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合约界面划分-传统项目 

序号 合同名称 主合同供应商工作内容 相关承包商的工作界面 

1 施工用水 
外网单位负责管沟土方开挖、回填、管沟基础和流量计、

给水管道的安装和调试。 
红线范围内接管工作由土建总包单位负责 

2 施工用电 
外网单位负责设备基础、电缆管沟的开挖和回填、管沟基

础、管道敷设、电缆敷设、电气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等等。 
临时箱变电表表后接线工作由土建总包单位负责 

3 

总包工程

（土建部

分） 

1 、临建工程（工人生活区，工地大门、洗车槽、除园区

主路外临时道路，临时办公室、施工临电、施工临水，不

同总包间分区围挡），总包提供分包工人宿舍 

2、 基础工程：负责临时路，土方，降水，桩基础配合放

线工作， 

3、地下室及主体结构； 

4、内外墙砌体，抹灰； 

5、防水工程（屋面、露台、外墙、地下室、厨房、阳

台，住宅花池）； 

6、公共部位装修；入户门，防火门收口封堵，楼梯间地

面面层，地库墙饰面工程，电梯机房饰面 

7、地下室、裙楼及塔楼电梯大堂及走廊等公共部位的墙

面、天棚水泥砂浆抹灰 

8、屋面工程；（含通风基础） 

9、给排水工程；（生活给水、热水、雨污水排水、冷凝

水排水）； 

10、电气工程；（供配电、公共照明、防雷接地、户内配

电箱/弱电箱、强电/对讲/电视/电话/网络线管预埋到位,

包括桥架安装）； 

11、变压器房、高低压配电室土建施工，电房通风及电房

照明； 

12、机房设备基础； 

13、化粪池（包括结构、防水）； 

14、外墙（包括铝合金门窗）淋水实验。 

15、电梯的临时防水门槛。 

16、地热盘管、保温、反射膜等相关工程建议纳入土建总

包施工范围内，以减少隐蔽后责任归属问题。                                                                                             

17、总包负责所有水电管道口，战时人防管道，通风管

道，消防管道口等周边封堵，                                                                                                             

18，总包为各分包提供正式水电接驳点，电费按挂表计价

方式处理，免费提供垂直运输包含电费 

1、基础工程：基础采用砖胎膜，砖胎膜之间采用级配砂石回

填，费用计入总包清单；总包负责人工清理土方，土方单位负

责外运 

2、电梯工程：总包单位负责临时机房、永久机房以及井道土建

施工，电梯单位提供图纸，土建总包负责构件预埋；总包单位

负责敷设电梯电源电缆至电梯机房配电箱（包含电梯配电

箱）。 

3、户内精装修：与精装修的工作界面详见户内精装修合同。 

4、消防系统：总包单位负责消防水池出水口之前的土建和管道

安装工作（包括出水口钢套管预埋）,并负责消防单位进场前的

预留孔洞、预埋线管及过梁/过墙/过楼板套管。消防单位负责

消防水池出水口管道阀门安装，以及水泵房里面的设备、管道

安装（包括给水泵、消防泵）。消防单位应负责将给水管引出

水泵房 50mm，后面的管道由总包单位进行负责。 

5、总平工程：a）、由总包单位负责将排水管接入室外第一个

检查井或排水沟（不含该检查井或排水沟）,并负责检查井的修

复工作。给水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个阀门处（不含

阀门），以后由外网单位施工。b）、地下室车库入口与次干道

之间的车行坡道由总平单位施工，地下室坡道的交界面为坡顶

的排水沟，排水沟及管线由总包单位负责施工。 

6、永久供电：a）、总包单位负责其承包范围内预埋管道的施

工；b）公变部分由总包单位负责从入户总箱或计量箱（含箱

体）开始接线，专变部分由总包单位负责从低压配电柜开始接

线（不包含低压配电柜）。 

7、铝合金门窗：铝合金门窗塞缝建议总包单位负责按图纸要求

预留门窗洞口，以及主体防雷接地和门窗收口、淋水试验等。

门窗单位负责所承包工程相关的防火、防雷、塞缝、防水涂膜

工作。 

8、智能化工程：总包负责从弱电井到户内弱电箱的预埋管道和

弱电箱的施工，智能化施工单位负责穿线。 

9、入户门：总包单位负责门洞收口和 50mm 以外的塞缝。 

10、总包配合管理费：配合管理费需包含分包使用外梯相关的

租赁费、电费、司机费等，计入总包清单，除施工电梯外的其

他施工电费分包与总包协商解决； 

11、甲方增加费用：甲方原因（拆迁等）导致地库无法封闭，

增加冬维费用需另行增加并计入总包合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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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工程

（单体水

电） 

一、给水工程 

1、给水进户：给水进户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

个阀门处（不含阀门），并负责阀门井进管处封堵，其它

由外网单位施工 

2、室内施工至用水点加丝堵。水压试验合格后与精装修

总包单位交接。 

二、排水工程 

1、排水出户：排水出户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

个阀门处（不含阀门），并负责阀门井进管处封堵，其它

由外网单位施工 

2、室内排水按照精装修排水点位安装到位，支管预留高

度高出结构面 300mm，并封堵严密。 

三、采暖工程 

1、采暖进户：采暖进户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

个阀门处（不含阀门），并负责阀门井进管处封堵，其它

由外网单位施工 

2、室内采暖，采暖管道及附件、散热器、地热全部由总

包单位施工，并负责水压试验合格后与精装修单位交接。 

四、室内消火栓工程 

1、负责室内消火栓系统所有安装。 

五、强电施工 

1、主体所有暗（明）配管路；图纸中标注的穿线；强电

井的所有设施；楼梯间感应灯具的安装；室内平灯头的安

装； 

六、弱电及消防联动施工 

1、弱电进户：总包单位施工出户至外墙 1 米处。 

2、主体所有暗（明）配管路；弱电井内配管、桥架、弱

电箱体安装； 

3、智能化的暗（明）配管盒敷设；可视对讲主机盒的暗

埋施工； 

1、户内精装修单位负责：室内开关插座的安装；厨卫吊顶内暗

埋盒至灯具浴霸排风扇的线路敷设；装饰吊顶内明敷设的线路

及灯具安装。 

2、消防系统：消防单位负责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的穿线及

灯具的安装。 

3、弱电系统：各个弱电分包负责，室内的穿线施工；智能化单

位负责可视对讲等室内设备的安装；弱电井道内设备的安装； 

4、水表：甲方委托分包单位采购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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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工程

（水电地

库） 

一、给水工程：负责地下车库给水管道施工。 

1、如有出地库外墙给水管道，负责施工至出地库外墙

1.5 米； 

2、如有水泵房，总包单位负责从水泵房内管道出墙 1.5

米开始施工； 

3、如有换热站，总包单位负责安装至换热站内水箱接口

法兰处，包括水表及表前阀门。 

二、排水工程：负责地下车库排水管道施工。 

1、涉及排水出户，负责施工至室外检查井，并负责进井

管道处封堵。（进卷可算至出外墙 1.5m，施工时根据检

查井位置，再计算 1.5m 外至检查井的工程量做签证。） 

2、涉及人防地库的，总包单位负责排水管道预埋及防爆

地漏安装（防爆地漏由人防单位提供）。 

三、采暖工程：负责地下车库图纸内采暖系统安装（包括

设备房内）。 

1、如有出地库外墙采暖管道，负责施工至出地库外墙

1.5 米； 

2、如有换热站，负责管道接入换热站内 1m。 

四、室内消火栓工程：负责消火栓系统安装（包括设备房

消防外网系统：消防外网单位负责室内消火栓系统水泵接合器

及井室安装。 



内）。 

1、如有出地库外墙给水管道，负责施工至出地库外墙

1.5 米； 

2、如有消防水泵房，总包单位负责从水泵房内管道出墙

1.5 米开始施工； 

五、强电施工 

1、强电进户：总包单位施工出户至外墙 1 米处。 

2、人防地库的套管暗埋。 

3、地库内暗（明）配管路；桥架施工；开关插座安装；

地库正常照明灯具安装；送排风风机施工至设备接线盒

处； 

4、如有换热站、水泵房，强电施工至主计量柜及电容柜

（双电源柜）； 

5、如有柴油发电机房，施工至柴油发电机自带的配电柜

（箱）； 

6 户内精装 

1、和装修施工图纸不符的隔墙砌筑、抹灰，原有不合适

隔墙的拆除，未预留到位的给水管、热水管、冷凝水管、

电线管的整改；2、墙面、地面、天花面、阳台地面、窗

台面的装饰；3、所有与装修接触面的收口工作； 4、固

定灯具安装；5、甲供材料的安装（石材、瓷砖、涂料、

开关插座面板、洁具、龙头、卫浴五金）；6、甲方指定

分包单位统筹管理（橱柜、厨电、木门、活动家具（包括

鞋柜、衣柜、卫浴柜等、淋浴屏、木地板）。7、给水工

程：角阀安装、软连接安装、接至卫生器具以及角阀处扣

盖安装。8、负责卫生器具安装；9、负责连接卫生器具和

预留排水管道的连接。10、负责施工由室内强电箱至开关

插座、灯具、浴霸、排风机、室外空调机位的接线盒；

11、负责室内弱电箱至各个点位的管路铺设；弱电箱内模

块的安装；12、保洁：精装修总包负责室内保洁、公共区

域保洁、商业部分及地库部分保洁。 

精装修与施工总承包交接面：1、 外立面：1) 土建总包单位负

责阳台、露台管道周边做 20mm 高环形防水砂浆；2) 装修单

位负责外墙上排气扇预留孔洞安装防风罩。2、 住宅内部：1) 

进户门：在土建总包和精装修总包交接时，只需安装完门框，

门扇暂不装，在精装修湿作业完成后由精装修总包通知入户门

分包单位进场安装。2) 卫生间墙面：装修单位负责淋浴区防水

层上翻 1800mm 高，其它墙面防水层上翻完成面 200mm

高。3) 厨房：土建总包单位负责给排水管道安装及穿墙体洞口

封堵完成。4) 顶棚 ：土建总包负责结构砼面修补、钢丝及杂

物清理和除锈。墙面、梁底、梁侧面：水泥砂浆抹灰。5) 厅/

房地坪：土建总包单位负责用水泥砂浆层找平，注意入户门扇

下沿距找平层净距必须不小于 45mm。6) 卫生间地面：土建

总包单位负责结构砼完成，排水管道安装及穿楼板或墙体洞口

封堵完成，沉箱底防水层、防水保护层、排水盲管施工完毕，

并盛水检验（24 小时）不渗漏。7) 成品烟道：土建总包单位

负责烟道安装完毕，注意烟道底部需做 100mm 厚、150mm

高钢筋砼反坎并刷 911 防水涂料，烟道室内排烟口止逆阀安装

完毕且底部高于窗顶标高 80mm 以上。8) 水电安装：① 给

排水：土建总包负责室内给水施工至用水点加丝堵，水压试验

合格后与精装修总包单位交接；室内排水按照精装修排水点位

安装到位，支管预留高度高出结构面 300mm，并封堵严密；

给排水管道穿墙体洞口封堵完成。② 强电：土建总包按照施

工图点位完成套管、底盒预埋以及穿线工作，由精装修总包负

责线管底盒的装修定位确认、位置调整、面板安装工作；③ 

弱电：电视、电信、安防智能化、网络等弱电系统全部由土建

总包按照施工图点位完成套管、底盒预埋以及穿铁线工作，由

精装修总包负责线管底盒的装修定位确认、位置调整，再由各

弱电专业分包完成穿线工作及配合精装修进度安装终端工作；

④ 套管：空调及换气穿墙 PVC 套管需土建总包预埋（包含外

墙装饰圈及防风罩）。3、 公共区域：所有公共区域（含入户

大堂、电梯厅、走廊、消防楼梯间）由土建总包以及公共区域

精装修分包完成相关装修施工工作，然后交由精装修总包进行

成品保护。4、条板、砼结构交接界面装修总包负责找平处理，

费用计入清单。 



7 
展示区装

修 

大堂、样板房、样板房电梯间及走道装修： 

1、和装修施工图纸不符的隔墙砌筑、抹灰，原有不合适

隔墙的拆除，未预留到位的给水管、热水管、冷凝水管、

电线管的整改； 

2、墙面、天花水泥砂浆抹灰，地面水泥砂浆找平层施

工； 

3、厨房、卫生间墙面、地面的防水； 

4、墙面、地面、天花面、阳台地面、窗台面的装饰； 

6、所有与装修接触面的收口工作； 

7、固定灯具安装； 

8、甲供材料的安装（石材、瓷砖、涂料、开关插座面

板、洁具、龙头、卫浴五金）； 

9、甲方指定分包单位统筹管理（橱柜、厨电、木门、活

动家具（鞋柜、衣柜、卫浴柜）、淋浴屏、木地板）。 

10、电梯轿厢装修饰面、照明、扶手制作及安装（如

有）。 

1、总包单位：电气施工至入户配电箱，水管敷至厨房、洗手

间，并用堵头堵住。卫生间、厨房排水安装排水立管并按图纸

预留排水接口。给排水按照精装修点位施工，给水施工至给水

点，加丝堵；排水按照排水点位施工管道，支管施工至结构板

上 300mm；采暖系统由土建总包单位施工完成。 

2、铝合金门窗：铝合金门窗负责塞缝，装修单位负责收口 

3、防火门、入户门、户内门：门安装单位负责塞缝，装修单位

负责收口 

8 
会所及售

楼部装修 

1、室内部分和装修施工图纸不符的隔墙砌筑、抹灰，原

有不合适隔墙的拆除，线管修复；（以现场移交条件为

准）； 

2、室内找平层施工（地面找平以现场实际提供条件为

准）； 

3、墙面、地面、天花面的装饰； 

4、所有花台； 

5、所有防火门包门和门套的制作安装及五金配件； 

6、固定灯具（工程灯具如筒灯、斗胆灯等）； 

7、固定家具； 

8、木质家具与墙面接触部分的防潮； 

9、土建预留洞口、墙上穿管洞口的封堵、为满足设计要

求重新打孔穿管等及相应产生的土建工程； 

10、入口门厅的室内外周边装修收口； 

11、所有与装修配套的室内给排水管道工程； 

12、所有与装修配套的室内配电工程（包括室内照明、插

座回路的深化设计、配管、配线及开关面板、插座、灯具

的配置及安装等）； 

13、所有与装修配套的室内弱电工程（包括有线电视、网

络、电话电讯、配管、配线及插座面板配置及安装等）； 

14、为达成以上工程及部分与图纸不符的部分，产生的对

土建成品及线管的修改及恢复，对施工成品的保护工作； 

15、 装修材料按照相关规范要求满足消防验收要求，对

相关材料（如墙纸、木材、吊顶材料等）需做防火处理所

引起的相关费用在本次招标范围内； 

16、电梯轿厢装修饰面、照明、扶手制作及安装； 

17、男女宾桑拿房（包括桑拿房体、内墙身板、凳木，地

板、桑拿木门、木桶、木勺、温、湿度计、计时沙漏、桑

拿防爆灯、桑拿石、桑拿炉等）。 

土建总包单位给排水按照精装修点位施工，给水施工至给水

点，加丝堵；排水按照排水点位施工管道，支管施工至结构板

上 300mm；采暖系统由土建总包单位施工完成。 

9 
展示区空

调 

1、 货物供应：空调机组、冷媒管道、控制面板、送回风

风管、送回风口、检修口； 

2、工程安装：空调设备安装、送回风系统、新风系统、

1、精装修工程：精装修单位负责提供天花布置、管线协调，空

调单位负责天花上风口开孔、风口安装、装饰面收口。 

2、消防工程：所有消防排风排烟系统、加压送风系统由消防单

位负责。 



冷凝水系统安装； 

3、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10 会所空调 

1、 货物供应：空调机组、冷媒管道、控制面板、送回风

风管、送回风口、检修口； 

2、 工程安装：空调设备安装、送回风系统、新风系统、

冷凝水系统安装； 

3、 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1、精装修工程：精装修单位负责提供天花布置、管线协调，空

调单位负责天花上风口开孔、风口安装、装饰面收口。 

2、消防工程：所有消防排风排烟系统、加压送风系统由消防单

位负责。 

11 户内空调 

1、货物供应：空调机组、冷媒管道、控制面板、送回风

风管、送回风口、检修口； 

2、工程安装：空调设备安装、送回风系统、新风系统、

冷凝水系统安装； 

3、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精装修工程：精装修单位负责提供天花布置、管线协调，空调

单位负责天花上风口开孔、风口安装、装饰面收口。 

12 土方工程 

1、 场地范围附着物（地下）清除，硬地面破除，石方爆

破、外运；2、 土方开挖至设计标高，外运；3、 出入口

硬化处理，出入口路面下管线要加固保护，4、 设置洗车

池、沉淀池、截水沟、排水沟、市政排污井接驳；5、 场

地集水、排水、降水；6、土方回填，不含房心土；7、土

方开挖、临时道路自行维护；8、基坑 200 厚人工清理由

总包，土方外运归土方；9、小基坑、电梯井、承台、集

水坑归土方；留 200 厚人工清理归总包 

1、桩基工程：土方单位按设计标高交场地予以桩基单位；2、

基坑支护工程：土方单方按设计的坡度交场地予以基坑支护单

位；3、总包工程：土方单位按设计标高交场地予以总包单位；

开挖控制线；标高控制线 4、相关单位要与土方单位做好界面

交接记录 

13 
桩基工程

（管桩） 

1、 预应力管桩的试打、施工（锤击式打桩、静压式打

桩）、送桩、引孔、接桩、截桩头（两次及以上）以及废

桩的清理清除及外运; 

2、负责施工期直至总包进场前的维护和抽水工作; 

3、桩基提前开工的罚款，以及相关协调配合的一切费

用； 

4、道路及二次运输； 

5、电费已包含在综合单价中，有临时电的挂表，费用桩

机单位自理（由桩基单位自行提供）；没有临时电的用发

电机，算台班由甲方承担（甲方在结算时扣除合同中正常

电费费用）； 

6、桩点位由桩基单位自行放点； 

7、配合桩检测单位，设备提供配重。 

1、总包单位：按设计桩顶标高交总包单位，凿桩头由总包单位

完成。 

桩心清理及桩心灌注混凝土由总包单位负责。 

2、总包单位提供控制线，桩点位由桩基单位自行放点，随后由

总包单位验线。 

14 

桩基工程

（灌注

桩） 

1、 钻孔灌注桩的成孔、泥浆护壁、钢筋制安、砼浇捣； 

2、 负责施工期直至总包进场前的维护和抽水工作; 

3、桩基提前开工的罚款，以及相关协调配合的一切费

用； 

4、桩点位由桩基单位自行放点； 

5、有临时电的挂表（由桩基单位自行提供）；没有临时

电的用发电机，算台班由甲方承担（甲方在结算时扣除合

同中正常电费费用）。 

总包单位界面：按设计桩顶标高交总包单位。截桩和桩头凿除

由总包单位负责。 

总包单位提供控制线，桩点位由桩基单位自行放点，随后由总

包单位验线。 

15 基坑支护 

1、方案深化设计、优化施工图纸、方案审批； 

2、基坑支护土钉、锚杆、灌注桩、搅拌桩及喷射混凝

土、钢筋等施工； 

3、深基坑支护专家论证方案； 

4、基坑开挖周边土方修坡； 

  



5、土方开挖完成后，暂定（）日内完成护坡，否则后期

所有基坑隐患造成的后果由护坡单位负责； 

16 智能化 

1、园区内：对讲系统、周界系统、监控系统、室内安防

系统、门禁系统、停车场系统、背景音乐、电梯五方对讲

布线、园区机房控制室； 

2、负责主体建筑物内布线；室内可视对讲、室内安防、

室内报警按钮的安装施工；安防门禁系统中磁力锁安装； 

3、负责室外的布线；设备的安装，提供监控设备的预埋

件和室外背景音乐的预埋件； 

4、负责机房内静电地板施工；机房内接地系统；机房内

UPS 电池； 

总包单位：主体建筑内暗（明）配管路；弱电桥架的铺设；对

讲主机的暗埋盒安装；弱电箱安装； 

弱电综合管网单位：室外管井施工；相关的室外监控杆基础、

室外背景音乐基础、室外车辆管理设备基础的施工；室外弱电

箱基础的施工；园区围墙内暗埋管； 

景观单位：相关园区人行出入口闭门器安装、预留门禁磁力锁

安装位置；人行口对讲主机盒暗埋施工； 

17 
保温、涂

料 

1、屋顶风机基础需要加设外墙保温涂料保证平整度 

2、地库外墙裸露部位需要增设保温涂料 

3、疏散楼梯间、车行坡道、屋面墙和设备基础需采用脚

手架施工 

4、门卫,地库风道口、坡道/强弱电箱变基础、外露雨水

管、屋面排风烟管应包含在保温涂料清单中 

5、所有外墙保温涂料施工应施工至室外±0 或园建草皮下 

6、施工时使用机械产生电费应由分包承担 

7、封闭阳台底部、半封闭阳台顶、底部、露台顶部、空

调板顶、底部、风道帽等保温、涂料 

土建总包：出具基面交接验收手续，土建总包对外墙进行打磨

处理，对于分段施工总包需要提供悬挑工字钢及悬挑层进行硬

防护封闭，提供材料堆场，提供垂直运输及运输电费，提供施

工用水/电接驳点，内业资料签字盖章，保温单位施工垃圾运至

总包指定场内地点，总包负责垃圾外运， 

18 人防工程 

1、防护密闭门、防爆波活门的制作、安装 

2、密闭观察窗的制作、安装 

3、战时封堵预埋件的制作、安装 

4、战时通风套管的制作、安装 

5、超压排气活门、防爆地漏的采购、安装 

6、协调人防工程验收、备案，保证验收通过 

土建总包：配合人防工程单位进行通风套管、封堵预埋件的安

装 

19 

橱柜、浴

柜、玄关

柜等收纳

柜供货安

装 

1、前期深化设计、生产及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

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

主辅料及配件； 

2、柜体及台面安装，台下盆安装，安装后成品保护，台

板打胶（按精工手册要求）； 

3、洗面盆、洗菜盆下水管截断（按精工手册要求）； 

4、厨卫外露水暖管道包饰（按设计要求）； 

5、其他燃气、分水器、厨电、吊顶、水电面板灯具等安

装配合； 

1、土建总包：负责提供封闭的仓库；水电预留到位；临时水电

提供（需供方交费）； 

2、装修总包：负责提供工作面，及现场安全文明整体管理； 

3、洁具供应商：提供洗面盆，提供洗菜盆开孔尺寸； 

4、厨电供应商：提供燃气灶开孔尺寸，提供其他厨房设备的安

装尺寸； 

5、燃气：橱柜安装前完成室内管道及燃气表安装； 

20 集成吊顶 
1、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

措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1、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至施工方指定仓库或施工现场，水平

运距不超过 50m，垂直运距不超过 2 层楼； 

2、装修总包：负责安装施工及成品保护； 



21 园林工程 

1、土方（开挖或回填土方至总平设计标高）； 

2、车行道路（道路路基垫层，铺装道路、植草格道路、

沥青道路、混凝土道路、消防车道、商业街、花岗石道牙

等）； 

3、人行道路（道路路基垫层，特色铺地、住宅入口地面

铺地、木平台、消防道之植草板铺设、汀步石步道、硬质

广场、塑木平台等）； 

4、地界围篱（包括小区围墙及小院围墙土建部分、分隔

大门等）； 

5、附属构筑物及小品（包括入口保安岗亭、亭子、采光

井栏杆、采光井下树池及地上树池、景墙、石座墙、特色

花钵、散铺卵石、园路、曲状木平台、车挡石及其它小品

等）； 

6、挡土墙工程（挡土墙及其饰面工程）； 

7、水景工程(包括基础处理、池底和池岸砌筑及终饰面

层，套管及预留洞、管道、喷头和设备）； 

8、部分甲供成品的安装（包含但不限于户外家私、雕

塑、小品、移动花箱、成品保安亭、成品花坛、陶罐、儿

童安全胶垫、自行车停车架等）； 

9、综合管线：对电力及燃气管线破坏位置进行恢复、所

有各类井室的标高调整及井盖采购与安装、绿化给水系

统、小院雨水排水系统、道路雨水收集井、地形雨水排水

系统。 

10、景观配电、景观照明：包括配电箱、开关、电线电

缆、保护套管、过线井、接地保护的安装工程，灯具基础

预埋施工； 

11、种植土（包括种植土更换、营养土及其它工程等） 

12、乔木/苗木/地被（包括种植、保养）。 

土方：原土方单位回填至建筑设计标高； 

采购与安装：垃圾桶、座椅、健身器材为甲供材，游乐设施为

甲分包，游乐设施基础由园林单位施工完成。 

地界围篱：围墙及小院围墙的铁艺栏杆甲分包单位施工。 

景观配电、照明：配电箱、灯具为甲供材，派接箱至园林主电

源箱电缆由甲分包施工，从主电源箱内主电源开关以下由园林

单位施工。 

外网配套：阀门井、污雨水井、弱电井由配套单位施工至图纸

设计标高。 

22 

给水、排

水、消

防、热力

配套外网 

1、 红线外市政道路开挖申报、施工、修复；2、 市政供

水干管管网停水、开叉、接管、修复；与市政污雨水接驳

施工及施工手续办理。3、 管网土方开挖、管道垫层、管

道敷设、井室安装、阀门安装、水压试验、土方回填、路

面修复； 

1、景观单位负责根据景观地形进行井室标高调整及井盖安装。

2、土建总包负责将给水、采暖、消防、污水、雨水接入井室

内，给水、采暖、消防接至阀门处并连接阀门，具体详见土建

总包水电部分。 

23 降水工程 

1、根据地勘及场地实际情况辅助工程师进行降水方案的

二次设计及优化； 

2、 成井及井点安拆：钻孔出渣、清孔、井管装配、降水

设备安装、填滤料、拆除、灌砂等； 

3、降水设备进出场及降水过程中，井点设备的日常维

护， 

4、临时设施的搭拆及防护，降水基坑周边的井点及设备

防护； 

5、破冻土建井及冬季障碍物清理，机械钻井泥浆坑开挖

及障碍物清理，冬季管道防寒保温； 

6、 降水主杠颜色需统一刷油 

7、降水电缆需单独配置新电缆，甲方提供电源接驳点 

8、基坑内由于下雨导致的积水，由降水负责下泵明排抽

水 

9、水资源费用缴纳 

10、 排水管道接入市政井处管道暗埋由降水单位负责施

1、桩基单位、基坑支护单位、总包单位：保证降水工程的井点

设备不受破坏； 

2、总包单位负责提供水电接驳点，配合分包单位接驳水电到位 



工 

11、 降水导致附近生活用水井水位下降，导致居民投

诉，降水单位负责协调打井 

12、甲方承担降水台班电费，乙方自理生活水电费 

24 
门供货、

安装 

1、按合同要求制作、运输、装卸、安装； 

2、负责门框填充密实； 

3、负责协助消防验收， 

1、总包单位：为门的供货安装单位提供堆放场地及安装作业

面； 

2、总包单位负责提供水电接驳点，配合分包单位接驳水电到位 

25 

钢结构

（主体结

构附属工

程） 

1、按合同要求制作、运输、装卸、安装； 

2、基础、主体等土建工程由总包单位负责施工； 

3、标高控制、埋件预设由钢结构单位负责； 

4、钢结构与土建工程交接位置封堵由钢结构单位负责； 

5、钢结构与土建工程交接位置收边、收口由总包单位负

责； 

6、钢结构工程防火、验收由钢结构单位负责； 

7、埋板与混凝土构件之间的缝隙灌实由总包单位负责； 

8、水电费用、临时设施费用由钢结构单位负责。 

总包单位： 

1、基础、主体等土建工程由总包单位负责施工； 

2、钢结构与土建工程交接位置收边、收口由总包单位负责； 

3、埋板与混凝土构件之间的缝隙灌实由总包单位负责； 

4、水电接驳、临时设施场地规划由总包单位配合。 

26 

钢结构

（独立工

程） 

1、按合同要求制作、运输、装卸、安装； 

2、基础、主体等土建工程； 

3、标高控制、埋件预设； 

4、钢结构与土建工程交接位置封堵； 

5、钢结构与土建工程交接位置收边、收口； 

6、钢结构工程防火、验收； 

7、埋板与混凝土构件之间的缝隙灌实； 

8、水电费用、临时设施费用。 

  

27 

临时路

（独立工

程） 

1、根据放线定位进行道路敷设； 

2、路基、路面建设； 

3、后期维修保养； 

4、排水沟的砌筑、过路管的埋设； 

5、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 

6、水电费用、临时设施费用。 

总包单位： 

1、规划放线、定位； 

2、水电接驳、临时设施场地规划由总包单位配合。 

28 围挡 

1、钢制围挡的制作、运输、装卸、安装； 

2、基础土方开挖、回填； 

3、砖基础的砌筑、墙体抹灰、涂饰； 

4、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 

5、水电费用、临时设施费用。 

总包单位： 

1、规划放线、定位； 

2、水电接驳、临时设施场地规划由总包单位配合。 

29 栏杆百叶 

1、栏杆百叶的制作、运输、装卸、安装； 

2、栏杆安装固定方式由分包单位自行负责； 

3、水电费用、临时设施费用。 

总包单位： 

1、水电接驳、临时设施场地规划由总包单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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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立面幕

墙（石

材、玻

璃、铝

板） 

1、幕墙的制作、运输、装卸、安装； 

2、基础、主体等土建工程由总包单位负责施工； 

3、标高控制、埋件预设由幕墙单位负责； 

4、幕墙与土建工程交接位置封堵由幕墙单位负责； 

5、幕墙与土建工程交接位置收边、收口由幕墙单位负

责； 

6、幕墙工程防火、验收由幕墙单位负责； 

7、埋板与混凝土构件之间的缝隙灌实由幕墙单位负责； 

8、水电费用、临时设施费用由幕墙单位负责。 

9、幕墙的深化设计（投标阶段分包单位收到二次设计图

纸后进行深化设计）； 

10、投标阶段充分踏勘现场、审阅研究二次设计图纸，确

定施工方案。 

11、充分考虑运输、装卸、安装过程的场地、道路条件对

施工的影响 

总包单位： 

1、水电接驳、临时设施场地规划由总包单位配合； 

2、材料、半成品、成品的堆放场地由总包单位配合。 

3、分包单位临时使用脚手架、施工电梯等设备时，总包单位免

费配合。 

31 通风工程 

包括正压送风和防排烟通风机挡烟垂壁等工程项。 

1、风机、风管采购安装及调试 

2、从控制箱电源以下至风机的穿线及接线施工。 

3、负责管道与风井连接处的防火封堵处理。 

4、配合装修单位进行送风口百叶调整，保证安装质量。 

5、负责通风工程的消防验收工作。 

总包单位： 

1、负责预留洞口。 

2、负责风机控制箱安装及电源接入。 

3、负责控制箱至风机的电气穿线管的预埋及扫管。 

4、负责安装前对通风井清理。 

5、负责管道安装完成后进行管道与风井的土建封堵抹灰处理。 

6、负责风机基础施工。 

32 地热工程 

1、负责地热盘管及分水器、阀门、过滤器与采暖分户管

连接以及供热调试 

2、负责挤塑板、铝箔反射膜、钢网片、卡子、保护环带

及伸缩缝膨胀条苯板的采购安装 

3、负责地面施工过程中地热管看护，保证管道固定牢固

及压力。 

4、负责水压试验后与精装修单位交接。 

5、地热工程甲方另行分包时执行上述施工界面划分标

准。 

1、地热管及分水器甲供材 

总包单位： 

1、负责地热施工前地面清理至结构面标高。 

2、负责地面施工级过程中对地热管的成品保护。 

3、负责将管道井到分水器的采暖管道敷设至指定位置，并提供

给地热单位连接用的弯头及活接。 

33 电梯工程 

电梯工程范围：1、负责配合甲方深化电梯设计图纸；基

坑、井道和机房尺寸设计复核；2、电梯设备、运输、装

卸、保险、货物运至施工现场保管等；3、电梯设备和轿

厢安装及调试；4、电梯基坑内爬梯、电梯井道照明、插

座回路等所有井道附属设施安装工程；五方通话监控盘的

安装（安装在园区监控室内）；5、机房设备接地；6、由

电梯轿厢至机房控制柜的电线及其线路安装，电梯井道内

的所有强弱电电缆（包括监控用视频电缆）安装； 

总包单位：1、负责电梯基坑、机房以及井道土建施工；负责候

梯厅门套标高控制线的定位；2、楼层呼叫器、消防迫降开关、

机房预留洞（孔）的施工；负责机房维修吊钩的预埋施工；3、

负责敷设电梯电源箱电缆至电梯控制柜（箱）。4、负责基坑及

机房内混凝土浇筑施工；楼层呼叫器及消防迫降开关盒的封

堵；候梯厅门套的封堵；精装单位：负责轿厢在装修期间的成

品保护配置；智能化单位：1、负责电梯五方通话的布线由电梯

控制柜（箱）至园区控制室；2、电梯轿厢内监控头的安装施

工； 

34 
弱电外网

工程 

弱电综合外网工程范围： 

1、园区内：综合弱电管网图纸标注的弱电管网、弱电管

井施工（不包含井盖； 

2、智能化图纸中标注的监控杆基础、道闸杆基础、背景

音乐基础、室外弱电箱基础；园区围墙内暗埋管（盒）； 

3、负责主体建筑出户管的连接； 

4、负责园区人行门门禁的暗配管（盒）施工； 

总包单位：主体建筑弱电出户管施工；出户管施工至主体建筑

1M 处； 

智能化单位：提供监控杆、道闸杆、背景音乐基础的预埋件； 

通信、有线电视、消防联动单位：利用弱电管网进行穿线施

工； 

景观单位：负责室外弱电井检修口的提升，提升至景观图纸标

高，负责弱电井的井盖安装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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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机设

备采购及

安装 

1、机组设备供货； 

2、负责运输、卸货、就位及安装机组减震垫。 

3、 负责连结机组至油箱的进、回油管； 

4、负责机组与启动蓄电池的接线； 

5、负责机组排风罩的制件及安装； 

6、负责安装机组的消声器及膨胀管； 

7、负责由发电机组接入的相应低压配电屏以下发电机侧

的所有动力、控制电缆安装、调试；但发电机组接入相应

低压配电屏的主供电动力电缆除外。 

8、负责其它为了机组正常工作所必须的机组本体安装、

调试工作，协助配合发电机环保单位施工及与相应低压配

电屏的联接及调试。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负责按发电机设备供货单位要求进行设备

基础施工；发电机设备供货单位负责设备基础的二次灌浆； 

消防工程：发电机安装单位负责提供消防联动模块接口，消防

单位负责消防联动线敷设及连接。 

36 
塑钢窗供

货、安装 

1、塑钢门窗（包括窗框、窗扇，玻璃、五金加工、制

作、安装；玻璃贴膜，成品保护、门窗框打发泡； 

2、负责塑钢窗五性检测，耐火窗进行耐火性检测； 

3、负责材料到场后运送至户内的材料搬运、二次倒运。 

总包单位： 

1、水电接驳，临时设施场地规划由总包单位配合； 

2、材料、半成品、成品地堆放场地由总包配合； 

3、分包单位临时使用脚手架、施工电梯等设备时，总包单位免

费配合； 

4、垂直运输，水平线、垂直线、控制线等放线工作 

37 固化地坪 

1、前期深化设计、样板配合、生产及供货、产品检验、

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

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2、地面清理、修补、打磨施工，过程中对相关单位成品

保护，施工完成后成品保护。 

3、垃圾清理并外运至场外（场地自寻）。 

4、其他地库划线、车挡、堆积门、水暖电等安装配合； 

1、土建总包：负责提供工作面、封闭的仓库；水电预留到位；

临时水电提供（需供方交费）；及现场安全文明整体管理； 

2、装修总包：负责提供工作面及现场安全文明整体管理； 

3、固化剂供应商：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至施工方指定仓库或

施工现场。 

38 消防工程 

1、自动喷淋系统； 

2、消防设备机房； 

3、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含消防外网）； 

4、气体灭火系统； 

5、灭火器配置； 

6、防火卷帘系统；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负责消防水池出水口之前的土建和管道安

装工作（包括出水口钢套管预埋）,并负责消防单位进场前的预

留孔洞、预埋线管及过梁/过墙/过楼板套管。消防单位负责消

防水池出水口管道阀门安装，以及水泵房里面的设备、管道安

装（包括给水泵、消防泵）。消防单位应负责将给水管引出水

泵房 50mm，后面的管道由总包单位进行负责。  

 

工程合约界面划分-拓展项目之泊寓 

序号 合同名称 主合同供应商工作内容 相关承包商的工作界面 

一 前期工程     

1 施工用水 
管沟土方开挖、回填、管沟基础和流量计、给水管道的安

装和调试。 
由房东提供接驳点，接驳点确定后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2 施工用电 
设备基础、电缆管沟的开挖和回填、管沟基础、管道敷

设、电缆敷设、电气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等等。 
由房东提供接驳点，接驳点确定后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3 采暖 采暖管网安装调试 由房东提供接驳点，接驳点确定后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4 排水 排水管网安装调试 由房东提供接驳点，接驳点确定后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5 拆除工程 
室内及公区原废旧装饰材料及废旧采暖、给排水旧管网拆

除。 
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二 
工程施工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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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工程

（土建部

分） 

1 、临建工程（工人生活区，工地大门、洗车槽、除园区

主路外临时道路，临时办公室、施工临电、施工临水，不

同总包间分区围挡），总包提供分包工人宿舍 

2、 基础工程：负责临时路，土方，降水，桩基础配合放

线工作， 

3、地下室及主体结构； 

4、内外墙砌体，抹灰； 

5、防水工程（屋面、露台、外墙、地下室、厨房、阳

台，住宅花池）； 

6、公共部位装修；入户门，防火门收口封堵，楼梯间地

面面层，地库墙饰面工程，电梯机房饰面 

7、地下室、裙楼及塔楼电梯大堂及走廊等公共部位的墙

面、天棚水泥砂浆抹灰 

8、屋面工程；（含通风基础） 

9、给排水工程；（生活给水、热水、雨污水排水、冷凝

水排水）； 

10、电气工程；（供配电、公共照明、防雷接地、户内配

电箱/弱电箱、强电/对讲/电视/电话/网络线管预埋到位,

包括桥架安装）； 

11、变压器房、高低压配电室土建施工，电房通风及电房

照明； 

12、机房设备基础； 

13、化粪池（包括结构、防水）； 

14、外墙（包括铝合金门窗）淋水实验。 

15、电梯的临时防水门槛。 

16、地热盘管、保温、反射膜等相关工程建议纳入土建总

包施工范围内，以减少隐蔽后责任归属问题。                                                                                             

17、总包负责所有水电管道口，战时人防管道，通风管

道，消防管道口等周边封堵，                                                                                                             

18，总包为各分包提供正式水电接驳点，电费按挂表计价

方式处理，免费提供垂直运输包含电费 

1、基础工程：基础采用砖胎膜，砖胎膜之间采用级配砂石回

填，费用计入总包清单；总包负责人工清理土方，土方单位负

责外运 

2、电梯工程：总包单位负责临时机房、永久机房以及井道土建

施工，电梯单位提供图纸，土建总包负责构件预埋；总包单位

负责敷设电梯电源电缆至电梯机房配电箱（包含电梯配电

箱）。 

3、户内精装修：与精装修的工作界面详见户内精装修合同。 

4、消防系统：总包单位负责消防水池出水口之前的土建和管道

安装工作（包括出水口钢套管预埋）,并负责消防单位进场前的

预留孔洞、预埋线管及过梁/过墙/过楼板套管。消防单位负责

消防水池出水口管道阀门安装，以及水泵房里面的设备、管道

安装（包括给水泵、消防泵）。消防单位应负责将给水管引出

水泵房 50mm，后面的管道由总包单位进行负责。 

5、总平工程：a）、由总包单位负责将排水管接入室外第一个

检查井或排水沟（不含该检查井或排水沟）,并负责检查井的修

复工作。给水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个阀门处（不含

阀门），以后由外网单位施工。b）、地下室车库入口与次干道

之间的车行坡道由总平单位施工，地下室坡道的交界面为坡顶

的排水沟，排水沟及管线由总包单位负责施工。 

6、永久供电：a）、总包单位负责其承包范围内预埋管道的施

工；b）公变部分由总包单位负责从入户总箱或计量箱（含箱

体）开始接线，专变部分由总包单位负责从低压配电柜开始接

线（不包含低压配电柜）。 

7、铝合金门窗：铝合金门窗塞缝建议总包单位负责按图纸要求

预留门窗洞口，以及主体防雷接地和门窗收口、淋水试验等。

门窗单位负责所承包工程相关的防火、防雷、塞缝、防水涂膜

工作。 

8、智能化工程：总包负责从弱电井到户内弱电箱的预埋管道和

弱电箱的施工，智能化施工单位负责穿线。 

9、入户门：总包单位负责门洞收口和 50mm 以外的塞缝。 

10、总包配合管理费：配合管理费需包含分包使用外梯相关的

租赁费、电费、司机费等，计入总包清单，除施工电梯外的其

他施工电费分包与总包协商解决； 

11、甲方增加费用：甲方原因（拆迁等）导致地库无法封闭，

增加冬维费用需另行增加并计入总包合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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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工程

（单体水

电） 

一、给水工程 

1、给水进户：给水进户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

个阀门处（不含阀门），并负责阀门井进管处封堵，其它

由外网单位施工 

2、室内施工至用水点加丝堵。水压试验合格后与精装修

总包单位交接。 

二、排水工程 

1、排水出户：排水出户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

个阀门处（不含阀门），并负责阀门井进管处封堵，其它

由外网单位施工 

2、室内排水按照精装修排水点位安装到位，支管预留高

度高出结构面 300mm，并封堵严密。 

三、采暖工程 

1、采暖进户：采暖进户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

个阀门处（不含阀门），并负责阀门井进管处封堵，其它

由外网单位施工 

2、室内采暖，采暖管道及附件、散热器、地热全部由总

包单位施工，并负责水压试验合格后与精装修单位交接。 

四、室内消火栓工程 

1、负责室内消火栓系统所有安装。 

五、强电施工 

1、主体所有暗（明）配管路；图纸中标注的穿线；强电

井的所有设施；楼梯间感应灯具的安装；室内平灯头的安

装； 

六、弱电及消防联动施工 

1、弱电进户：总包单位施工出户至外墙 1 米处。 

2、主体所有暗（明）配管路；弱电井内配管、桥架、弱

电箱体安装； 

3、智能化的暗（明）配管盒敷设；可视对讲主机盒的暗

埋施工； 

1、户内精装修单位负责：室内开关插座的安装；厨卫吊顶内暗

埋盒至灯具浴霸排风扇的线路敷设；装饰吊顶内明敷设的线路

及灯具安装。 

2、消防系统：消防单位负责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的穿线及

灯具的安装。 

3、弱电系统：各个弱电分包负责，室内的穿线施工；智能化单

位负责可视对讲等室内设备的安装；弱电井道内设备的安装； 

4、水表：甲方委托分包单位采购及安装。 



3 

总包工程

（水电地

库） 

一、给水工程：负责地下车库给水管道施工。 

1、如有出地库外墙给水管道，负责施工至出地库外墙

1.5 米； 

2、如有水泵房，总包单位负责从水泵房内管道出墙 1.5

米开始施工； 

3、如有换热站，总包单位负责安装至换热站内水箱接口

法兰处，包括水表及表前阀门。 

二、排水工程：负责地下车库排水管道施工。 

1、涉及排水出户，负责施工至室外检查井，并负责进井

管道处封堵。（进卷可算至出外墙 1.5m，施工时根据检

查井位置，再计算 1.5m 外至检查井的工程量做签证。） 

2、涉及人防地库的，总包单位负责排水管道预埋及防爆

地漏安装（防爆地漏由人防单位提供）。 

三、采暖工程：负责地下车库图纸内采暖系统安装（包括

设备房内）。 

1、如有出地库外墙采暖管道，负责施工至出地库外墙

1.5 米； 

2、如有换热站，负责管道接入换热站内 1m。 

四、室内消火栓工程：负责消火栓系统安装（包括设备房

内）。 

1、如有出地库外墙给水管道，负责施工至出地库外墙

1.5 米； 

2、如有消防水泵房，总包单位负责从水泵房内管道出墙

1.5 米开始施工； 

五、强电施工 

1、强电进户：总包单位施工出户至外墙 1 米处。 

2、人防地库的套管暗埋。 

3、地库内暗（明）配管路；桥架施工；开关插座安装；

地库正常照明灯具安装；送排风风机施工至设备接线盒

处； 

4、如有换热站、水泵房，强电施工至主计量柜及电容柜

（双电源柜）； 

5、如有柴油发电机房，施工至柴油发电机自带的配电柜

（箱）； 

消防外网系统：消防外网单位负责室内消火栓系统水泵接合器

及井室安装。 

4 户内精装 

1、和装修施工图纸不符的隔墙砌筑、抹灰，原有不合适

隔墙的拆除，未预留到位的给水管、热水管、冷凝水管、

电线管的整改； 

2、墙面、地面、天花面、阳台地面、窗台面的装饰； 

3、所有与装修接触面的收口工作；  

4、电线穿线、固定灯具安装； 

5、甲供材料的安装（石材、瓷砖、涂料、开关插座面

板、洁具、龙头、卫浴五金）； 

6、甲方指定分包单位统筹管理（橱柜、厨电、木门、活

动家具（包括鞋柜、衣柜、卫浴柜等）、淋浴屏、木地

板）。 

7、给水工程：角阀安装、软连接安装、接至卫生器具以

及角阀处扣盖安装。 

8、负责卫生器具安装； 

9、负责连接卫生器具和预留排水管道的连接。 

精装修与施工总承包交接面： 

1、 外立面： 

1) 阳台、露台管道周边做 20mm 高环形防水砂浆； 

2) 外墙上排气扇预留孔洞应安装防风罩。 

2、 住宅内部： 

1) 进户门：在土建总包和精装修总包交接时，只需安装完门

框，门扇暂不装，在精装修湿作业完成后由精装修总包通知入

户门分包单位进场安装。 

2) 卫生间墙面：淋浴区防水层上翻 1800mm 高，其它墙面防

水层上翻完成面 200mm 高。 

3) 厨房：给排水管道安装及穿墙体洞口封堵完成。 

4) 顶棚 ：土建总包负责结构砼面修补、钢丝及杂物清理和除

锈。墙面、梁底、梁侧面：水泥砂浆抹灰。 

5) 厅/房地坪：用水泥砂浆层找平，注意入户门扇下沿距找平

层净距必需不小于 45mm。 



10、负责施工由室内强电箱至开关插座、灯具、浴霸、排

风机、室外空调机位的接线盒； 

11、负责室内弱电箱至各个点位的管路铺设；弱电箱内模

块的安装； 

6) 卫生间地面：结构砼完成，排水管道安装及穿楼板或墙体洞

口封堵完成，沉箱底防水层、防水保护层、排水盲管施工完

毕，并盛水检验（24 小时）不渗漏。 

7) 成品烟道：烟道安装完毕，注意烟道底部需做 100mm 厚、

150mm 高钢筋砼反坎并刷 911 防水涂料，烟道室内排烟口止

逆阀安装完毕且底部高于窗顶标高 80mm 以上。 

8) 水电安装： 

① 给排水：土建总包负责室内给水施工至用水点加丝堵，水

压试验合格后与精装修总包单位交接；室内排水按照精装修排

水点位安装到位，支管预留高度高出结构面 300mm，并封堵

严密；给排水管道穿墙体洞口封堵完成。 

② 强电：土建总包按照施工图点位完成套管、底盒预埋以及

穿铁线工作，由精装修总包负责线管底盒的装修定位确认、位

置调整、穿线及面板安装工作； 

③ 弱电：电视、电信、安防智能化、网络等弱电系统全部由

土建总包按照施工图点位完成套管、底盒预埋以及穿铁线工

作，由精装修总包负责线管底盒的装修定位确认、位置调整，

再由各弱电专业分包完成穿线工作及配合精装修进度安装终端

工作； 

④ 套管：空调及换气穿墙 PVC 套管需土建总包预埋（包含外

墙装饰圈及防风罩）。 

3、 公共区域：所有公共区域（含入户大堂、电梯厅、走廊、

消防楼梯间）由土建总包以及公共区域精装修分包完成相关装

修施工工作，然后交由精装修总包进行成品保护。 

4、条板、砼结构交接界面装修总包负责找平处理，费用计入清

单。 

5 
装修工程

（水电） 

1、给水工程：角阀安装、软连接安装、接至卫生器具以

及角阀处扣盖安装。 

2、负责卫生器具安装； 

3、负责连接卫生器具和预留排水管道的连接。 

4、负责施工由室内强电箱至开关插座、灯具、浴霸、排

风机、室外空调机位的接线盒； 

5、负责室内弱电箱至各个点位的管路铺设；弱电箱内模

块的安装； 

  

6 
展示区装

修 

大堂、样板房、样板房电梯间及走道装修： 

1、和装修施工图纸不符的隔墙砌筑、抹灰，原有不合适

隔墙的拆除，未预留到位的给水管、热水管、冷凝水管、

电线管的整改； 

2、墙面、天花水泥砂浆抹灰，地面水泥砂浆找平层施

工； 

3、厨房、卫生间墙面、地面的防水； 

4、墙面、地面、天花面、阳台地面、窗台面的装饰； 

6、所有与装修接触面的收口工作； 

7、电线穿线、固定灯具安装； 

8、甲供材料的安装（石材、瓷砖、涂料、开关插座面

板、洁具、龙头、卫浴五金）； 

9、甲方指定分包单位统筹管理（橱柜、厨电、木门、活

动家具（鞋柜、衣柜、卫浴柜）、淋浴屏、木地板）。 

总包单位：电气施工至入户配电箱，水管敷至厨房、洗手间，

并用堵头堵住。卫生间、厨房排水安装排水立管并按图纸预留

排水接口。给排水按照精装修点位施工，给水施工至给水点，

加丝堵；排水按照排水点位施工管道，支管施工至结构板上

300mm；采暖系统由土建总包单位施工完成。 

铝合金门窗：铝合金门窗负责塞缝，装修单位负责收口 

防火门、入户门、户内门：门安装单位负责塞缝，装修单位负

责收口 



10、电梯轿厢装修饰面、照明、扶手制作及安装（如

有）。 

7 户内空调 

1、货物供应：空调机组、冷媒管道、控制面板、送回风

风管、送回风口、检修口； 

2、工程安装：空调设备安装、送回风系统、新风系统、

冷凝水系统安装； 

3、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精装修工程：精装修单位负责提供天花布置、管线协调，空调

单位负责天花上风口开孔、风口安装、装饰面收口。 

8 消防工程 

1、自动喷淋系统； 

2、消防设备机房； 

3、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4、气体灭火系统； 

5、加压送风及防排烟系统； 

6、防火卷帘系统； 

7、水泵房的管道及设备安装（包括给水泵、消防泵等） 

8、负责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的安装； 

9、防护门监控的联动闭门器安装； 

总包工程：消防系统：总包单位负责消防水池土建和水池管道

套管预埋及孔洞预留工作,负责消防单位进场前的预留孔洞、预

埋线管及过梁/过墙/过楼板套管。消防单位负责消防泵房里面

的设备、管道安装（包括给水泵、消防泵）。消防单位应负责

将给水管引出水泵房 1.5m，后面的管道由总包单位进行负责。 

9 智能化 

1、园区内：对讲系统、周界系统、监控系统、室内安防

系统、门禁系统、停车场系统、背景音乐、电梯五方对讲

布线、园区机房控制室； 

2、负责主体建筑物内布线；室内可视对讲、室内安防、

室内报警按钮的安装施工；安防门禁系统中磁力锁安装； 

3、负责室外的布线；设备的安装，提供监控设备的预埋

件和室外背景音乐的预埋件； 

4、负责机房内静电地板施工；机房内接地系统；机房内

UPS 电池； 

总包单位：主体建筑内暗（明）配管路；弱电桥架的铺设；对

讲主机的暗埋盒安装；弱电箱安装； 

弱电综合管网单位：室外管井施工；相关的室外监控杆基础、

室外背景音乐基础、室外车辆管理设备基础的施工；室外弱电

箱基础的施工；园区围墙内暗埋管； 

景观单位：相关园区人行出入口闭门器安装、预留门禁磁力锁

安装位置；人行口对讲主机盒暗埋施工； 

10 
保温、涂

料 

1、屋顶风机基础需要加设外墙保温涂料保证平整度 

2、地库外墙裸露部位需要增设保温涂料 

3、疏散楼梯间、车行坡道、屋面墙和设备基础需采用脚

手架施工 

4、门卫,地库风道口、坡道/强弱电箱变基础、外露雨水

管、屋面排风烟管应包含在保温涂料清单中 

5、所有外墙保温涂料施工应施工至室外±0 或园建草皮下 

6、施工时使用机械产生电费应由分包承担 

土建总包：出具基面交接验收手续，土建总包对外墙进行打磨

处理，对于分段施工总包需要提供悬挑工字钢及悬挑层进行硬

防护封闭，提供材料堆场，提供垂直运输及运输电费，提供施

工用水/电接驳点，内业资料签字盖章，保温单位施工垃圾运至

总包指定场内地点，总包负责垃圾外运， 

三 
基础设施

合同 
    

1 
供电配套

费 

1、  包含设计费； 

2、  高压电缆进线，由变电站开关柜引至高压配电房接

线端，包括开关柜、缆沟、缆井、电缆； 

3、  高压变配电:包括开关柜、变压器、电缆、电缆头、

控制箱及防护套等； 

4、  低压配电：包括配电柜、配电箱、电缆、导线及电

房内电气设备； 

5、  电房低压集抄装置工程：包括电缆、电线、集抄装

置及电子表； 

总包工程：市政供电单位负责供配电施工至计量电表箱，总包

单位负责电房土建、计量电表箱出线供配电工作。 

总平工程：总平单位负责综合管线协调。 

消防系统：消防单位负责供配电房的气体灭火、防排烟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 
给（排）

水配套费 

1、 包含设计费； 

2、 红线外市政道路开挖申报、施工、修复； 

3、 市政供水干管管网停水、开叉、接管、修复； 

4、 供水管网土方开挖、管道垫层、管道敷设、阀门安

总平工程：总平单位负责综合管线协调。 



装、土方回填、路面修复； 

5、 水质检验。 

3 
电话、网

络 

1、 户内公共部分管线安装； 

2、 电话、网络布线及面板安装； 

3、 机房设备、楼层交换设备安装； 

4、 与市话网间连接光缆； 

5、 信号开通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负责户内弱电箱、电话网络线管及面板底

盒预埋，电话网络施工单位负责户内布线及面板安装；总包单

位负责机房装修、照明、提供电源，电话网络施工单位负责电

源引出。桥架安装由总包负责。 

总平工程：总平单位负责户外管线预埋，电话网络施工单位负

责户内布线 

4 信报箱 
1、信报箱制作、安装 

2、包通邮费用。 
装修工程：装修单位负责预留安装位置及装饰面收口 

5 
移动信号

覆盖 
负责安装移动电话室内覆盖系统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负责机房装修、照明、提供电源，移动信

号覆盖施工单位负责电源引出 

四 

材料及设

备采购合

同 

    

1 

发电机设

备采购及

安装 

1、机组设备供货； 

2、负责运输、卸货、就位及安装机组减震垫。 

3、 负责连结机组至油箱的进、回油管； 

4、负责机组与启动蓄电池的接线； 

5、负责机组排风罩的制件及安装； 

6、负责安装机组的消声器及膨胀管； 

7、负责由发电机组接入的相应低压配电屏以下发电机侧

的所有动力、控制电缆安装、调试；但发电机组接入相应

低压配电屏的主供电动力电缆除外。 

8、负责其它为了机组正常工作所必须的机组本体安装、

调试工作，协助配合发电机环保单位施工及与相应低压配

电屏的联接及调试。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负责按发电机设备供货单位要求进行设备

基础施工；发电机设备供货单位负责设备基础的二次灌浆； 

消防工程：发电机安装单位负责提供消防联动模块接口，消防

单位负责消防联动线敷设及连接。 

2 入户门 

1、 货物供应：木门的门框、门体、门锁、合叶、猫眼、

门插、门吸； 

2、 工程安装：门洞测量、门框、门体、门五金安装； 

3、 门框塞缝、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装修工程：门单位负责 50mm 以内的塞缝，装修单位负责装饰

面收口 

3 户内门 

1、 货物供应：木门的门框、门体、门锁、合叶、门吸； 

2、 工程安装：门洞测量、门框、门体、门五金安装； 

3、 门框塞缝、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装修工程：门单位负责 50mm 以内的塞缝，装修单位负责装饰

面收口 

4 车库门 

1、 货物供应：门机、门板、导轨、传动装置、控制装

置； 

2、 工程安装：门洞测量、安装； 

3、 门框塞缝、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装修工程：门单位负责 50mm 以内的塞缝，装修单位负责装饰

面收口 

5 软装采购 
装饰品、装饰灯具、地毯、窗帘、家俱的供货和现场摆放

安装。 
  

6 石材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7 外墙涂料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8 内墙涂料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9 外墙砖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0 内墙砖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1 塑料管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2 
户内配电

箱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3 玻璃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4 铝型材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5 
窗式通风

器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16 
火灾自动

报警设备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7 
可视对讲

设备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8 
停车场、

门禁设备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9 
摄像机设

备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0 开关面板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1 洁具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2 龙头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3 木地板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4 橱柜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5 厨电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6 衣柜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7 电梯设备 电梯设备、运输、装卸、保险、货物运至施工现场保管等   

28 防火门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9 床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0 桌椅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1 衣柜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2 热水器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3 洗衣机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4 空调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5 
交通划线

与地坪漆 

1、 室外道路地面画线及地下室车库的车位画线； 

2、 减速带、护角、车轮档及标识反光标牌等金属构件； 

3、 地下室地面环氧地坪漆。 

  

36 运动设施 

1、室内多功能球场工程（包括室内木地板、天花灯具、

立面踢脚线工程；移动羽毛球网柱、移动篮球架等）； 

注：天花灯具报价不含电线及其开关电箱等，均在室内装

修单位施工范围，并已预留好灯具接线口。 

2、其他球类场地面工程（包括地面工程、场外的围网、

场边灯具及其电线系统、网球网柱等）； 

3、运动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采购及安装。 

  

 

工程合约规划界面划分-拓展项目之成长中心 

序号 合同名称 主合同供应商工作内容 相关承包商的工作界面 

一 
前期工程

合同 
    

1 施工用水 
管沟土方开挖、回填、管沟基础和流量计、给水管道的安

装和调试。 
由房东提供接驳点，接驳点确定后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2 施工用电 
设备基础、电缆管沟的开挖和回填、管沟基础、管道敷

设、电缆敷设、电气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等等。 
由房东提供接驳点，接驳点确定后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3 采暖 采暖管网安装调试 由房东提供接驳点，接驳点确定后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4 排水 排水管网安装调试 由房东提供接驳点，接驳点确定后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5 拆除工程 
室内及公区原废旧装饰材料及废旧采暖、给排水旧管网拆

除。 
由土建施工单位负责 

二 
工程施工

合同 
    



1 

总包工程

（土建部

分） 

1 、临建工程（工人生活区，工地大门、洗车槽、除园区

主路外临时道路，临时办公室、施工临电、施工临水，不

同总包间分区围挡），总包提供分包工人宿舍 

2、 基础工程：负责临时路，土方，降水，桩基础配合放

线工作， 

3、地下室及主体结构； 

4、内外墙砌体，抹灰； 

5、防水工程（屋面、露台、外墙、地下室、厨房、阳

台，住宅花池）； 

6、公共部位装修；入户门，防火门收口封堵，楼梯间地

面面层，地库墙饰面工程，电梯机房饰面 

7、地下室、裙楼及塔楼电梯大堂及走廊等公共部位的墙

面、天棚水泥砂浆抹灰 

8、屋面工程；（含通风基础） 

9、给排水工程；（生活给水、热水、雨污水排水、冷凝

水排水）； 

10、电气工程；（供配电、公共照明、防雷接地、户内配

电箱/弱电箱、强电/对讲/电视/电话/网络线管预埋到位,

包括桥架安装）； 

11、变压器房、高低压配电室土建施工，电房通风及电房

照明； 

12、机房设备基础； 

13、化粪池（包括结构、防水）； 

14、外墙（包括铝合金门窗）淋水实验。 

15、电梯的临时防水门槛。 

16、地热盘管、保温、反射膜等相关工程建议纳入土建总

包施工范围内，以减少隐蔽后责任归属问题。                                                                                             

17、总包负责所有水电管道口，战时人防管道，通风管

道，消防管道口等周边封堵，                                                                                                             

18，总包为各分包提供正式水电接驳点，电费按挂表计价

方式处理，免费提供垂直运输包含电费 

1、基础工程：基础采用砖胎膜，砖胎膜之间采用级配砂石回

填，费用计入总包清单；总包负责人工清理土方，土方单位负

责外运 

2、电梯工程：总包单位负责临时机房、永久机房以及井道土建

施工，电梯单位提供图纸，土建总包负责构件预埋；总包单位

负责敷设电梯电源电缆至电梯机房配电箱（包含电梯配电

箱）。 

3、户内精装修：与精装修的工作界面详见户内精装修合同。 

4、消防系统：总包单位负责消防水池出水口之前的土建和管道

安装工作（包括出水口钢套管预埋）,并负责消防单位进场前的

预留孔洞、预埋线管及过梁/过墙/过楼板套管。消防单位负责

消防水池出水口管道阀门安装，以及水泵房里面的设备、管道

安装（包括给水泵、消防泵）。消防单位应负责将给水管引出

水泵房 50mm，后面的管道由总包单位进行负责。 

5、总平工程：a）、由总包单位负责将排水管接入室外第一个

检查井或排水沟（不含该检查井或排水沟）,并负责检查井的修

复工作。给水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个阀门处（不含

阀门），以后由外网单位施工。b）、地下室车库入口与次干道

之间的车行坡道由总平单位施工，地下室坡道的交界面为坡顶

的排水沟，排水沟及管线由总包单位负责施工。 

6、永久供电：a）、总包单位负责其承包范围内预埋管道的施

工；b）公变部分由总包单位负责从入户总箱或计量箱（含箱

体）开始接线，专变部分由总包单位负责从低压配电柜开始接

线（不包含低压配电柜）。 

7、铝合金门窗：铝合金门窗塞缝建议总包单位负责按图纸要求

预留门窗洞口，以及主体防雷接地和门窗收口、淋水试验等。

门窗单位负责所承包工程相关的防火、防雷、塞缝、防水涂膜

工作。 

8、智能化工程：总包负责从弱电井到户内弱电箱的预埋管道和

弱电箱的施工，智能化施工单位负责穿线。 

9、入户门：总包单位负责门洞收口和 50mm 以外的塞缝。 

10、总包配合管理费：配合管理费需包含分包使用外梯相关的

租赁费、电费、司机费等，计入总包清单，除施工电梯外的其

他施工电费分包与总包协商解决； 

11、甲方增加费用：甲方原因（拆迁等）导致地库无法封闭，

增加冬维费用需另行增加并计入总包合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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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包工程

（单体水

电） 

一、给水工程 

1、给水进户：给水进户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

个阀门处（不含阀门），并负责阀门井进管处封堵，其它

由外网单位施工 

2、室内施工至用水点加丝堵。水压试验合格后与精装修

总包单位交接。 

二、排水工程 

1、排水出户：排水出户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

个阀门处（不含阀门），并负责阀门井进管处封堵，其它

由外网单位施工 

2、室内排水按照精装修排水点位安装到位，支管预留高

度高出结构面 300mm，并封堵严密。 

三、采暖工程 

1、采暖进户：采暖进户管线由总包单位接到建筑外第一

个阀门处（不含阀门），并负责阀门井进管处封堵，其它

由外网单位施工 

2、室内采暖，采暖管道及附件、散热器、地热全部由总

包单位施工，并负责水压试验合格后与精装修单位交接。 

四、室内消火栓工程 

1、负责室内消火栓系统所有安装。 

五、强电施工 

1、主体所有暗（明）配管路；图纸中标注的穿线；强电

井的所有设施；楼梯间感应灯具的安装；室内平灯头的安

装； 

六、弱电及消防联动施工 

1、弱电进户：总包单位施工出户至外墙 1 米处。 

2、主体所有暗（明）配管路；弱电井内配管、桥架、弱

电箱体安装； 

3、智能化的暗（明）配管盒敷设；可视对讲主机盒的暗

埋施工； 

1、户内精装修单位负责：室内开关插座的安装；厨卫吊顶内暗

埋盒至灯具浴霸排风扇的线路敷设；装饰吊顶内明敷设的线路

及灯具安装。 

2、消防系统：消防单位负责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的穿线及

灯具的安装。 

3、弱电系统：各个弱电分包负责，室内的穿线施工；智能化单

位负责可视对讲等室内设备的安装；弱电井道内设备的安装； 

4、水表：甲方委托分包单位采购及安装。 

3 

总包工程

（水电地

库） 

一、给水工程：负责地下车库给水管道施工。 

1、如有出地库外墙给水管道，负责施工至出地库外墙

1.5 米； 

2、如有水泵房，总包单位负责从水泵房内管道出墙 1.5

米开始施工； 

3、如有换热站，总包单位负责安装至换热站内水箱接口

法兰处，包括水表及表前阀门。 

二、排水工程：负责地下车库排水管道施工。 

1、涉及排水出户，负责施工至室外检查井，并负责进井

管道处封堵。（进卷可算至出外墙 1.5m，施工时根据检

查井位置，再计算 1.5m 外至检查井的工程量做签证。） 

2、涉及人防地库的，总包单位负责排水管道预埋及防爆

地漏安装（防爆地漏由人防单位提供）。 

三、采暖工程：负责地下车库图纸内采暖系统安装（包括

设备房内）。 

1、如有出地库外墙采暖管道，负责施工至出地库外墙

1.5 米； 

2、如有换热站，负责管道接入换热站内 1m。 

四、室内消火栓工程：负责消火栓系统安装（包括设备房

消防外网系统：消防外网单位负责室内消火栓系统水泵接合器

及井室安装。 



内）。 

1、如有出地库外墙给水管道，负责施工至出地库外墙

1.5 米； 

2、如有消防水泵房，总包单位负责从水泵房内管道出墙

1.5 米开始施工； 

五、强电施工 

1、强电进户：总包单位施工出户至外墙 1 米处。 

2、人防地库的套管暗埋。 

3、地库内暗（明）配管路；桥架施工；开关插座安装；

地库正常照明灯具安装；送排风风机施工至设备接线盒

处； 

4、如有换热站、水泵房，强电施工至主计量柜及电容柜

（双电源柜）； 

5、如有柴油发电机房，施工至柴油发电机自带的配电柜

（箱）； 

4 
装修工程

（水电） 

1、给水工程：角阀安装、软连接安装、接至卫生器具以

及角阀处扣盖安装。 

2、负责卫生器具安装； 

3、负责连接卫生器具和预留排水管道的连接。 

4、负责施工由室内强电箱至开关插座、灯具、浴霸、排

风机、室外空调机位的接线盒； 

5、负责室内弱电箱至各个点位的管路铺设；弱电箱内模

块的安装； 

  

5 
铝合金工

程 

1、铝合金门窗（包括加工、制作、安装、防雷接地、成

品保护、门窗框防水砂浆塞缝、框边封胶、刷防水涂膜

等、门窗检测）； 

2、外立面铝合金百叶、铝隔栅（包括加工、制作、安

装、防雷接地、成品保护等，安全性检测）； 

3、阳台玻璃栏杆工程及栏杆预埋件安装（包括加工、制

作、安装、成品保护等，检测）； 

4、 钢结构玻璃雨篷； 

5、 门窗通风器安装。 

  

6 消防工程 

1、自动喷淋系统； 

2、消防设备机房； 

3、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4、气体灭火系统； 

5、加压送风及防排烟系统； 

6、防火卷帘系统； 

7、水泵房的管道及设备安装（包括给水泵、消防泵等） 

8、负责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灯具的安装； 

9、防护门监控的联动闭门器安装； 

总包工程：消防系统：总包单位负责消防水池土建和水池管道

套管预埋及孔洞预留工作,负责消防单位进场前的预留孔洞、预

埋线管及过梁/过墙/过楼板套管。消防单位负责消防泵房里面

的设备、管道安装（包括给水泵、消防泵）。消防单位应负责

将给水管引出水泵房 1.5m，后面的管道由总包单位进行负责。 



7 智能化 

智能化工程范围： 

1、园区内：对讲系统、周界系统、监控系统、室内安防

系统、门禁系统、停车场系统、背景音乐、电梯五方对讲

布线、园区机房控制室； 

2、负责主体建筑物内布线；室内可视对讲、室内安防、

室内报警按钮的安装施工；安防门禁系统中磁力锁安装； 

3、负责室外的布线；设备的安装，提供监控设备的预埋

件和室外背景音乐的预埋件； 

4、负责机房内静电地板施工；机房内接地系统；机房内

UPS 电池； 

总包单位：主体建筑内暗（明）配管路；弱电桥架的铺设；对

讲主机的暗埋盒安装；弱电箱安装； 

弱电综合管网单位：室外管井施工；相关的室外监控杆基础、

室外背景音乐基础、室外车辆管理设备基础的施工；室外弱电

箱基础的施工；园区围墙内暗埋管； 

景观单位：相关园区人行出入口闭门器安装、预留门禁磁力锁

安装位置；人行口对讲主机盒暗埋施工； 

8 公共装修 

包括大堂、标准层电梯厅及走道装修： 

1、墙面、地面、天花面的装饰； 

2、地面水泥砂浆找平。 

3、防火门外包和门套的制作安装及五金配件； 

4、装修范围配电、照明（电线、线管、插座、开关、灯

具，不包含出口指示灯、应急灯）； 

5、所有与装修接触面的收口工作； 

6、电梯轿厢装修饰面、照明、扶手制作及安装 

总包单位：负责墙面、天棚水泥砂浆抹灰。 

9 户内精装 

1、和装修施工图纸不符的隔墙砌筑、抹灰，原有不合适

隔墙的拆除，未预留到位的给水管、热水管、冷凝水管、

电线管的整改； 

2、墙面、地面、天花面、阳台地面、窗台面的装饰； 

3、所有与装修接触面的收口工作；  

4、电线穿线、固定灯具安装； 

5、甲供材料的安装（石材、瓷砖、涂料、开关插座面

板、洁具、龙头、卫浴五金）； 

6、甲方指定分包单位统筹管理（橱柜、厨电、木门、活

动家具（包括鞋柜、衣柜、卫浴柜等）、淋浴屏、木地

板）。 

7、给水工程：角阀安装、软连接安装、接至卫生器具以

及角阀处扣盖安装。 

8、负责卫生器具安装； 

9、负责连接卫生器具和预留排水管道的连接。 

10、负责施工由室内强电箱至开关插座、灯具、浴霸、排

风机、室外空调机位的接线盒； 

11、负责室内弱电箱至各个点位的管路铺设；弱电箱内模

块的安装； 

精装修与施工总承包交接面： 

1、 外立面： 

1) 阳台、露台管道周边做 20mm 高环形防水砂浆； 

2) 外墙上排气扇预留孔洞应安装防风罩。 

2、 住宅内部： 

1) 进户门：在土建总包和精装修总包交接时，只需安装完门

框，门扇暂不装，在精装修湿作业完成后由精装修总包通知入

户门分包单位进场安装。 

2) 卫生间墙面：淋浴区防水层上翻 1800mm 高，其它墙面防

水层上翻完成面 200mm 高。 

3) 厨房：给排水管道安装及穿墙体洞口封堵完成。 

4) 顶棚 ：土建总包负责结构砼面修补、钢丝及杂物清理和除

锈。墙面、梁底、梁侧面：水泥砂浆抹灰。 

5) 厅/房地坪：用水泥砂浆层找平，注意入户门扇下沿距找平

层净距必需不小于 45mm。 

6) 卫生间地面：结构砼完成，排水管道安装及穿楼板或墙体洞

口封堵完成，沉箱底防水层、防水保护层、排水盲管施工完

毕，并盛水检验（24 小时）不渗漏。 

7) 成品烟道：烟道安装完毕，注意烟道底部需做 100mm 厚、

150mm 高钢筋砼反坎并刷 911 防水涂料，烟道室内排烟口止

逆阀安装完毕且底部高于窗顶标高 80mm 以上。 

8) 水电安装： 

① 给排水：土建总包负责室内给水施工至用水点加丝堵，水

压试验合格后与精装修总包单位交接；室内排水按照精装修排

水点位安装到位，支管预留高度高出结构面 300mm，并封堵

严密；给排水管道穿墙体洞口封堵完成。 

② 强电：土建总包按照施工图点位完成套管、底盒预埋以及

穿铁线工作，由精装修总包负责线管底盒的装修定位确认、位

置调整、穿线及面板安装工作； 

③ 弱电：电视、电信、安防智能化、网络等弱电系统全部由

土建总包按照施工图点位完成套管、底盒预埋以及穿铁线工



作，由精装修总包负责线管底盒的装修定位确认、位置调整，

再由各弱电专业分包完成穿线工作及配合精装修进度安装终端

工作； 

④ 套管：空调及换气穿墙 PVC 套管需土建总包预埋（包含外

墙装饰圈及防风罩）。 

3、 公共区域：所有公共区域（含入户大堂、电梯厅、走廊、

消防楼梯间）由土建总包以及公共区域精装修分包完成相关装

修施工工作，然后交由精装修总包进行成品保护。 

4、条板、砼结构交接界面装修总包负责找平处理，费用计入清

单。 

11 
电梯安装

工程 

1、机房内电梯设备安装定位及井道设备安装及调试(膨胀

螺栓由乙方负责提供及安装)； 

2、候梯厅门（包括大、小门套）安装； 

3、候梯厅内电梯设备和轿厢安装及调试； 

4、轿厢安装及调试（包括轿厢内壁、轿厢门、候梯厅

门、候梯厅门套、地板、天花等装饰）； 

5、电梯井道照明、插座回路等所有井道附属设施安装工

程； 

6、机房设备接地； 

7、电梯监控盘的安装及调试（装于消防监控中心）； 

8、由电梯轿厢至机房控制柜的电线及其线路安装，电梯

井道内的所有强弱电电缆（包括闭路电视监控用视频电

缆）安装； 

9、配合甲方深化电梯设计、临时机房设计、井道尺寸验

收、年检手续、现场安全文明施工； 

10、电梯门洞的塞边收口。 

智能化工程：智能化单位负责轿厢内监控头安装，智能化监控

机房内的电梯监控盘由电梯安装单位安装。 

公共部分装修工程：电梯安装公司负责电梯厅门洞 50mm 以内

的塞缝；装修单位负责装饰收口；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负责临时机房、永久机房以及井道土建施

工，电梯单位负责构件预埋；总包单位负责敷设电梯电源电缆

至电梯机房配电箱（包含电梯配电箱） 

12 
展示区装

修 

大堂、样板房、样板房电梯间及走道装修： 

1、和装修施工图纸不符的隔墙砌筑、抹灰，原有不合适

隔墙的拆除，未预留到位的给水管、热水管、冷凝水管、

电线管的整改； 

2、墙面、天花水泥砂浆抹灰，地面水泥砂浆找平层施

工； 

3、厨房、卫生间墙面、地面的防水； 

4、墙面、地面、天花面、阳台地面、窗台面的装饰； 

6、所有与装修接触面的收口工作； 

7、电线穿线、固定灯具安装； 

8、甲供材料的安装（石材、瓷砖、涂料、开关插座面

板、洁具、龙头、卫浴五金）； 

9、甲方指定分包单位统筹管理（橱柜、厨电、木门、活

动家具（鞋柜、衣柜、卫浴柜）、淋浴屏、木地板）。 

10、电梯轿厢装修饰面、照明、扶手制作及安装（如

有）。 

总包单位：电气施工至入户配电箱，水管敷至厨房、洗手间，

并用堵头堵住。卫生间、厨房排水安装排水立管并按图纸预留

排水接口。给排水按照精装修点位施工，给水施工至给水点，

加丝堵；排水按照排水点位施工管道，支管施工至结构板上

300mm；采暖系统由土建总包单位施工完成。 

铝合金门窗：铝合金门窗负责塞缝，装修单位负责收口 

防火门、入户门、户内门：门安装单位负责塞缝，装修单位负

责收口 

13 幕墙 

1、幕墙金属龙骨的制作安装； 

2、幕墙饰面安装，包括铝合金玻璃幕墙、石材、铝单板

和铝塑板等。 

  

14 钢结构 1、钢结构制作及安装   



15 
展示区空

调 

1、 货物供应：空调机组、冷媒管道、控制面板、送回风

风管、送回风口、检修口； 

2、工程安装：空调设备安装、送回风系统、新风系统、

冷凝水系统安装； 

3、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精装修工程：精装修单位负责提供天花布置、管线协调，空调

单位负责天花上风口开孔、风口安装、装饰面收口。 

消防工程：所有消防排风排烟系统、加压送风系统由消防单位

负责。 

16 会所空调 

1、 货物供应：空调机组、冷媒管道、控制面板、送回风

风管、送回风口、检修口； 

2、 工程安装：空调设备安装、送回风系统、新风系统、

冷凝水系统安装； 

3、 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精装修工程：精装修单位负责提供天花布置、管线协调，空调

单位负责天花上风口开孔、风口安装、装饰面收口。 

消防工程：所有消防排风排烟系统、加压送风系统由消防单位

负责。 

17 户内空调 

1、货物供应：空调机组、冷媒管道、控制面板、送回风

风管、送回风口、检修口； 

2、工程安装：空调设备安装、送回风系统、新风系统、

冷凝水系统安装； 

3、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精装修工程：精装修单位负责提供天花布置、管线协调，空调

单位负责天花上风口开孔、风口安装、装饰面收口。 

18 泛光照明 
1、 配电箱、控制箱、灯具、桥架、管线安装； 

2、 泛光效果调试。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提供电源，泛光照明施工单位负责电源引

出。 

总平工程：负责路面修复。 

19 

太阳能热

水系统工

程 

1、 太阳能设备安装，包括集热器、保温水箱、屋面管

道、户内保温水箱、水泵； 

2、 冷水、热水管道、设备、阀门； 

3、 设备供配电，控制电路，用户操作面板。 

总包工程：太阳能热水系统施工单位负责从水箱和集热板进冷

水阀门后至水箱的热水加压泵的阀门（包括阀门），进水阀门

前和出水阀门后由总包单位负责。 

20 标识系统 
小区及商业中心范围内的指路牌系列、门牌系列、公共警

示系列、环境美化综合系列、园林景观设施系列等 
  

三 
基础设施

合同 
    

1 
供电配套

费 

1、  包含设计费； 

2、  高压电缆进线，由变电站开关柜引至高压配电房接

线端，包括开关柜、缆沟、缆井、电缆； 

3、  高压变配电:包括开关柜、变压器、电缆、电缆头、

控制箱及防护套等； 

4、  低压配电：包括配电柜、配电箱、电缆、导线及电

房内电气设备； 

5、  电房低压集抄装置工程：包括电缆、电线、集抄装

置及电子表； 

总包工程：市政供电单位负责供配电施工至计量电表箱，总包

单位负责电房土建、计量电表箱出线供配电工作。 

总平工程：总平单位负责综合管线协调。 

消防系统：消防单位负责供配电房的气体灭火、防排烟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 
给（排）

水配套费 

1、 包含设计费； 

2、 红线外市政道路开挖申报、施工、修复； 

3、 市政供水干管管网停水、开叉、接管、修复； 

4、 供水管网土方开挖、管道垫层、管道敷设、阀门安

装、土方回填、路面修复； 

5、 水质检验。 

总平工程：总平单位负责综合管线协调。 

3 
电话、网

络 

1、 户内公共部分管线安装； 

2、 电话、网络布线及面板安装； 

3、 机房设备、楼层交换设备安装； 

4、 与市话网间连接光缆； 

5、 信号开通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负责户内弱电箱、电话网络线管及面板底

盒预埋，电话网络施工单位负责户内布线及面板安装；总包单

位负责机房装修、照明、提供电源，电话网络施工单位负责电

源引出。桥架安装由总包负责。 

总平工程：总平单位负责户外管线预埋，电话网络施工单位负

责户内布线 



4 信报箱 
1、信报箱制作、安装 

2、包通邮费用。 
装修工程：装修单位负责预留安装位置及装饰面收口 

5 
移动信号

覆盖 
负责安装移动电话室内覆盖系统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负责机房装修、照明、提供电源，移动信

号覆盖施工单位负责电源引出 

四 

材料及设

备采购合

同 

    

1 

发电机设

备采购及

安装 

1、机组设备供货； 

2、负责运输、卸货、就位及安装机组减震垫。 

3、 负责连结机组至油箱的进、回油管； 

4、负责机组与启动蓄电池的接线； 

5、负责机组排风罩的制件及安装； 

6、负责安装机组的消声器及膨胀管； 

7、负责由发电机组接入的相应低压配电屏以下发电机侧

的所有动力、控制电缆安装、调试；但发电机组接入相应

低压配电屏的主供电动力电缆除外。 

8、负责其它为了机组正常工作所必须的机组本体安装、

调试工作，协助配合发电机环保单位施工及与相应低压配

电屏的联接及调试。 

总包工程：总包单位负责按发电机设备供货单位要求进行设备

基础施工；发电机设备供货单位负责设备基础的二次灌浆； 

消防工程：发电机安装单位负责提供消防联动模块接口，消防

单位负责消防联动线敷设及连接。 

2 入户门 

1、 货物供应：木门的门框、门体、门锁、合叶、猫眼、

门插、门吸； 

2、 工程安装：门洞测量、门框、门体、门五金安装； 

3、 门框塞缝、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装修工程：门单位负责 50mm 以内的塞缝，装修单位负责装饰

面收口 

3 户内门 

1、 货物供应：木门的门框、门体、门锁、合叶、门吸； 

2、 工程安装：门洞测量、门框、门体、门五金安装； 

3、 门框塞缝、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装修工程：门单位负责 50mm 以内的塞缝，装修单位负责装饰

面收口 

4 车库门 

1、 货物供应：门机、门板、导轨、传动装置、控制装

置； 

2、 工程安装：门洞测量、安装； 

3、 门框塞缝、半成品/成品保护、工程保修。 

装修工程：门单位负责 50mm 以内的塞缝，装修单位负责装饰

面收口 

5 软装采购 
会所、样板房和大堂的装饰品、装饰灯具、地毯、窗帘、

家俱的供货和现场摆放安装。 
  

6 石材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7 外墙涂料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8 内墙涂料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9 外墙砖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0 内墙砖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1 塑料管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2 
户内配电

箱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3 玻璃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4 铝型材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5 
窗式通风

器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16 
火灾自动

报警设备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7 
可视对讲

设备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8 
停车场、

门禁设备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19 
摄像机设

备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0 开关面板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1 洁具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2 龙头 
主材供货、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施、运输

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3 木地板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4 橱柜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5 厨电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6 衣柜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主辅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7 电梯设备 电梯设备、运输、装卸、保险、货物运至施工现场保管等   

28 防火门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29 床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0 桌椅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1 衣柜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2 热水器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3 洗衣机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4 空调 

主材供货及安装、产品检验、包装、运输、产品保护措

施、运输损耗及保险、卸车、现场验收、门洞塞缝、主辅

料及配件 

供货单位负责材料卸车，施工方负责将材料运至施工方仓库或

施工现场 

35 
交通划线

与地坪漆 

1、 室外道路地面画线及地下室车库的车位画线； 

2、 减速带、护角、车轮档及标识反光标牌等金属构件； 

3、 地下室地面环氧地坪漆。 

  

36 运动设施 

1、室内多功能球场工程（包括室内木地板、天花灯具、

立面踢脚线工程；移动羽毛球网柱、移动篮球架等）； 

注：天花灯具报价不含电线及其开关电箱等，均在室内装

修单位施工范围，并已预留好灯具接线口。 

2、其他球类场地面工程（包括地面工程、场外的围网、

场边灯具及其电线系统、网球网柱等）； 

3、运动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采购及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