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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施工内容

序

 号
内 容

预计完成

时间

目前完成

工作量
备注

1 观测楼灯具调试 已完成

2 观测楼室内复合地板、静电地板铺设 已完成

3 观测楼墙面涂料收尾 已完成

4 观测楼卫生隔断、卫生洁具及水龙头安装 已完成

5 观测楼主入口雨蓬玻璃及门扇、门套安装 已完成

6 观测楼泵房地坪及楼梯粉刷 已完成

7 室外主电缆敷设 4月16日 30%

8 辐射梁焊接 完成40件

9 中心筒组焊 已完成



名 称 室外电缆敷设 名 称 测缝仪测裂缝

拍摄地点 现场 拍摄地点 现场

日 期 2011.04.05 日 期 2010.04.06

二、本周施工照片



名 称 方位滚轮吊装顺利 名 称 中心筒组焊

拍摄地点 现场 拍摄地点 现场

日 期 2011.04.04 日 期 2011.04.05

二、本周施工照片



三、施工质量、安全

一、质量

1、对观测楼大理石地面抛光。

2、按照设计图纸及焊接规范要求进行焊接施工。

二、安全

1、对现场内外清理。

2、施工设备在检测合格期内。

3、施工现场氧气瓶和乙炔气瓶操作时距离符合国家相关
 规范。

4、特种操作人员全部持证上岗。



四、下周进度计划表

 

 

下周计划进度表（2011.04.12—2011.04.18） 

日        期 
序

号 

日期 

 

项目名称 
12 13 14 15 16 17 18 

1 室外主电缆铺砂及盖板        

2 天线基础外围护处破电缆沟        

3 观测楼大理石地面磨光        

4 中心塔配电柜安装        

6 室外空调设备安装        

7 中心筒定位焊接          

8 反射体骨架拼装        

9 辐射梁内梁焊接        

备注：  



五、需要协调的问题及结果

1、本工程天线基础、观测楼已基本完成，关于施工
 期间所需增加工程内容的造价事宜，请业主商讨。

结果:基建办将有关工程内容造价提交投资监理审
 价，以明确相关费用。

2、场地西侧河堤旁土堆影响天线和俯仰机构吊装，
 需要清理。

结果:待远东公司确定吊车位置后，由江都公司在近
 期清理，土堆将推平基本与地面持平。



六、其他情况

1、工地上电缆敷设预计在本月16号完成，江都公司
 计划在此之前拆除工地食堂等到设施，20号左右全部
 撤离。



七、会议纪要

• 江都公司：

1. 观测楼灯具调试已完成。

2. 观测楼室内复合地板、静电地板铺设已完成。

3. 观测楼室内墙面涂料涂刷已完成。

4. 观测楼卫生间隔断、卫生洁具及水龙头等安装已完成。

5. 观测楼主入口钢雨篷玻璃及门扇、门套安装已完成。

6. 观测楼泵房地坪及楼梯踏步粉刷已完成。

7. 室外总体主电缆敷设完成30%，计划2011年4月16日完
 成。

8. 观测楼室内走廊大理石地坪面抛光在施工，计划2011年
 4月17日完成。

9. 本工程天线基础、观测楼已基本完成，关于施工期间提
 出的造价事宜，请业主商讨。



七、会议纪要(续1)
10. 观测楼电动葫芦的相关资料已发给业主，请业主尽快确

 定型号、规格。

11. 我公司计划在本月15日拆除工地食堂等设施，20日左右
 人员全部撤离。

12. 天线基础二次灌浆后产生裂缝处，本周三请由资质的检
 测单位对其强度进行回弹。

13. 天线基础二次灌浆料后产生的裂缝已购买油毡进行遮盖
 保护。

14. 今对天线灌浆料裂缝进行检测，外圈共233条裂缝，2条
 裂缝宽度为0.7、0.8mm，其余裂缝宽度在0.3mm以

 内。

• 远东公司/54所
1. 2011年4月11日辐射梁焊接已完成40件，经检验形位公

 差合格。



七、会议纪要（续2）
2. 中心筒组焊基本完成，4月10日已完成吊运至安装位置。

3. 天线三大件制作组装及10吨以上构件吊装安全施工专项
 方案已编制完成，上周五已申报监理方。

4. 4月3日—5日方位滚轮已吊装到位，目前已调整到位。

5. 方位下框架边梁发货已完成。

6. 场地西侧河堤旁土堆影响天线和俯仰机构吊装，需要清
 除，请业主协调解决。

• 工程监理

1. 观测楼室内静电地板接地未实施，总包要完善各施工内
 容，要确保施工质量。

2. 室外总体电缆线敷设及回填土后，总包要在基土上做好醒
 目警示标志，以防在总体施工时电缆线遭到损坏。



七、会议纪要（续4）
3. 重申观测楼室内精装修材料的消防检测事宜，总包要抓紧

 检测，完善程序。
4. 观测楼等竣工资料总包要抓紧整理完善并保存。
5. 2011年3月31日由国内抗裂缝专家王铁梦教授来现场对天

 线基础灌浆料裂缝进行评估，结论为该裂缝是有规则的收
 缩裂缝，对结构强度在使用中无影响，但对使用耐久性会
 有影响，同时建议在今年秋季9—10月间进行修理为好，

 故请江都公司在此期间深入了解该修理方法及材料，要有
 一个确实可行的修理方案，须经各方确认后才能实施。

6. 2011年4月1日与远东公司现场负责人张万才一起到松江
 区安监站对超过10吨以上重量构件吊装施工安全专项方
 案是否须经专家评审事宜进行咨询，安监人员讲：常规吊

 装与非常规吊装目前界定不清，故无法确定是否须经专家
 评审，以后检查不提此事，建议：施工单位在以后安保体
 系外审时提问。



七、会议纪要（续5）
7. 远东公司要编制及申报总进度计划及每月进度计划，如在

 本月不能完成的施工内容，要在下月的进度计划编制过程
 中进行合理的调整。

8. 远东公司现场所有构件在焊接前须将焊接处的油漆清理干
 净，要确保施工质量。

9. 方位机构下框架梁的安装支撑需稳固，要确保安全施工。

10. 辐射梁在车间运输至现场过程中发现有个别杆件变形，远
 东公司须在组装前进行整改完善。

11. 各施工参建方要注意安全施工。

• 业主单位
1. 江都公司要请有关单位检测灌浆料与轨道底部密实情况、

 裂缝贯穿程度及裂缝深度。



七、会议纪要（续6）
2. 观测楼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建议先完成单体验收。

3. 中心枢轴二次灌浆用砼还是用灌浆料填充，事先要请设计
 确定，包括配制好限裂钢筋等，无论采用哪种材料灌注都
 要控制好给配比并做好试块，实施前请专家评审。

4. 天线基础灌浆料裂缝修复事宜，江都公司要做到深入了解
 修理方法及修理材料，要确保做到修复后无质量隐患，才
 能实施。

5. 场外道理维修包括需在桃园边界铺设排水管等事宜，请江
 都公司协助施工近期完成。

6. 关于工地正式供电事宜，鉴于目前电力局还在走程序的实
 际情况，我台已向市重大办报告请求协调，希望尽快推

 进。因此请远东公司在现有条件下交叉安排施工，合理安
 排用电。



七、会议纪要（续7）
7. 关于土堆影响天线和俯仰机构吊装事宜，远东公司确定位

 置后告知江都公司，由江都公司在近期清理，土堆将推平
 与地面基本持平。

8. 远东公司要在以后的施工过程中做好各方的沟通及通气工
 作，做到各方心中有底，事先知道。

9. 基建工作及设备安装是一个系统工程，与工程相关的节点
 或设计变更都应在工程例会上提出或通报，做到按程序规
 范管理。

10. 各施工参建单位要注意安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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