鄂尔多斯台

地过渡。黄土丘陵区主要分布在麻黄山乡的全部及惠安堡镇、大水坑

镇的部分地区，总面积 1400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20.63%。这

一区域冲蚀沟壑分布广，纵贯山梁，地面呈支离破碎状，水土流失情

况严重。鄂尔多斯缓坡丘陵区包括花马池镇、高沙窝镇、青山乡、王

乐井乡、冯记沟乡的全部，以及惠安堡镇和大水坑镇的部分，总面积

为 5588.6 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 79.37%。 

2019 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约 109 亿元，增长 9%；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72 亿元；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7 亿元，增长 5%；城

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28729 元和 11859 元，增长

8%和 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9 亿元，增长 7%。 

3.2  灌木所概况 

灌木所是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集天然林管护造林、育苗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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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生态型差额事业单位。场址座落在花马池镇五堡自然村，与花马

池镇白园子相邻，万亩生态园座落在花马池镇冯记圈自然村，与沟沿

自然村相邻，这几个村群众文化教育程度低，生产和生活条件差，经

济收入低。 

灌木管理所始建于 1983 年，现共有职工 17人，其中：财政全额

拨款人员 11人，自收自支 6人。灌木园属于 80 年代的旧林场，道路

年久失修；万亩生态园是灌木管理所新建场所，基础设施不完善，两

个场部从根本上制约了林场的发展，影响了职工生产生活的稳定，林

场的经济条件差，无法改善基础设施条件。 

3.3  场地建设条件 

2020 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位于盐池县城西

北 2 公里处，东临盐鄂高速、南临青银高速、西临村庄，园区内道路

网络完善交通区位条件良好。项目区用电便利，输电线路纵横交错；

通讯畅通，移动联通和电信网络通讯信号强，无盲区；目前尚无排水、

供暖及燃气等基础设施。现状育苗基地已成规模，有利于今后经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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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建设方案 

4.1  道路工程 

4.1.1 设计依据 

(1)设计规范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 169-2012）(2016 年版) 

《乡村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T 51234-2017）   

《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CJJ194-2013）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06）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 152-2010） 

(2)施工及验收规范：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规范》（JTJ034-2015）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JTG/T F30-2014 

4.1.2 平面设计 

根据建设方提供的规划平面图、控制坐标和标准横断面，道路基

本上与现状道路中线重合，局部进行了调整。本工程建设总体布置方

案及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4-1。 

 

 

  

 



2020 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                                           建设方案 

- 9 - 

 

总体方案及主要技术指标表              4-1 表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地形   平原微丘区 

道路等级   乡村干路 

计算行车速度 公里/小时   

道路总宽度 米 7  

土路肩总宽度 米   

规划红线宽度 米 7  

停车视距 米   

最大坡度 %   

最小坡度 %   

抗震设防烈度 度 Ⅷ  

路面等级   水泥砼路面 

防滑标准   
抗滑构造深度要

求范围为 0.6-1.0mm 

设计轴载 KN  双轮组单轴荷载 

道路长度 米 179  

 

4.1.3 纵断面设计 

道路纵断基本上与现状道路纵断重合，在满足步行的前提下，道

路局部做了适当调整，道路纵断高程的设计在满足上述控制因素的基

础上，对纵断面竖曲线间的最大和最短坡长也做了严格的设计，合理

的参考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提供的各种数据，合理设计道路纵断，

具体纵坡设计详见《纵断面图》。 

4.1.4 横断面设计 

根据建设方提供的道路横断面布置图，水泥路面道路红线宽度具

体布置如下： 

7 米＝7 米车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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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横坡采用直线形横坡，道路拱横坡为单向坡，坡度为 1.5％。      

4.1.5 路基、路面及附属结构物设计 

（1）路基设计 

1)路基回弹模量不小于 40MPa 

2)道路均为为新建道路工程，路基填方边坡 1：1.5，挖方边坡 1：

1。 

3)道路路基压实度要求：路基填土高度小于路床厚度（80cm）时，

基底的压实度不宜小于路床的压实度标准。土基压实的分层厚度，压

实机具类型，以及碾压（夯击）遍数，均应依土类、湿度、设备及场

地条件等情况而异，以达到规定的压实度标准。施工时可根据碾压（夯

击）试验而定。路基压实按《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表 12.2.4 相应要求进行，采用重型击实标准，填料要求及压实度不

低于表 4-2 所列数值。 

路基填料最小强度、最大粒径及压实度         表4—2 

项 

目 

路床顶面以

下深度（cm） 

填 料 
压实度（重型）

（％） 

填料最大

粒径（cm） 

填料最小强度（CBR）

（％） 支路 

支路 

填方 

0～ 30cm 10 6 ≥92% 

30～80cm 10 4 ≥92% 

>80～

150cm 
15 3 ≥91% 

>150cm 15 2 ≥90% 

零填

或挖

方 

0～ 30cm 10 6 ≥92% 

30～80cm 1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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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面结构设计 

1)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路基干湿类型为干燥，土基回弹模量：平

均 E0大于等于 40Mpa。 

2)拟定采用的路面结构层为：面层 20 厘米现浇水泥混凝土，弯

拉强度标准值≥4.0MPa，抗压强度≥30MPa。基层结构本着就地取材、

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设计，拟定为级配砂砾，厚度为 30厘米。 

3)水泥混凝土面板尺寸的确定 

根据设计规范中的有关要求，结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巷道路面

宽度为 7 米，纵缝间距为 3.5 米，普通混凝土面板宽度按 4 米设计，

设计板长按 4 米考虑； 

4)面设计参数的确定： 

本项目属新建路面，其中土基按 40MPa 取值，根据规范及结构计

算中所用结构层设计参数确定如下表 4-3、表 4-4： 

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设计参数表                       表 4-3 

材料名称 
弯拉强度

（MPa） 

28天抗压强度

（MPa） 
弯拉弹性模量（Gpa） 

水泥混凝土

面层 
3.5 42.5 27 

基层和垫层材料设计参数表                       表 4-4 

材料名称 
20℃抗压回弹

模量（MPa） 

15℃抗压回弹模

量（MPa） 

15℃劈裂

强度（Mpa） 

级配砂砾 200 200 * 

水泥混凝土板满足翘曲应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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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构层厚度计算确定 

基层采用 30厘米天然砂砾，路面总厚度为 50 厘米。道牙为水泥

砼道牙，水泥砼道牙规格为长×宽×高=80×16×30，水泥砼强度≥

30MPa。 

（3）纵、横缝设计 

本段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接缝包括纵缝、横缝。 

道路全段 1 道纵向施工缝，具体位置为道路中心线，纵缝间距为

3.5 米。 

横缝包括横向缩缝、胀缝和横向施工缝。横向缩缝采用假缝。  

横向胀缝采用通缝，间距按设计图中的间距控制。胀缝的宽度为

2.0 厘米，上部 5.0 厘米采用聚氯乙烯填缝料填塞，下部 12.0 厘米

采用填缝板填塞，填缝板为苯板。。 

（4）主要筑路材料 

1)水泥：宁夏赛马水泥厂年产量大，标号齐全，42.5 号及以下

标号水泥常年供应。面层所用水泥为普通型,材料要求 28天抗折强度

≥3.5MPa。 

2)细集料：细集料宜采用天然砂、机制砂或混合砂。其质地应坚

硬、耐久、洁净，并具有良好级配，细度模数在 2.5以上。硅质砂或

石英砂的含量不应低于 25%。 

3)粗集料：粗集料可采用碎石、碎卵石和卵石，其质地应坚硬、

耐久、洁净，并具有良好级配。粗集料级别不应低于Ⅱ级。Ⅱ级集料

吸水率不应大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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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清洗集料、拌合混凝土及养护用水应清洁，不应含有影响

混凝土质量的油、酸、碱、盐类、有机物等，宜采用饮用水。使用非

饮用水时须经过化验，且硫酸盐（以三氧化硫计）含量不超过 2700mg/L、

含盐量不得超过 5000mg/L、PH 值不得小于 4。 

（5）构造深度 

本次设计道路水泥混凝土面层的表面抗滑构造深度要求范围为

0.6-1.0mm。 

（6）路面排水 

路面雨水经道路纵坡、横坡、土路肩排向路外。 

4.2  建筑方案 

4.2.1 设计依据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建筑地面设计规范》GB50037-2013；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2016； 

《屋面工程设计规范》GB50345-2012；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2016； 

《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114-2019；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2013； 

《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153-2008；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 

《建筑设计抗震规范》GB50011-201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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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11； 

《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5；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2-2018；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11； 

其他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和规范等。 

4.2.2 建筑设计 

新建砖混结构管护用房共 1座。 

 建筑设计 

建筑层数：一层； 

建筑面积：453.12平方米； 

建筑高度 3.6 米； 

结构形式：砖混结构； 

建筑设计使用年限：50年； 

建筑屋面防水等级：II级； 

耐火等级：二级； 

民用建筑工程设计等级：三级 

抗震设防烈度：6 度。 

 无障碍设计 

（1）根据《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进行无障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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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考虑院内道路及建筑的各个出入口的相对标高，在主要出

入口做防滑处理，并做坡度≤1/12 的坡道。 

 其他 

（1）墙体工程 

内墙均采用 240mm厚页岩粉煤灰多孔砖；外墙均采用 360mm 页岩

粉煤灰多孔砖。 

（2）屋面工程 

1）屋面防水工程：本工程屋面防水等级 II级，防水层合理使用

年限 15 年，屋面防水层做法采用两层。 

2）屋面设备基础应高出防水层 250mm。 

3）屋面防水工程应严格按照《屋面工程设计规范》GB50345-2012

进行施工。 

（3）门窗工程 

1）本工程建筑外门窗抗风压性能≥3000Pa，且应满足盐池地区

重现期 50 年风压要求。 

2）门窗玻璃的选用应遵照《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

《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2003]2116 号文件及当地有关主管部门

的有关规定。窗框多腔塑钢型材。窗内开启扇，外置隐形纱窗。 

3）防火墙和公共走廊上疏散用的平开防火门应设闭门器，双扇

平开防火门安装闭门器和顺序器。 

（4）室内外装修 

室内、室外装修标准如下： 

地面：均采用抛光混凝土地坪。 



2020 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                                           建设方案 

- 16 - 

 

内墙面：均使用乳胶漆墙面。 

内门窗：木门及木框料单玻窗 

4.2.3 结构设计 

结构的安全等级为二级，结构重要性系数γ0 为 1.0，设计使用

年限 50 年，抗震设防类别丙类。 

结构形式：砖混结构。 

基础形式：现浇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 

 设计荷载 

（1）静荷载 

结构构件自重（梁、板、柱、钢筋混凝土柱、砌体墙等）将根据

结构尺寸确定。 

钢筋混凝土自重：26kN/m³；砂浆自重：20kN/m³；填充墙轻集料

自重：10kN/m³。 

（2）风荷载 

风荷载标准值 WO=0.65KN/㎡，风荷载体型系数 1.3，地面粗糙度

B 类。 

（3）雪荷载 

雪荷载标准值 0.20KN/ ㎡。 

 结构材料 

混凝土强度等级：垫层采用 C20，基础、基础梁及柱均采用 C30。 

钢筋:主筋均采用 HRB400钢筋。 

4.2.4 给排水设计 

 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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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50015－2003(2009 年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其他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及有关部门的各项要求、建设单位所提供

的资料和要求、各设计专业所的设计资料。 

 设计内容 

室内给排水、消防工程。  

 给水设计 

（1）生活用水量 

本项目劳动定员 10 人，生活用水量按 80L/d·人计，则生活用水

量为292m³/a（1m³/d）。 

（2）消防用水量  

室内消火栓系

统  

20 L/s  用水时间为3小时  

（3）给水系统 

本工程给水系统由园区现状供水管网接入，为市政给水，给水接口

位于盐池县花马池镇五堡村村口。系统最不利点供水压力大于等于 

0.1MPa。 

（4）管材及连接 

给水干、立管、支管采用 PP-R 给水塑料管，热熔连接。管道公称

压力 1.25MPa。  

（5）室内消火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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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消火栓系统用水量为 20L/s，火灾延续时间 3h。消防设施内

设有两台消火栓泵。消火栓系统稳压设备选用：XW（L）-Ⅰ-2.5-20-ADL，

SQL1000×0.6，配泵：ADL4-3 Q=2.5L/s H=20m，N=1.1kw，一用一备（互

为备用）。  

室内消火栓在每个消火栓箱内设 65mm 口径的单阀单出口消火栓

一只，衬胶水带，长度 25m，水枪喷嘴口径为 19mm。消防自救卷盘一

盘， 室内消火栓布置以最大间距≯25 米考虑，满足任何一点两股水柱

要求，同时管网布置成环状。  

（6）灭火器设置 

本楼按 A 类火灾严重危险级配置手提式磷酸铵盐灭火器。灭火器

型号：3A/5Kg，最大保护距离不超过 15 米。  

灭火器箱应设置在不妨碍通行处。 

 排水设计 

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按生活用水量的 0.8 倍计算，污水量预测

为 0.64m³/d。本工程无室内排水系统，生活污水主要排放至室外旱

厕及临近沟中。 

 节能与环保 

（1）用水量符合相关规范；采用合理的供水压力；采用节水器具

和仪表；消防水池设水箱自洁消毒器，定期对水池除藻消毒，避免整池

换水造成的浪费。 

（2）卫生防疫 

1）给水管材采用塑料给水管，避免了因管道锈蚀而污染水质。 

2）排水系统设专用通气立管，以保护水封防止下水道内污气进入

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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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水封深（大于等于50mm）且效果好的地漏，以降低水面蒸

发对水封的破坏。 

4）在自来水引入管的总水表后安装倒流防止器。 

 绿色建筑设计 

（1）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 的要求；   

（2）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 50mm;  

（3）应按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  

（4）用水点处水压大于0.2MPa 的配水支管应设置减压设施，并应

满足给水配件。 

（5）用水器具和设备应满足节水产品的要求。 

（6）场地的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的收集或排放，应有效组织雨

水的下渗、滞蓄或再利用；对大于10h㎡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制利用专

项设计。 

4.2.5 电气设计 

 设计依据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16-2008）；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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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年版）。 

 设计范围 

强电部分： 

（1）低压供配电系统。 

（2）电力系统。 

（3）照明系统。 

（4）防雷保护、安全措施及接地系统。 

弱电部分： 

（1）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2）安全防范系统； 

（3）漏电火灾报警系统。 

 供电电源 

接口位置位于灌木园 1 号变压器处。 

 电力照明 

（1）设计要求 

按《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要求执行国家照明节能

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照明采用的单位功率密度值以及照度值均按照规

范现行值要求设计。照明光源及灯具选择的原则是高效、节能、美观,

实用，并应注意建筑各部分对显色性及使用功能的要求。 

（2）应急照明： 

应急照明两路电源均由低压开头柜设置专用双出线回路供电，并

在末端配电箱实现自动切换，并与其它非消防箱标有明显标识。 

在走廊间还应设置疏散标志照明，各疏散标志灯应选择自带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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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型，其安装位置及间距以及点亮时间均应符合消防规范的要求。 

（3）本工程内所有电缆均采用阻燃低烟无卤交联聚乙烯绝缘

WDZN-YJFE-1kV 或 WDZ-YJFE-1kV 型,电线均采用阻燃低烟无卤交联

聚乙烯绝缘 WDZN-BYJ 或 WDZ-BYJ 型。 

4.3  室外配套工程 

4.3.1 场地硬化 

管护用房设计呈“U”型围合状，场地硬化面积 445.00 平方米，

做法如下： 

a、200mm 厚 C25 混凝土面层分块捣制，随打随抹平，每块长度

不大于 6m，缝宽 20mm，沥青砂子或沥青处理，松木条嵌缝； 

b、200mm 水稳层+300mm 厚级配砂砾； 

c、素土夯实。 

4.3.2 建筑室外线路 

 室外给排水 

 设计依据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50015－2003(2009 年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年版)）；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18）； 

其他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及有关部门的各项要求、建设单位所提供

的资料和要求、各设计专业所的设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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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水 

本工程给水系统由园区现状供水管网接入，为市政给水，给水接

口位于盐池县花马池镇五堡村村口；室外消火栓系统和单体建筑室内

生活用水全部由此管网直接供给。  

管材：室外生活-消防环状管网管采用 1.0MPa 的钢丝网骨架聚乙

烯给水管（PE100），电熔连接。埋深不小于 1.40m。 

 雨水 

暴雨强度公式： 

雨水量计算采用吴忠市暴雨强度公式： 

Q=￠*q*F（L/S） 

q= 339(1+1.87LgP)/ t0.6(L/s.hm²)  

式中：￠－地面经流系数(取 0.45) ； 

   q－暴雨强度（L/S hm²）； 

   F－汇水面积（hm²）； 

   P－设计重现期（年），取 1.0 年。 

（3）屋面雨水采用外排水系统。 

室外雨水排放遵循“减源避峰”的原则，整体规划上首先保证场

地标高高于周边道路标高，防止降雨时道路雨水进入场区，在场地铺

装硬化上选择透水性良好的铺装材料及开孔路面砖，减少硬化场地的

雨水径流。 

 供电 

接口位置位于灌木园 1 号变压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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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旱厕 

在场地下风向处即场地东南角，设男、女旱厕一座。建筑面积

36.16 平方米。 

 建筑设计 

建筑层数：一层； 

建筑面积：36.16 平方米； 

建筑高度：3.6米； 

结构形式：砖混结构； 

建筑设计使用年限：50年； 

建筑屋面防水等级：II级； 

耐火等级：二级； 

抗震设防烈度：6 度； 

公共厕所的设计应以人为本，符合文明、卫生、适用、方便的原

则。 

 其他 

（1）墙体工程 

内墙均采用 240mm厚页岩粉煤灰多孔砖；外墙均采用 360mm 页岩

粉煤灰多孔砖。 

（2）屋面工程 

1）屋面防水工程：本工程屋面防水等级 II级，防水层合理使用

年限 15 年，屋面防水层做法采用两层。 

2）屋面设备基础应高出防水层 250mm。 

3）屋面防水工程应严格按照《屋面工程设计规范》GB5034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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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施工。 

 

 



2020 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                                           建设方案 

- 25 - 

 

5 工程环境影响分析 

由于本工程在施工期和建成期将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尤

其以施工期影响为重，因此有必要事先做好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并

采取有效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减少不利因素。本节主要分析可能出现

的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必要的防护措施。 

5.1  工程环境影响分析 

5.1.1 建设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土方工程中的挖方、填方、临时堆土等将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

失。这种现象在雨季更为严重，水土流失会带走土粒、泥砂，影响农

田土质，污染水体，影响水资源状况。 

5.1.2 建设期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本项目在建设期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施工工地扬尘。 

在整个建设施工阶段，如土地平整、挖土、铺浇路面、材料运输、

装卸等过程中都存在着扬尘污染，尤其是在久早无雨的大风天气，扬

尘污染更为严重。据调查，施工工地的扬尘主要来自汽车行驶扬尘、

堆料场的起风扬尘以及施工作业扬尘(混凝土搅拌和水泥、砂石料装

卸)，其中汽车行驶产生的扬尘约占扬尘总量的一半以上，且影响范

围大。如果在施工阶段对主要施工场地进行洒水作业(每天 4-5 次)，

可以使空气中扬尘量减少 70％左右，达到很好的降尘效果。在施工

阶段，在选择临时车道和建材加工场时应避开人群集中地，另外对易

散失、冲刷的建材(如水泥、石灰等)不能在露天堆放，尽量减少扬尘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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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建设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间的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作业开挖、施工机械及运

输车辆的冲洗水、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下雨时冲刷黄沙、浮土、弃

土方等产生的地表径流。 

此外，施工期间，由于施工人员和机械大量进入，施工人员将产

生生活污水，清洗进出工地车辆泥土将产生冲洗废水，这些废水的直

接排放也将加重对附近水域水环境的影响。 

5.1.4 建设期噪声影响分析 

工程建设的施工期各种作业机械和运输车辆产生的施工噪声，将

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在施工现场，随着工程进展不同，采用不同的

机械设备，由于施工多在露天作业，大部分机械又经常移动，不能采

用较正规的隔声措施，再加上施工噪声具有突发性、撞击性的特点，

容易引起人们的烦恼。但项目区位于灌木园内，四周无临近居民点，

所以本工程建设的噪声影响不大。 

5.1.5 建设期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建设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来源于施工人员日常生活

产生的生活垃圾、场地铺装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淤泥渣土以及物料运输

过程中产生的固废等。 

建设期施工人员生活区的生活垃圾，如管理不善不能及时得到清

理和处置，将会使垃圾长期堆积，发出恶臭，蚊蝇孽生，致使致病细

菌蔓延，容易诱发各种疾病，影响环境卫生。人行道建设过程中产生

的弃方若处理不当，一方面将占用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将会对周围环

境带来影响，遇到降水则会污染水体，造成水土流失，从而对植被、

水利工程及附近河流产生潜在危害，同时也会影响沿线景观、环境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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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居民出行等。 

5.2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5.2.1 水土流失保护措施 

本工程的填方应从现有的开采点取土取石，以减少对新的山体生

态环境的破坏；取土石场应经过矿业、林业等部门的批准许可，取石

场的开采必须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开采完毕的采石场必须采取相应

的植被恢复措施，以减少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施工单位应和气象部

门联系，事先掌握施工路段区域降雨时间和特点，合理制定施工计划，

及时掌握大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情况，以便在雨前做好应急防护措

施；对于挖方在本工程中应尽量重新利用，对于弃土方堆放地应配设

水土保持措施；修建排水工程，缓解和防止水涝可能造成对路基的冲

击，减少水土流失量。 

5.2.2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物料及灰土拌合站应建在远离居民点下风向 100m 以外；施工场

地在晴天时每天应洒水 4～5 次；运送土方车辆应采取覆盖措施，减

少运输粉尘产生；在选择临时车道和建材加工场时应避开人群集中地，

另外对易散失、冲刷的建材(如水泥、石灰等)不能在露天堆放，尽量

减少扬尘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5.2.3 水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人员生活区应设置临时厕所，禁止随地大小便；黄沙、土方

等的堆放必须对堆场采取防冲刷措施，如在堆场四周设截流沟，减少

周边农田和沟渠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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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建设阶段划分及招投标安排 

6.1  工程建设进度 

本项目计划于 2020 年 5 月实施，2020 年 11 月底完工，具体安

排如下： 

2020年 5 月完成项目立项、审批； 

2020年 6 月完成施工招标及施工前期准备工作； 

2020年 6 月底正式施工； 

2020年 11 月底完工。 

6.2  工程建设招投标安排 

本工程应依法实行招投标。工程招标的基本情况和要求详见下表，

项目具体招标事项以项目审批部门核准意见为准。 

工程招标基本情况表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 

招标方

式 

备注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   察 √   √  √   

设   计       √  

建筑工程 √   √ √    

安装工程 √   √ √    

监   理 √   √  √   

设   备 √   √ √    

重要材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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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7.1  估算依据 

（1）宁价费发[2011]16号《自治区物价局贯彻《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通知》； 

（2）发改价格[2011]534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

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3）发改办价格[2003]857 号《国家改革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招

标代理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4）计价格[2002]1980 号《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5）财建[2002]394 号《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 

（6）计价格[2002]10 号《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7）发改价格[2007]670 号《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标

准》； 

（8）计价格[2002]10 号《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9）《2013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建筑工程计

价定额》； 

（10）《2013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装饰装修

工程计价定额》； 

（11）《2013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安装计价

定额》； 

（12）《2013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市政计价

定额》； 

（13）《2013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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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定额》； 

（14）本工程材差执行 2020 年盐池县第二期材差，部分材料参

考市场价。 

7.2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项目估算总投资 177.85 万元。其中：工程费 156.98万元（含拆

迁费用）；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2.39万元，预备费 8.47万元。 

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 177.85 万元，其中申请政府财政专项资

金 160 万元，自筹 17.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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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工程运行管理及保障措施 

8.1  运行管理 

根据有关规定，待项目实施验收后，后续运行费用由建设方承担。 

8.2  保障措施 

8.2.1 组织保障 

组织保障包括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加大项目建设实施、加强部分

协调工作，应严格遵守自治区下发的有关项目实施要求的各项通知或

规定。 

8.2.2 技术保障 

（1）设计 

确保各项建设工程委托各自领域中具有较强综合设计能力的设

计单位承担项目方案与施工图的编制任务，在深入调查项目情况的基

础上，严格遵守设计规范及行业标准进行设计编制。 

（2）成立项目专家技术咨询和验收组 

通过咨询相关专家领导和专业技术人员，解决实施的技术问题，

参照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和规范，落实项目建设工作，实现质量、投资、

工期控制目标，依托项目总体技术组队工程进行验收工作。 

（3）加强对项目区内相关管理人员的培训 

根据工程项目实施特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公司牵头

组织实施项目建设，本次项目实施前需加大对项目相关管理人员和技

术人员的培训。 

（4）建立项目建设动态监管体系 

进行实地检查和督查，建立项目建设动态监管体系，为项目监管



2020 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                                           建设方案 

- 32 -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信息保障，保障项目建设按质按时完成。 

（5）建立项目绩效评价体系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建立项目绩效评价体系，对于环境、

社会效益进行追踪问效，确保项目功效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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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投资估算表 

工程名称：2020 年盐池县生态林场改善基础设施扶贫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价值  (万元) 技术经济指标（元） 

投资比例（%） 
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 设备工程 

绿化

工程 
其它费用 合计 单位 数量 综合单价 

一 工程费 131.40  25.58  0.00  0.00    156.98        88.27  

1 办公区 82.01  12.23  0.00  0.00    94.25  m2 453.12 2080    

1.1 
土建工程（砖混，

3.6m高） 
62.53          62.53  m2 453.12 1380    

1.2 装饰、装修工程 19.48          19.48  m2 453.12 430    

1.3 给水及消防工程   6.80        6.80  m2 453.12 150    

1.4 电气工程   5.44        5.44  m2 453.12 120    

2 室外配套工程 11.84  13.35  0.00  0.00    25.19  m2       

2.1 场地硬化 8.01          8.01  m2 445.00  180    

2.2 外网工程   13.35        13.35  m2 445.00  300    

2.3 旱厕 3.83          3.83  m2 36.16  1060    

3 拆除原建筑 3.32          3.32  m2 332.10  100    

4 拆除室外地坪 5.43          5.43  m2 988.0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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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拆除原混凝土道路 6.74          6.74  m2 1225.00  55    

6 新建混凝土道路 22.05          22.05  m2 1225.00  180    

二 工程建设其它费         12.39  12.39        6.97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1.57  1.57  万元 156.98  1.00%   

2 勘察费         0.78  0.78  万元 156.98  0.50%   

3 工程监理费         2.35  2.35  万元 156.98  1.50%   

4 设计费         4.71  4.71  万元 156.98  3.00%   

5 设计文件审查费         0.31  0.31  万元 4.71  6.50% 设计费的 6.5% 

6 招标代理费         1.57  1.57  万元 156.98  1.00%   

7 预结算编审费         1.10  1.10  万元 156.98  0.70%   

三 预备费         8.47  8.47  万元 169.38  5.00% 4.76  

四 总计 131.40  25.58  0.00  0.00  20.86  177.85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