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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恵 AmlJ

l.1目 的

本指南八建没項 目楷茉工作的宏現管理和微現指早入手 ,日

明鉄向姐鉄体系利横 向協作美系,杭 理建浚項 目楷案監督指早エ

作主要不市わ夫鍵市点 ,使 立券指早人員明後取責 ,熟 悉内容 ,規

疱流程 ,提 高能力 ,切 実倣好建没項 目桜案工作 ,更 好地力径済社

会友展服券。

1,2遣用茫曰

本指南近用千楷案行政管理部日監督指早建没項 目楷栄工作。

1.3工作取責

1.3.1梢 案行政管理部門工作取責

負責本行政区域建没項 目楷案工作的坑等規災1、 姐鉄協調、監

督指早 ,牙 展本行政区域重大 (重 点)建 没項 目楷末的登泥、指早、

詮牧等工作。

1.3.2相 美方工作取責

(1)建没単位

建没単位対項 目楷案負有主体責任。泣か張頷早 ,坑 箸跡凋 ,

建立健仝項 目楷案工作姐鉄体系不口牛1皮体系 ,明 晩工作取責 ,配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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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源 ,格 項目桜案工作幼入項目建没管理程序 ,姐 奴協調内浚

部日和参建単位 ,釆 取有妓措施 ,実 現項 目楷案管理々項 目建没同

歩 ,碗 保項目楷朱完整、准晩、系坑、安全。

(2)参建単位

勘察、没汁、施工、監理等参建単位接照有美法律法規、林准規

疱不口建没単位的要求 ,久 責合同釣定内容形成文件材料的牧集、整

理、リヨ楷和移交。項目実行恙承包的,由 恙承包単位負責。

監理単位対監理疱国内文件材料和楷案的完整、准後、系坑負

有常核責任。

1.4工作体制机制

1.4,1分級管理体制

建浚項目楷案工作実行坑一頷早,分 象管理。楷案行政管理

部 11重 点孤好本象建没項 目楷案登泥、指早、詮牧等工作 ,監 督指

早下一象楷案行政管理部 11倣 好建浚項 目楷案工作 ,配 合上象部

日倣好本区域内建没項 目楷案指早工作。

l.4。 2瑛功机制

楷案行政管理部 11泣 釈板争取以政府名又成立建没項目楷案

工作頷早小姐 ,井 協調項目常批部日,対 項目楷案工作逃行坑一部

署 ,提 出明挽要求 ,升展咲合督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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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跡作机制

梢案行政管理部 |¬ 寺行立 (系 坑)主 管部 |¬ 密切合作 ,釆 取咲

合友文、升会、培 )|、 栓査等形式 ,芥 孤共管 ,形成合力 ,共 同升展建

没項 目楷案的登泥、指早、詮牧等工作。

1.4.4洵通机制

楷案行政管理部 11接 照建没項 目所属系坑或炎型 ,建 立工作

177作 姐駅 ,力 建没単位搭建信息洵通、工作交流的平合,相 互促逃 ,

共同友展。

1.5狙須保障

楷案行政管理部日泣明晩建没項 目楷案監督指早工作机杓 ,配

各道泣工作所需的を立人員,人 員的数量和能力泣満足工作需要。

建没項 目楷案立券指早人員泣強化服券姿済社会友展的大局

意沢、監管的責任意メ ,掌 握有美建没項 目わ楷案工作 的法律法

規、+1度規疱、相美林准 ,熟 悉項 目建没管理的相美井沢。

2.狙鎮管理

2.1明碗工作任努

楷案行政管理部 11泣 杵建没項 目梢案工作作力立券指早工作

的重要須咸部分 ,米 緊曰究党禾口政府的中′む工作 ,把 握大局 ,炎 出

重点 ,升 展調査研究 ,模 清情況 ,我 准同趣 ,明 碗任券 ,+1定 措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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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災1有 歩環地推逃建没項 目桜案工作。

2.2完善法規体系

楷朱行政管理部 11泣 遵循国家法律法規和有夫規定 ,結 合本

地区実膵情況 ,tll定 行政規章わ規疱性文件 ;理 版建没項 目楷案エ

作体+1,明 後取責分工 ,張 化監管措施 ,力 建没項 目楷末工作提供

法キ1保 障。

楷案行政管理部 11指 早行立 (系 坑)+1定 建没項 目桜案工作

4El夫 林准規疱 ,提 升行立 (系 銃 )建没項 目楷案工作林准化、規疱

化水平。

2.3部署推辻

2.3.1召 牙会波

桜案工作頷早小姐定期或近叶召升会袂 ,或 楷案行政管理部

11々 項 目常批部 11、 行立(系 統)主 管部 11咲合召升建没項 目楷案

工作会洪 ,部 署工作 ,提 出要求 ,仝面推辻建没項 目梢末工作。

2.3.2制友文件

以牛1友 文件的方式推功工作。毎年重大 (重 点)建 没項 目名

単形成后 ,tll友 カロ張重大 (重 点)建没項 目桜案工作的文件 ,重 点

対建没項 目楷案登 t已 、指早和詮牧工作提出要求 ;針 対某一寺項エ

作牛1友 相夫文件 ,定 期或不定期通扱建没項 目楷案工作情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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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宣侍引尋

楷案行政管理部 日泣カロ張宣侍 31早 ,提 升建没項 目楷案汰知

度。主要面対単位負責人和項 目管理人員 ,以 法律法規和林准規

疱、正反両方面的典型事例等力内容升展宣侍 ,強 化単位和人員楷

案意沢 ,力 升展工作唸1造 良好不境。釆用拳亦容掏活功、友放宣特

手 1/1‐ 等方式 ,不1用 片播、屯祝、技妖、回堵、移功終端等媒体 ,宣 借建

浚項 目楷案工作在径済/il会友展中的重要作用。

2.3.4立勢培り‖

楷朱行政管理部日泣針対建没単位及参建単位 4El美 人員升展

培ツ|,提高楷案を立知沢水平和操作技能。培 )1内 容主要包括建

没項 目梢案法律法規、林准規疱、管理措施、給牧要求、工作方法

等。可通辻面授、回客授深、そ題沸座、面授有現場操作或規摩相

結合等多紳形式逃行。

2.3.5牙展表彰

楷案行政管理部日可対梢案工作炎出的建没項 目予以表彰。

2.4立努栓査

2.4.1逐級栓査

楷案行政管理部 11逐象対所属区域建没項 目楷案工作情況逃

行栓査 ,要倣至1所 属区域仝覆蓋 ,対毎今行政 区域既栓査楷案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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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 11建浚項 目楷案監督指早工作 ,又 栓査有夫行立 (系 坑)～

建没単位項 目楷案工作升展情況 ,促 邊地 区建没項 目楷条工作水

平提高和地区同均衡友展。

楷案行政管理部 日対同象行立 (系 統)主 管部 日建浚項 目楷

案工作情況邊行栓査 ,促 辻行立 (系 坑)主 管部日建没項 目桜案エ

作水平提高和行並同均衡友晨。

2.4.2随机栓査

楷案行政管理部 日反対建浚単位楷案工作逃行随机栓査 ,由

楷末行政管理部 11独 立邊行 ,或 々項 目申批、行立 (系 坑)主 管部

日咲合逃行 ,督促項 目走浚単位微好梢案工作。

2.5執法栓査

楷案行政管理部日泣格建没項 目梢案工作納入行政執法栓査

疱曰,同 時重点 |・l楷 栄工作薄弱的建浚単位升晨栓査。督促相夫

単位落共法律法規的要求 ,及 叶整茨完善。

楷朱行政管理部 日可遂清人大代表、政 llt委 員対項 目楷案エ

作逃行督査、祝察。

3.監督指尋

3.1登妃工作

3.1.1信息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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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条行政管理部 11皮 主功有項目常批部 11洵 通 ,建 立信息荻

取渠道 ,及 叶荻取重大(重 点)建没項目基本信息。

3。 1。 2倍息処理

(1)桜 案行政管理部日在荻取建没項 目信息基拙上々建没項

目行立(系 坑)主 管部 11洵 遁 ,核 実項目建没単位、坐落地点、咲系

方式等信息。

(2)依据建没項 目信息,及 叶寺項目建没_in位 咲系,了 解項目

建没内容、Iit度 、梢案管理等4El夫 情況。

(3)接照建没項目行立(系 坑)、 炎型建立項目楷案管理信′息庫。

3。 1.3項 目指案管理登氾

楷案行政管理部 11接 照《国家重点建没項 目梢案管理登泥亦

法》(楷友字〔1997〕 15号 )或 依据上述亦法牛1定本地区項目楷案登

泥実施亦法 ,姐 鉄倣好本地区重大(重 点)建没項 目楷案管理登泥

工作。

桜案行政管理部 1可 F「 友建没項 目楷末管理登泥工作逍知,明

晩登泥的依据、要求、方式等内容 ,井 対登通信息逃行核対和ネト充 ,

完善項目梢案管理信息庫。(兄 附永 1重 大(重 点)建没項 目桜案

管理登泥表 )

3.2指尋工作

-13-



分析項目楷案管理登通信息 ,了 解建没単位楷案工作的需求 ,

有針対性地升展多紳多祥的指尋服券 ,井 倣好指早服券的工作泥

永,注 意牧集反後信息。(几 附永 2項 目楷案指早泥永単;附 永 3

項目梢末指早回隻単)

3.2.1指早内容

楷案行政管理部 11指 早建没単位建立切合共体的項 目楷末エ

作管理体制 ,建 立健仝規章十1度 和立券規疱,建 立工作回客 ,格 梢

案工作納入項目管理程序 ,効 入飯早責任帝|～相夫人員関位駅責 ,

効入合同管理。対本単位各部日和没十、施工、上理等参建単位邊

行有妓的上督指早 ,辻行楷案工作交底 ,か 張楷案形成辻程管控和

考核措施 ,参 与除段栓査和完工お牧,碗 保項 目楷案工作々項目建

浚同歩邊行。

指早十1定 項目楷案管理亦法、分炎方案、jI‐I楷 疱曰、整理如ス|、

移交常核程序叶(几 附永 4文件材料整理示意圏),結 合項 目建没

内容和程序 ,准 碗把握国家和行並林准机疱;針 対項 目楷茉的完整

性、准碗性、系坑性、安全性、信息化等常几同趣邊行具体指早;指

早建没単位姐須好項目楷案法人お牧(自 栓)神 移交工作。

在具体的指早工作中,泣 重点把握以下几企方面 :

(1)411定 リヨ楷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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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早建没単位在項 目升工前 ,接 照国家、行立有美規定和林准

規疱 ,結 合項 目建没内容和特点 ,制 定反映項 目建没仝辻程わ実体

仝貌 ,切 合実昧的畑楷疱曰。指早建浚単位姐鉄技木負責人、項 目

′こ監、項 目径理等相美人員対リヨ楷疱曰邊行常核 ,井 以正式文件印

友建没単位内没相美部 11和 参建単位執行。

(2)実施辻程た lll

指早建没単位召升由内没有夫部 11/11参 建単位的相美人員参

カロ的桜案工作交底会。交底 内容主要包括 :対 参建単位楷案工作

的要求 ,建 没単位桜案管控措施 ,本 項 目梢案工作釆用的林准規

疱 ,項 目文件材料牧集和釈累辻程的有美要求 ,楷 案整理規疱不口楷

案移交叶同市点等。

指早建没単位格楷案立券栓査幼入項 目建没工作栓査程序或

相美流程 ,対 栓査 出的同題 ,下 友整攻通失口,督 促限期整攻井要求

回隻。建没単位可会同監理単位姐鉄楷案を項栓査。

(3)上た丈件材料形戌晨量

指早建没単位対照項 目建没市点わ畑楷疱曰監控重要文件材

料的形成反量和完整性、准碗性、系統性 ,文 件材料包括項 目管理

部 11的 有美項 目立項、勘察浚汁、征地折迂、招投林及合 同、項 目辻

程管理、竣工各案詮牧等 ,施 工単位的有美施工管理、物姿、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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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1量 、泥永、拭詮、安装、企牧、竣工圏等 ,監 理単位的有夫監理依据

性文件、工作性文件、工作泥永及函件等。

(4)肌疱楷乗整理

指早建没単位会 同上理単位か張楷案整理不市栓査指早 ,要

求参建単位依据国家わ行立有夫林准机疱,接 照“准形成准立巻 "

和“張化牧集、筒化整理"的 原ス1邊 行楷案整理 ,遵 循項 目文件的

形成机律邊行姐巻 ,保持巻内文件的有机咲系。(几 附永 5建没項

目文件材料 ll■ 集、整理取責示意困)

3.2.2指早方式

楷案行政管理部日結合地区実隊,以 貼近建没市点、符合企性需

要、方便建没単位、提高工作戒率力原ス1,浚十逃用多紳指早方式。

(1)史ス会。対完成初次楷案登泥工作的建没単位召升楷案

工作交嵐会 ,一 次性告知項 目楷栄工作 4El夫 法律法規和要求 ,介 第

項 目桜末工作主要内容和流程。(几 附永 6項 目楷案工作交底会

登泥表)                            ・
1

(2)現場指子。深入項 目現場 ,対 建没単位和参建単位在不

同建没隣段的立券同趣邊行指早。

(3)近程指早。不1用 屯活、回外、移功冬端等通ス手段辻行指早。

(4)帝 ふ指子。建没単位可根据需要 ,在 碗保梢末安全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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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携帯項 目文件或案巻前往楷朱行政管理部 11接 受指早。

(5)集 中指♀。対同一行立(系 統 )、 地域相近、炎子相同建没

隣段或需求相近的建没項 目集中逃行指早。

(6)研廿交流。姐鉄項 目楷案工作研廿会、変詮交流会 ,研 究

同題、交流姿壮。

(7)詮及焼明会。詮牧前姐鉄建没単位召升項 目楷案詮牧悦

明会 ,琲解項 目楷案詮牧林准及具体要求。

3.3輸 llt工作

楷案行政管理部 11泣 依据法律法規,結 合各地実際,依 照《重

大建没項目楷案詮牧亦法》(桜友 〔2006〕 2号 )十1定 本地区楷案

詮牧実施亦法,明 挽詮牧疱曰、程序わ林准,井 芦格遵照実施。

3.3.1輸 llt条件

建没単位在向楷朱行政管理部日提交楷案詮牧申清前泣具各

以下条件 :

(1)完戌法人詮枚 (白 栓 )

建没単位在項 目交工詮牧和参建単位撤場前 ,反 対参建単位形

成文件材料的牧集、整理情況以会袂形式姐奴法人詮牧(自 栓 )。

①詮牧条件 :完 成項目建没的各項内容 ,文 件材料芥仝完整 ,

井完成分炎整理 ;監 理単位形成項目楷案常核扱告。

-17-



②詮牧姐鉄 :由 建没単位生成項目楷案詮牧姐 ,詮 牧姐咸員由

本単位楷末人員、工程技本人員及相夫行立技木寺家姐咸 ;建 没単

位姐鉄詮牧会袂 ,井 扱清本単位上奴参カロ,没 汁、施工、監理等参建

単位和生声近行管理或使用方的有夫人員参カロ会洪。

③詮牧会洪程 :参建単位涯扱項目楷案工作情況 ;監 理単位涯

扱項目楷案的常核情況 ;項 目桜案詮牧姐栓査項 目楷案反量 ;詮 牧

姐逃行朱合汗介 ,形 成項目梢案詮牧結発性扱告。

(2)完 戌楷案彩交

建没単位完成項 目楷案法人詮牧或 自栓后 ,泣 及叶与参建単

位亦理移交手数 ,規 疱填写建浚項目楷案移交清 X/1‐ ,建没項目楷条

移交情況 ,こ 恙表 ,双 方変亦人、負責人答字井カロ蓋法人印章。(兄

附永7建没項 目楷案移交清肝 ;附 乗 8建 没項 目楷案移交情況 ,E

′こ表 )

3.3.2申 清材料申核

建没単位具各詮牧条件后向楷案行政管理部 11提 出詮牧申

清 ,泣 提交女口下材料 :

(1)建 没項 目楷末詮牧申清扱告。

(2)建没項 目楷末詮牧申清表。

楷案行政管理部日常核申清材料后,在 10今工作曰内作出回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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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輸 llt主要内容

楷案行政管理部 |マ 可対投資規模大、楷案数量多的建没項 目

姐鉄梢案預詮牧。査詮内容主要包括仁不限子 :

(1)項 目建没単位汰真執行 国家楷茉工作法律法規 ,建 立健

仝項 目楷案工作各項規章tll度 ,建 立 了切合実膵的項 目桜案工作

的管理体 +1わ 工作程序。

(2)項 目建没単位対項 目楷案工作実行統一管理 ,対 本単位

各部 11～ 没サ、施工、監理等参建単位逃行有数的監督、指早 ,碗 保

項 目楷案工作々項 目建没同歩邊行。

(3)項 目楷案工作実行頷早負責+1,碗 定 了負責項 目楷案エ

作的頷早不口部 11,実行 了各部 11和 有夫人員楷案工作責任+1,井釆

取了有妓的考核措施。

(4)項 目文件材料的牧集、整理、リヨ楷和移交幼入合 同管理,    |

要求明碗 ,控 +1措 施有力。

(5)配 各通泣工作需要的楷案管理人員,楷 栄管理人員経逍    ‐

楷案管理を立培 )|。

(6)釆 用先送信息技木 ,実 現項 目楷案管理的信息化。       ‐

(7)保江楷案工作所需径費 ,配各汁算机、隻印机及声像器材

等必各的亦公没各 ,且 満足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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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接 照《国家重大建没項 目文件畑楷要求々楷案整理規

疱》,結合項目声生文件材料的実昧情況,栓査項目楷案的完整性、

准硫性、系坑性。

(9)項 目文件材料的牧集、整理、珈梢和項目楷案的整理寺移

交符合《国家重大建没項目文件畑楷要求々楷案整理規疱》(DA/T

28)及《科学技木楷案案巻杓成的一般要求》(GB/T l1822)。

(10)楷 案庫房釆取防火、防盗、防有害生物矛口温湿度控帝1等 措

施,楷 東庫房有園党、亦公用身分升。

(11)楷 案枢架、巻金、巻皮等楷末装具符合林准要求。

(12)リヨ楷文件材料的tll成 材料符合耐久性要求。

(13)釆 取有数措施保江梢案実体矛口信息安全。

3.3.4狙象強lll

楷案行政管理部 1可 接照《重大建没項目楷案詮牧亦法》(楷 友

〔2006〕 2号 )要求,姐 鉄詮牧姐逃行項目楷案紛牧或委托有美単位

姐鉄楷案詮牧,対 通辻詮牧的,印 友詮牧意見,或 力督促落実詮牧

俎提出的整茨建洪 ,可 在整茨完成后,再 印友詮牧意兄;対未遁辻

聡牧的,提 出整政要求,建没単位整攻后,重 新提出詮牧申清。

力規疱詮牧工作,楷 案行政管理部11庄 重点把握以下几企方面:

(1)詮 牧姐咸貝。詮牧姐除楷案行政管理部 11人 員外,泣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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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美行立桜案を家或工程技木を家姐咸。逐歩建立を立結杓多元

化的項 目梢案詮牧寺家庫。

(2)詮牧叶同。根据項 目規模わ楷茉数量合理安劇卜詮牧叶

同,保 江詮牧反量。対 5000巻 以上的項 目皮姐鉄萩詮牧。

(3)工 作分工。結合査詮内容和詮牧須咸員を立特K合理安

引卜分工。

(4)査詮方式。通辻折涯扱、提同題、実地査看、抽査案巻、査

詮佐江材料等方式仝面了解項 目建没和楷案管理情況 ,以 便作 出

客現坪介。

(5)工 作泥永。詮牧姐咸貝泣 t己 永査詮 内容、存在 日題わ建

洪等。(兄 附永 9楷 末詮牧工作泥永表 )

(6)詮牧意見。楷案行政管理部 11鹿 以公文形式印友聡牧意見。

3.4月梢

楷栄行政管理部日対建没項 目楷案監督指早工作形成的文件

材料リヨ楷保存。リヨ楷 内容包括 :

(1)重 大(重 点)建没項 目楷案管理登泥表、項 目楷案交底会

登泥表等。

(2)立 券指早通永単、立券指早回久単等。

(3)建没単位項 目楷栄詮牧申清材料、楷案詮牧工作泥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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聡牧生成長各字表、壮牧意見等。

3.5監督指尋信息化

楷案行政管理部日可釆用信息技木手段 ,升 友建没項 目楷案

監督指早管理系坑 ,采 集炎理建没項 目楷案信息 ,搭建項 目桜案管

理数据庫、桜案詮牧寺家庫。実現項 目楷案管理信息分美存佑、在

残監督指早、表単下裁、材料技送、辻度査洵、市点控制等管理」/J

能 ,政 邊監督指早方式 ,提 高工作数率 ,提 升管理水平。 (几 附永

10建 没項 目楷案監督指早工作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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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示

附最 1

重大 (重点 )建没項目梢案管理登泥表
編号:(20 )号

項目名称 ittJ工期

建没単位或項目法人

項目建没地址 郎  編

項目主管部l]

主要単位工程名称

呪己完成単位或単項工程

主要没it単位

主要施工単位

主要没各安装単位

主要監理単位

項目梢案管理情況

項目梢案工作負責人 求属机杓

通信地址及郎編 咲系屯活

項目建梢吋同

昨房面釈潜 案工作其官用房面秋

主要没施没各

呪有梢案数量 巻

国妖張数 張

項目梢案日常監督指早的上象単位

項目建没単位 (蓋章 )

年 月 日
項目主管単位 (差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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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 2

項目梢案指早泥乗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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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 3

項目梢案指早回夏単

項 目名称

整改吋同

整

改

情

呪

建没単位 (蓋章 )

―
―

―

―

―

―

―

Ｉ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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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 4

文件材料整理示意国

文件材料釈累ll■集

1.保江月梢文件的唯一

性 (不重不漏):
2.碗保原件的月梢 ;

3.栓査文件的完整性。

格項 目建没形成的月梢
文件材料分力 :

1.立項隣段 ;

2.没it険段 :

3.施工隣段 :

4.竣工FJA段 。

1.管理性文件按同題、
吋同須巻,生理文件按
文神俎巻 ;

2.国気按寺立須巻 :

3.施工辻程文件按施工
工序姐巻 ;

4.没 各文件 按 台套姐
巻 ;

5。 科研文件接単項成果
須巻。

釜定月梢文件

1棒
碁晟生碁奮,曼撃蒜

料 在 前 ,国 祥 文件 在
后 ;

2.国 鋲按竣王国目景順
序排列 :

3.文字性文件接同一向
題集中排列 ;

4.若 干 同題 姐成一巻
吋,按 li・l題 的吋向版序
或重要程度月F列 。

1.順序号 ;

2.文件編号 ;

3.責任者 (形成文件的
単位);
4.文件題名 (毎一分来
往 、変 更文 件 一条 目
最;毎一米国鋲―条 目
最):
5.文件形成 日期。

編制巻内目景

填写案巻封面、各考表

1.似写案巻題名 :

2.碗 定立巻単位 、吋
同、保管期限:

3.将相美事宜在各考表
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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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 5

建没項目文件材料収集、整理取責示意圏
建 設 項 目 | 唱 梢 文 件 材 料 責 任 単 位

逸址文件、項目汗倍文件等

項 目前期及
准各防段 施工准各文件=建没用地、征地文件、招投林文件等

覆M、 ｀
出蔓及ご盗沢Ъ躙

施工管理文件:安全、贋量、物資、逃度、資金等 建没単位:牧集和整理
施工隣段管理性文件

項 目施工及
調拭除段

施工、安装調拭単位:根据合同
規定牧集和整理施工文件

:皿埋富埋又1千、順理耳
灰量坪借、監理恵結等 弊署露笙繕奨番級芦壼曇曇益喜党

項目竣工及
拭逮行除段

拭送行規程:返行ia景 、彎各栓修文件、姜杢受枠等

―
１
　
０
「



最附
―
１
　
０
∞
　
―
―

項目梢案工作交底会登氾表

項目名称 建没単位 参会人員 咲系方式 項目状恣



附最 7

建没項目梢案移交清冊
(附乗ふ日柔 )

項 目 名 称 :

移 交 人 基 字 :

久 女 人 答 字 :

移交単位 益 章 :

案 巻 数 量:    悉

接 牧 人 笙 字 :

負 貴 人 答 字 :

接blt単位 監 章 :

本清肝一式西分,移交単位一分,接牧単位一分,本清般共  更。

移交叶同:  年   月  日
―
―
　
い
０
　
１
１

[―
― 一



景附
―
―
　
い
〇
　
―
―

建没項目梢案移交情況江思表

項目名称

建没単位

参建単位 建没内容 癸日、裁体、数量 移交吋同

′

′

‐

‐

‐

‐

ｌ

ヽ



附最 9

枯案聡ll■ェ作泥禾表

建没項目名称 :

査詮内容 :

(可男附条 )

是否同意通辻馳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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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最 10

建没項目梢案監督指早工作流程

r‐
、

指

早

内

容

抄送 :各 冨1省 象市楷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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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登遍,完善信息庫

項目桜案工作交底会

梢案粒牧工作悦明会

法人唸牧 (自栓 )
項目梢案的

基砧管理工作

項目梢案准碗、

完整、系銃情況

栓査案巻級、文件須

目最;抽査実体梢案

項目梢実的安全

Ⅷ曇謳餘鰈辣酬

丁

登
妃

　

　

　

指
早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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