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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步设计》遵循有关批复情况

（一）遵循可研批复情况

根据牡行项目审批[2021]19号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

批复投资为 12500万元，初步设计为 9951.60万元。

评估结论：该项目初步设计工作前的必备要件齐全，且初步

设计中的相关数据与要件基本保持一致，初步设计概算与可研

报告投资概算的偏差经调整后做到合理、有据。

二、《初步设计》的设计依据的评估

（一）政府有关部门批复文件

《国家旅游局旅游管理条例》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8973-2003） 

《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语译法通则》（DB11/T 334-2006） 

《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语译法第 2部分--景区景点》

（DB11/T 334.2-2006）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通用符号》（GB/T 

10001.1－2006）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部分：旅游设施与服务

符号》（GB/T 10001.2－200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GB/T 10001.4－2007）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5部分：购物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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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0001.5－2006） 

《标志用图形符号的视觉设计原则》（GB/T 14543－93） 

《国家道路交通标牌、标识、标志、标线设置规范及验收

标准》 

《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 

《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03） 

《钢结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标准》

三、《初步设计》的设计规模 及计标准的评估

根据镜泊湖旅游景区道路路网规划和交通运输部颁发的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确定本项目的技术标准：

本项目采用设计速度为 30km/h的双车道三级公路的技术标

准，景区内部道路路基宽 7.0m；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道路路基

宽 7.0m；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Ⅱ级。

本次初步设计按照批复意见执行。初步设计阶段，景区内

部道路全长 609.821m；火山口国家森林公园道路全长

25.896km。

(一)道路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具体设计原则均按镜泊湖旅游景区

道路路网规划标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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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均采用三级公路标准，具体技术指标采用如下：

设计速度                   30公里／小时

路基宽 7.0米

行车道宽                   2×3..0米

土路肩宽                   2×0.5米

圆曲线最小半径             65米

最大纵坡 8.2%

竖曲线最小半径凸型 1000米

凹型 1000米

设计洪水频率               1/25

保通桥涵汽车荷载等级公路-Ⅱ级

主要技术指标的采用情况见下表

主要技术指标表

序号 技术指标 单位 采用指标 规范指标

1 等级 三级公路 三级公路

2 设计速度 km/h 30 30

3 路基宽度 m 7.0 7.0

4 行车道宽度 m 2×3.0 2×3.0

6 土路肩宽度 m 2×0.5 2×0.25

7 汽车荷载等级 公路Ⅱ级 公路Ⅱ级

(二)毛公山观景平台区域景观工程

毛公山观景平台区域亭子粉刷面积为 63.84平方米

瀑布对面停车场景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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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车售票亭提供量售票亭 13.89平方米乘车回栏 105.12

平方米休息连廊 72.99平方米连廊栏杆 90.17米

工作用房迁移 50米，工作用房尺寸为 7*4*3.45米

木制平台及亭子出新工序打磨、清理面层、腻子填缝、浸

桐油、木蜡油喷两遍

气膜馆景观工程

气膜馆地面施工工艺，底层用 50目金属磨头，打磨地面，

上固化剂，在用金属 50目磨头打靡地面，清理用 8O-120石英

砂打腻子，在刮底漆，刮完底漆后在用底漆铺设玻璃纤维布，

铺设玻聘纤维布完事用 80-120目石英砂刮中涂漆，中涂漆结束

用了 320目石荚砂在刮一遍，在用滚筒上环氧平涂漆，气膜馆

中间铁板，用钢丝刷打磨除锈，在刷环氧地坪漆，铁板旁边，

地面破损严重，用电镐把破损严重清除以后，用高强无收缩灌

浆料修补

更换 DN75自来水管加水龙头一个

主会场区域景观工程

售票亭 8.7平方米乘车回档 128.18平方米休息连廊 65.26

平方米连廊栏杆 131.56m地板 100.5平方米

游船售票处显示屏型号 LED电子显示屏 P4 9.15平方米

3.主会场至枕湖楼沥青混凝土说明，50厚细粒式 AC-13C沥

青(SBS改性)2.1CM沥青下封层，透层油 PC一 2(0.7-1.5L/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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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原广场混凝土基础

三处遮阳挡雨棚拆除，座椅拆除

平波宝镜下面地面砖更换，木栈道换大理石，原有木栈道

拆除，共 300平米

宾馆宿舍前院木围栏新建，共 70米

游船售票处前广场罩面，70厚细粒式沥青混凝土，90厚中

粒式沥青混凝土，粘油层一道，200厚 6%水泥稳定沙砾，挖土

300厚，残土外运

滨湖步道景观工程

景区现有木栈道及护栏出新说明，打磨、清理面层、腻子

填缝、浸桐油、木蜡油喷两遍

护栏铁链子粉刷加固，共 1600米

海事处通往少奇小路木栏打磨粉剧，共 30米

景区整体区域景观工程

景区内既有标志物字体翻新，原有字体填色

景区内现有木栈道，打磨粉刷加固，共 4200米

北门区域景观工程

墙体粉刷共 350平方米，铝塑板更换共 80平方米

拆除木栈道共 158米。

(三)镜泊湖亮化工程。

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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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方提供的相关建筑及景观设计图纸。

对相应场地及建筑的实地调查报告。

本公司提交于业主的照明设计总体方案，现场灯光试验以

及业主的设计审查意见书。

遵循国家有关标准规范：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2008)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2009)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13)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JGJ/T163-2008)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45-2015)

《建筑电气照明装置施工与验收规范》  (GB50617-2010)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03-2015)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50217-2018)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2010)

电气安装工程通用图、标准图

设计范围：

本次设计为夜景照明的配电，保护接地；照明的灯光控制

系统。

(四)景区景观风貌改造。

总种植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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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苗木表规格购苗，选择枝干健壮，形体完美，无病

虫害的苗木，大苗移植尽量减少截枝量，严禁出现没枝的单干

苗木，乔木分枝点不少于 4个。规则式种植的乔灌木，同一树

种规格大小应统一。丛植和群植乔灌木应高低错落。

1、植树或主景树应选择树形姿态优美的苗木，所有苗木应获得

甲方与设计单位确认。

2、种植的花带，植物带边缘轮廊种植密度应大于规定密度，平

面线型应流畅，边缘成弧形。高低层次分明，且与周边点缀植

物高差不少于 30cm。

3、篱苗木规格大小应一致，修剪整形的观赏面应为圆滑曲线弧

形，起伏有致。

 4、铺植平整度误差不大于 1cm,草坪边缘与路面或路基石交界

处应保持齐平。

  5、表中所规定的冠幅，是指乔木修剪小枝后，大枝的分枝最

低幅度，而灌木的冠幅尺寸是指叶子丰满部分。而伸出外面的

两、三个单枝不在冠幅所指之内，乔木也应尽量多留些枝叶

(五)污水

镜泊湖景区管线综合图，本次设计主要考虑收集建筑物内生活

污水经由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到污水处理站及原污水管道中

(六)雨水

 工程为镜泊湖景区道路雨水管道新建工程。我院受建设单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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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负责本工程施工图设计。结合管线综合规划图及建设单位意

见，新建 D=0.4m雨水管道将道路路面雨水接入原有排水管道中。

新建雨水管道总长为 308.35m（包括雨水支管 85.20m）

四、《初步设计》的施工方案的评估

该项目施工期为建设期为七个月。施工组织由中标单位根

据施工设备、技术力量自行编制。

五、工程概算

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总投资：9951.60万元。其中：

第一部分 工程费用 8140.45万元，占项目投资的 81.8%

第二部分 其它费用 1811.15万元，占项目投资的 18.2%

资金来源：资金来源为政府一般债卷和地方配套资金。

六、评审结论

我中心根据《镜泊湖景区风貌提升配套项目初步设计》的

调整结果认为，在部分技术参数、技术方案、取费费率、规范

的引用以及投资概算等方面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初步设计》，

更加符合工程实际，建设内容安排及规模设计合理，工程概算

取费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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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人员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汪洪涛 牡丹江至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师

梁春红 牡丹江至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专家: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王铁成 规划院 高级工程师

赵爱香 林业勘察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崔洪健 城市建设公司 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