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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优化在淮河干流蚌浮段
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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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淮河干流蚌浮段工程建设实施中"应用建设管理模式创新"手段创新"价值工程的应用"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的应用"优化设计等手段促进建设管理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为今后的建设管理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

验"也为更有效地应用创新和优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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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 #'"% 年正式开工建设的淮河干流蚌埠&浮山

段行洪区调整与建设工程#以下简称蚌浮段工程%建

设管理过程中"淮河水利委员会治淮工程建设管理局

#以下简称淮委建设局%作为建设单位"科学谋划'精

心组织'严格管理'扎实推进"积极创造条件在工程建

设管理中促进创新和优化的应用"在安全'质量'进度'

投资'征迁'合同等控制与管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使 "N%N&#'"% 年期间批复投资金额最大的治淮单

项工程&&&蚌浮段工程建设实现*工程安全'资金安

全'干部安全'生产安全+(

本文结合蚌浮段工程的具体情况"针对创新和优

化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实践以及所获成效"对创新和

优化在蚌浮段工程中的应用情况进行介绍(

)%%)



/)建设项目概况

蚌浮段工程是国务院批复的/进一步治理淮河实

施方案0中明确的 &M 项骨干工程之一"批复投资约 Q%

亿元"#'"% 开工建设"将于 #'"M 年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蚌浮段工程属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工程项目"涉及

淮河干流河道全长约 M'OA"沿线共有方邱湖'临北段'

花园湖'香浮段四处行洪区$工程治理方案主要是通过

对淮河干流 (%OA河道疏浚'%MOA堤防退建"使方邱

湖'临北段'香浮段三处行洪区对应的淮河河道自身行

洪能力满足设计 "&'''A

&

\4的要求"不再利用此三处

行洪区参与行洪"将其变为防洪保护区$同时"对未退

建沿淮堤防按防洪保护区标准进行加培加固"确保保

护区防洪安全$继续保留花园湖行洪区功能"将原采用

炸堤行洪的进洪口门和退洪口门分别建闸控制"并在

行洪区内兴建高标准保庄圩安置群众"避免行洪时撤

退转移大量人员(

%)创新在建设实施中的应用

&$"!建设管理模式的创新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蚌浮段工程可研报

告的批复意见"蚌浮段工程属地方项目"项目法人为安

徽省治淮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工程建设实行代建制"

代建机构为淮委建设局(

为全面落实代建机构主体责任'依法合规开展建

设管理工作'确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蚌浮段工程

地跨四个行洪区'涉及淮河干流河道长度 M(OA'沿线

布设 "T 处排泥场'新建两座大型水闸等建设特点"结

合代建机构自身建管资源实际情况"在建设管理方式

上"淮委建设局科学部署"积极创新建管机构设置和工

作职能划分"成立现场机构蚌浮段工程建管局承担建

设管理任务"以各行洪区为单元确定建管工作范围"按

各建管工作范围设置工程处并行使所属范围内的建设

管理职责"各工程处的建管行为对蚌浮段工程建管局

负责"工程处之间既各司其职'自负其责"又相互衔接'

并肩协作"蚌浮段工程建管局对各工程处履职情况进

行授权'督促'指导'检查'考核等统筹管理(

针对征迁补偿及维护施工环境这一建设管理难

点"现场机构制定了蚌浮段工程建管局统领征地移民

综合事务#负责征迁协议签订和专项资金拨付'办理用

地手续等事项%'工程处承担现场征地移民协调事务

#负责协调政府征迁机构交地'督促移民方案落实'防

控阻工突发事件'维护现场施工秩序等事项%的职责分

工模式"形成征迁补偿的建设管理工作齐抓共管'分级

处置'前后互补'上下联动的崭新局面$同时"为确保征

迁补偿工作顺利开展"蚌浮段工程建管局'各工程处分

别与市'县'乡级地方政府和部门建立了有关征迁和施

工环境方面的会商和协调机制"及时就有关问题进行

沟通和对接"出实招'办实事'见实效"极大地优化和改

善了以往的管理机制(

&$#!建设管理手段的创新

蚌浮段工程施工战线长'涉及范围广'征迁安置

难'工期要求紧'投资力度大'建管任务重"工程实施的

各个方面都对建设管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

为切实做好蚌浮段工程建设管理工作"蚌浮段工程建

管局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在建设管理手段'方法

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创新方式!

>$采用*互联网 P管理+的手段来强化和提升常

规建管方式的成效( 充分利用互联网通讯平台建立不

同范围'不同层面'不同专业'不同时段的工作群"及时

安排任务'通报情况'共享信息'讨论方案'交流经验'

协调问题'跟踪督导'检查落实"使建管工作始终处于

高效'同步'及时'有序的运转环境中(

I$采用建立参建单位区域共同体的手段来提高

整体建设水平( 以实现建设目标为共同出发点"将各

工程处所辖参建单位组建为同一目标下的区域共同

体"既各自履行合同职责"又相互支持配合"充分调动

各合同主体的积极性"互相传经送宝'取长补短'比学

赶超'互利共赢"使工程建设面貌整体向好(

5$采用两阶段评标的手段来增加施工招标工作

的公平性( 相对以往的综合赋分评标办法"蚌浮段工

程在淮委负责建设管理的大型治淮工程项目中首次采

用两阶段评审'投标报价中位值中标的评标办法"减小

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强调了投标单位综合实力'技术方

案'建设资源'工程业绩等方面的前置性条件"有利于选

择实力强'经验多'信用好的施工队伍参与工程建设(

3$采用购买专业技术服务的手段来规范参建单

)&%)



位工程档案管理( 一直以来施工单位的工程建设档案

管理工作都相对薄弱"档案专项验收常会出现种种问

题$为有效扭转此局面"采取了购买有资格'有能力'有

经验的专业档案管理队伍技术服务的方式"帮助参建

单位开展档案管理工作"确保工程档案的规范性'完整

性'真实性'有效性(

9$采用施工准备阶段优化招标设计的手段来严

格控制工程投资( 高度重视招标设计的功效"把招标

设计做实'做深'做细'做优"在初步设计方案的基础

上"充分结合补勘资料'实际工况'施工环境"细化和优

化初步设计"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招标设计方案"确定

优化后的相应工程量清单"从源头对施工合同的工程

投资关键影响因素加以控制"为实施阶段实现投资控

制和合同管理目标创造条件(

&$&!价值工程的应用

价值工程是一门工程技术理论"是通过各相关领

域的协作"对所研究对象的功能与成本进行系统分析"

去劣存优"不断创新"提高投资效益"以最少的费用换

取所需功能(

在蚌浮段工程中"首次将价值工程的原理和方法

引入治淮工程建设管理中"结合现行基本建设程序的

特点"将蚌浮段工程施工准备阶段作为价值工程研究

的切入口"通过功能分析和方案创造"用合理的最小工

程成本"实现综合最优的河道治理功能价值(

根据蚌浮段工程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工程特

点"考虑开展价值工程研究的效率'能力和实施价值工

程成功的可能性等主要因素"选择香浮段行洪区调整

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香浮段工程%作为价值工程的

研究对象"并按照开展价值工程的组织架构要求成立

价值工程研究小组承担具体应用研究工作(

根据费用分析"研究小组建立了香浮段工程费用

模型"并根据价值工程二八定律的原则和相关参数比

较"对投资影响较大的主要建设项目的进行了筛选"拟

定疏浚工程和征地移民补偿项目作为价值工程研究的

主要对象(

根据对疏浚工程的功能整理"确定了河道疏浚功

能系统中挖泥船绞吸开挖土方'泵送泥浆和排泥管线

路选择'固定管道及排泥场选择位置'填筑围堰为河道

疏浚主要功能"并为关键路径"是价值工程研究的重点

对象( 研究小组组织相关专家对关键路径上的各功能

采用对比求和评分法进行功能评价"将管道线路选择

和排泥场位置选择两项功能列为价值工程研究的重

点"对其开展方案优化"提高功能价值"有效地降低工

程投资( 同时"将排泥场临时占地项目确定为征地移

民补偿功能中价值工程的主要研究对象"以此为主线"

对排泥场位置选择'面积划定'占用时间控制等进行切

合实际'科学合理的方案创造和优化调整(

在方案创造与评价阶段"按照价值工程中的缺点

列举法的方案创造思维方式"研究小组针对初步设计

阶段排泥场相关设计内容进行了主要存在问题的分析

研究"找出缺点"并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消除缺点的

方案和措施"以优化和改进初步设计相关方案中的不

足之处"进一步提高设计方案的功能价值(

研究小组针对分析出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若干优

化方案"经采用讨论排序法对各方案进行评价后"通过

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在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地方征迁

部门'其他相关参建单位意见一致的基础上"选择如下

主要方案付诸实施!

>$调整排泥场布置"减少施工干扰"缩短排距(

I$调整疏浚冲填综合系数"减小排泥场占地面积(

5$调整围堰填筑挖填综合系数"减少填筑围堰土

方量(

3$调整复耕土堆存位置"提高排泥场围堰抗渗稳

定性(

9$利用快速泥水分离技术"增大排泥场堆存容

量"缩短占用时间(

通过价值工程的研究与应用"使工程投资在香浮

段工程初步设计批复概算的基础上"直接节约投资约

(''' 万元(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

针对作为临时占地的排泥场占地面积大'占地时

间长'占地补偿高等特殊情况"香浮段工程对排泥场冲

填淤土采用了快速泥水分离新技术予以处理"在工程

投资增加不大的基础上极大地缩短了冲填淤土固结时

间"有效地降低了临时占地补偿费(

排泥场冲填淤土快速泥水分离技术的基本理念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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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尽快排出冲填淤土顶面'特别是土体内部水体"使土

体固结加快( 其技术方案就是在排泥场冲填淤土细颗

粒的集中富集区预先设置排水通道"包括底部水平排

水通道和与其相连的垂直排水通道$底部水平排水通

道为管道式"垂直排水通道由防淤堵反滤材料和垂直

排水体组成$垂直排水系统底部与水平排水管道密闭

连接"冲填淤土中的水体通过该排水系统收集后再由

排泥场退水口排出"从而实现冲填淤土泥水快速分离(

香浮段工程排泥场冲填淤土进行快速泥水分离处

理后"取得了显著的实效!消除排泥场冲填时产生的富

裕水深"在不加大排泥场容量的条件下增加了可容纳冲

填淤土方量"节省了围堰填筑工程量及投资$及时排出

冲填淤土表面和内部水体"大大促进了淤土固结"为及

早满足复耕要求'减少临时征地补偿费用创造了条件$

降低了排泥场退水口排出水体的含泥量"使退水水质远

远满足要求"减少退水渠清淤和环保处理的工作量(

$)优化设计的应用

根据蚌浮段工程初步设计具体情况和工程特点"

蚌浮段工程建管局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进行了十分必要

的优化设计工作"在招标设计优化'施工方案比选'安

全生产防控'施工环境维护'工程造价控制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显著实效(

以香浮段工程为例"该段工程主要建设任务是河

道疏浚'排泥场填筑'堤防退建'老堤加固$初步设计安

排香浮段工程河道疏浚长度约 #QOA"在河道沿线共布

置排泥场 % 处"以满足 "('' 万A

&

疏浚土方冲填堆存的

要求"% 处排泥场顺堤防方向长度合计约 "#OA"占地面

积 M('' 亩"河道疏浚平均排距 #$&OA"最大排距

&$MOA( 针对香浮段工程河道疏浚的实际工况"在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了优化设计!

>$将初步设计布置的 % 处排泥场化整为零"沿河

道疏浚作业面按 N 处排泥场分散均匀布置"避开施工

干扰点"避免了额外补偿蔬菜大棚基地支出约 M''' 万

元$按作业面将疏浚土方对应调整后的排泥场就近冲

填"缩短排距"避免远距离铺设排泥管道"使香浮段工

程河道疏浚平均排距降低为 "$(OA"最大排距降低为

#$%OA$优化布置后的排泥场对应堤防长度较初步设

计增加约 %OA"可取消初步设计所安排的与新设排泥

场冲填区重叠的老堤加固堤后压渗平台长约 & OA$同

时"排泥场优化后极大地降低了排泥场施工环境协调

和安全维护的成本(

I$为满足临时占地复耕之需要"初步设计将排泥

场占地 M('' 亩范围内原耕地 &';A厚的表层耕作层土

方铲除后集中堆存于约 #OA外的弃土区"以便排泥场

内冲填土方达到固结强度后回填顶部造地复耕"恢复

地力"短期满足耕作条件( 通过技术'经济两方面的深

入比较"将复耕土堆存区调整为就近沿围堰外侧周边

贴坡堆放"既减小了复耕土运出'运回的距离"节约运

输费用约 ('' 万元"又可利用复耕土形成围堰压渗平

台"提高围堰安全度(

5$香庙村对应河段右岸疏浚方量在初步设计阶

段均标为土方"在实施疏浚过程中发现右岸河床开挖

线内'河道正常蓄水位以下存有大量顺河向带状基岩"

经补勘后分析!若维持初步设计布置的河道疏浚断面

而采取水下爆破开挖石方"将增加直接工程费约 "(''

万元"且将带来延长工期'限制航运'安全隐患增加'新

增弃渣场地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极不利于工程的建设

实施( 为此"根据香庙村对应河段左岸为淮北大堤#一

级堤防%'上游为花园湖行洪区河道疏浚出口渐变段'

下游为 "'% 国道跨淮河公路桥等实际工况"对原初步

设计方案进行了调整和优化"通过详细的优化方案技

术经济比较"在保证河道中心线和控制点水位不变'流

态平顺势稳'上下游开挖断面顺畅衔接'不调整占地红

线'充分利用已建疏浚冲填退水工程体系等前提下"采

用了保留水下基岩'维持左岸淮北大堤及滩地现状'右

岸沿基岩侧开挖同值湿周的土方补偿断面的优化方

案"以满足设计过流能力的要求"且控制了香庙村段疏

浚工程投资与初步设计批复值基本持平(

#)结)语

创新和优化在蚌浮段工程实践中的应用"切实取

得了提质量'保安全'促进度'控投资'利环保的实效"

对丰富建设管理手段'砥砺推进工程建设'提高参建人

员创新积极性和自觉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淮委

建设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今后更有效地应用创新

和优化奠定了基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