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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市交通建设协会文件
临交建协发[2020]4 号

临沂市交通建设协会

关于组织开展交通建设优质工程奖

申报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弘扬“工匠”精神，鼓励创新创优，建设百年基业，

发挥精品工程示范带动作用，依据《临沂市交通建设协会交

通建设优质工程奖评选办法》规定，协会将组织开展交通建

设优质工程奖申报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各有关单位完成、参与的临沂市境内新建、改扩建工程

项目，以及监理、设计、咨询、施工等单位承担的市外工程

均可组织申报。

二、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应列入国家或地方交通建设计划、各项建设手

续完备。申报单位需提供项目合同协议书，（交）竣工验收

证书，且评定结果为优良级。申报时限自项目（交）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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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之日至 2020 年 12 月 27 日不超过五年。

三、申报要求

《临沂市交通建设协会交通建设优质工程奖申报表》一

式两份、其他相关材料，由各单位集中汇总，于 12 月 27 日

前邮寄至协会办公室（以邮戳为准），申报材料电子版同步

发协会邮箱。

联系人：王意如；联系电话：0539-8305957；协会邮箱：

lyjtjsxh@163.com

邮寄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 26 号齐鲁大

厦 1104 室

附件：1、临沂市交通建设优质工程奖评选办法

2、临沂市交通建设优质工程奖申报表

2020 年 12 月 19 日

抄报：市民政局，市交通运输局。

mailto:lyjtjsxh@163.com


1

附件 1

临沂市交通建设优质工程奖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建设交通强国的战略要求，强化质量意识，提高质量管

理水平，鼓励创新创优，建设百年基业，依据国家有关规定

和《临沂市交通建设协会章程》，开展临沂市交通建设优质

工程奖评选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协会会员单位及行业相关单位完

成、参与的新建、改扩建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港口、

隧道、内河航运等交通建设工程以及市政道路、园林工程等。

第三条 交通建设优质工程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评选工

作坚持公开、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第四条 临沂市交通建设协会在临沂市交通运输局指

导下开展优质工程奖评选工作。

第二章 申报

第五条 申报范围

本协会会员单位及行业相关单位完成、参与的临沂市境

内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以及监理、设计、咨询、施工等

单位承担的市外工程均可组织申报。

第六条 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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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应列入国家或地方交通建设计划、各项建设手

续完备。申报单位需提供项目合同协议书，（交）竣工验收

证书，且评定结果为优良级；申报时限自项目（交）竣工验

收之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不超过五年。

第七条 工程规模

为鼓励中小型企业积极参与争创优质工程的积极性，申

报项目分大型和中小型两个层级，并单独设立市政园林工程

奖项，参评工程规模和技术等级应符合如下任意一条：

一、大型交通工程

1、一级以上公路 10 公里以上的路基工程；

2、高等级路面 20 万平方米以上的路面工程；

3、单洞长 1000 米以上的隧道工程；

4、单座桥长 1000 米以上或单跨 150 米以上特大桥梁工

程；

5、一级以上公路，涉及标志、标线、护栏、隔离栅、

防眩板等项目中两项以上，且公路里程 20 公里以上或单项

工程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的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6、单项工程合同额 6000 万元以上的公路、铁路等工程；

7、投资额沿海 1亿元以上或者内河 5000 万元以上的水

运工程。

二、中小型交通工程

1、二、三级公路 3 公里以上路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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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三级公路 1 万平方米以上路面工程；

3、单洞长 1000 米以下隧道工程；

4、单座桥长 30 米以上、1000 米以下或单跨 20 米以上、

150 米以下大中桥梁工程；

5、二、三级公路，涉及标志、标线、护栏、隔离栅、

防眩板等项目中两项以上，且公路里程 10 公里以上或单项

工程合同额 150 万元以上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6、单项工程合同额 200 万元以上、6000 万元以下公路、

铁路等工程；

7、投资额沿海 1 亿元以下或者内河 5000 万元以下水运

工程。

三、市政、园林工程

1、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 2 公里以上，单项工程

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路基工程；

2、高等级路面 5 万平方米以上，单项工程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路面工程；

3、单座桥长 30 米以上或单跨 20 米以上，单项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城市桥梁工程；

4、内径（宽或高）3 米以上，单项工程合同额 1000 万

元以上隧道工程；

5、单项工程合同额 3000 万元以上车站工程；

6、日处理量 3 万吨以上，单项工程合同额 1000 万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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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供水厂工程；

7、日处理量 3 万吨以上，单项工程合同额 1000 万元以

上污水处理厂工程；

8、日处理量 400 吨以上，单项工程合同额 1000 万元以

上生活垃圾工程；

9、单项工程合同额 300 万元以上城市园林工程。

（注：本条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

数。）

第八条 申报材料

（一）填写《临沂市交通建设优质工程奖申报表》；

（二）项目单位情况介绍、项目简介，项目合同协议书

复印件；

（三）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竣工验收质量鉴定报告、

竣工验收建设项目综合评定表、竣工验收工程质量评分表、

建设项目质量检验评定表等复印件；

（四）项目创新报告，对项目建设在理念、模式、手段、

质量和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内容和创新成果进行总结；

（五）项目建设总结报告，建设管理情况总结(包括质

量、安全、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环境

保护、节能、科研成果、专利等)；

（六）质量监督机构或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

项目质量评价，工程管养单位出具的评价报告（包括年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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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峰当天交通流量实测数据、工程质量抽验数据等）；

（七）主要参加建设的单位及承担的主要任务和做出的

主要贡献；

（八）获其它奖项证明材料等复印件。

第九条 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准确，并涵盖所申报工程

的全部内容。申报材料中提供的文件、证明、印章等必须清

晰、齐全。申报表采用 A4 纸打印、装订。

第十条 申报材料(申报表一式两份、其它材料一份)于

规定的时间报送临沂市交通建设协会，逾期不予受理。

第三章 评选标准

第十一条 评选标准

（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

（二）申报项目竣工验收工程质量和综合评定等级均

为优良级；

（三）申报单位信用等级评价和安全生产信用评价为 A

级及以上；

（四）申报项目建设期间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一般

以上质量事故；

（五）建设资金管理规范，无特殊原因竣工决算不得超

概算（包括修正概算）；

（六）工程档案整理规范，真实完整；

（七）工程建设期间未发生环境、水土等原因引起的大

规模群体上访事件，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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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事件；

（八）工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

质量安全管理理念先进、方法科学，成果显著；

（九）工程积极推广使用“四新”技术，形成独特施工

工法或提供标准规范制定修订参考的标准。

第四章 评审工作

第十二条 临沂交通建设协会组织成立评审委员会，负

责优质工程奖评审工作。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

任委员两名，委员若干名。评审委员会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协会以及相关项目建设单位专家组成。

第十三条 评审程序

（一）协会受理申报材料，进行符合性审查，将符合要

求的材料提交专业评审组；

（二）专业评审组对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出具初评意见；

（三）对通过初评的项目，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核验，并

提出核验意见；

（四）汇总初评意见和现场核验意见，提交评审委员会；

（五）申报项目获得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 2/3（含）以

上赞同票，通过评审；

（六）获奖项目和单位在协会网站和会刊等媒体进行公

示，并报市交通运输局备案，公示期为 7 个工作日。

第五章 奖励

第十四条 对获得优质工程奖的项目，在协会网站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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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等媒体上予以公布表彰。对评选出的优质工程授予“沂蒙

杯”“临沂市交通建设优质工程”称号，并颁发奖杯和证书。

第十五条 申报单位提供虚假材料获得奖项或者申报

项目在后续使用期内出现较大质量安全问题，本协会有权取

消获奖称号。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属于临沂市交通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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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临沂市交通建设优质工程奖申报表

填制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类别

项目建设管理单位

主要负责人

建设地点

联系人及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电子

邮箱

主要勘察、设计

单位及资质等级

开工时间 交（竣）工时间

合同时间 建设性质

工程质量评分
交（竣）工验收

检测意见

质量事故 安全事故

获奖情况

建设规模及

主要技术指标

工程建设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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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理由：

审批

意见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重点阐明申报工程的特点、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成果及技术创新情况，

内容要翔实，文字要简练；2.“建设性质”一栏填新建、改建或扩建项目，工程类别指交通

建设工程、市政或园林工程等；3.主要负责人为该项目建设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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