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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况

1.1 项目简介

1、项目名称

堡镇化工路球场景观提升工程

2、建设单位

上海市崇明区堡镇人民政府

3、建设地点

项目位于堡港路东侧，化工路北侧，球场总面积 6350 平方

米。

4、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

将位于堡港路东侧，化工路北侧的球场进行景观提升（总面

积 6350 平方米，其中足球场 2700 已改造，本项目改造面积 3650

平方米），具体包括：绿化 2200 平方米，建造健身步道 625 平

方米、排水暗沟 310 米、健身场地 80 平方米、黑色沥青路面 270

平方米、停车场地 205 平方米、围墙和景墙 834 平方米，改造厕

所 40 平方米，安装休闲坐椅、健身器材、景观小品、灯光及控

制设备等。

5、 项目建设周期

建设期为 9 个月。

6、项目总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2

经初步估算，总投资为 182.65 万元人民币，其中建安费

156.10 万元，建设工程其它费 17.85 万元，预备费 8.70 万元。

所需资金由堡镇人民政府自筹。

1.2 编制依据

1、《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2、《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3、《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国发〔2014〕46 号）；

4、《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

37 号）；

5、《全民健身条例》（根据 2013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关

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6、《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382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颁布的《公共体育场馆建设标准系列-1》（体育场建设

标准）；

8、上海绿神生态园艺公司提供的《堡镇化工路球场景观提

升工程方案设计》；

9、业主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

http://www.88148.com/Info/201503183568.html
http://www.88148.com/Info/2015031835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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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范围

根据国家发改委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工作范围和

深度规定，我单位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本可行性研究报

告依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法规、政策和规范，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建设条件以及工程的总图规划、主要工程技术方案、环保、节能、

配套设施、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风险分析等进行分析研究，供

建设单位和项目审批部门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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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建设背景和必要性

2.1 项目背景

体育基础设施是城市体育事业发展和人们体育活动的重要

载体，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

来，堡镇地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却相对滞后，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与

现状文化体育基础设施不相适应，尤其是多功能、高档次公共体

育活动设施缺乏，不能满足人们多层次的体育活动需要。目前，

堡镇的体育基础设施绝大多数分布在城区学校、机关和事业单位

里，而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体育设施日常不对外开放，供居民

使用的公共体育设施非常少。化工路球场是面向全民的体育场

地，去年已完成了 2700 平方米的足球场改造，周边约 3650 平方

米场地建筑垃圾成堆，环境状况极差。为了提升化工路球场的环

境质量，满足人民对体育活动设施的需求，堡镇人民政府决定实

施化工路球场景观提升工程。

2.2 项目建设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发展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需要

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文化体育既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

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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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提高，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内

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体育在提高人民整体素质，促进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但

是，堡镇地区群众的体育活动设施还相当缺乏，现有化工路球场

环境较差、设施不全，根本无法满足群众开展多种体育锻炼的需

要。为进一步发展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实现体

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必须对化工路球场进行环

境提升和设施完善。

2、项目建设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需要

化工路球场景观提升项目的建设，既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

解决城市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不足的矛盾，又使城市整体功能得

到充分发挥，给城市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项目位于堡港路

东侧，化工路北侧，项目占地 6350 平方米（其中 2700 平方米足

球场已改造，本次改造 3650 平方米），球场周边为住宅区，地

理位置十分优越。项目的建设，可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高堡

镇城市化水平。

3、项目建设是改善城市环境的需要

化工路球场景观提升不但体现了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综合实

力，也是衡量城市文化素质和文明修养水平的标志之一。本项目

建成后，将成为堡镇体育设施改造的一个亮点，对于体现新时期

堡镇的城市建设水平、树立堡镇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和档次，

完善城市功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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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位置、现状和建设条件

3.1 项目位置

项目位于堡港路东侧，化工路北侧。

项目位置图

3.2 项目现状

球场总面积 6350 平方米（仓储用地），其中足球场地面积

2700 平方米（已改造好），本项目为球场四周环境提升，面积

为 3650 平方米。目前球场四周建筑垃圾成堆，道路破损，雨天

积水严重，旱天尘土飞扬，环境状况极差（详见以下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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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改造好的球场现状图

球场外围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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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设条件

3.3.1 自然条件

1、气温：年平均气温为 15.3℃，月平均气温以 1 月的 2.8℃

为最低，以 7 月的 27.5℃为最高。日极端最低气温为－ 10.5℃，

日极端最高气温为 38.3℃。

2、降水：年平均降水量为 1003.7 毫米，但年际间变化很

大，季节性变化也较明显。降水最多的 1977 年，年降水量达

1480.5 毫米，而降水最少的 1978 年，年降水量仅 606.1 毫米。

全年总雨日（日降水量≥ 0.1 毫米），最多年为 150 天，最少

年为 99 天。

3、大风：11 月至 2 月多为北风和西北风，3 月至 8 月盛

行东南风，9 月、10 月常吹北风和东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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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雾和雷：平均每年雾的总日数为 35 天左右，冬季和春

季为多雾期，约占总数 70% 的雾持续时间都在 4.0h 以下。全年

发生的雷暴日数 28-30 天，主要集中在 7-8 月份。

5、台风：夏秋两季受台风影响最为频繁。台风侵袭时，常

伴有暴雨。1949 至 1984 年，影响本岛的台风共 51 次，平均每

年 1.5 次，风力达八级以上的有 21 次，多发生在 7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

6、水质：崇明岛三面被长江水包围，东临界东海，常水位

在 2.4 米-2.6 米之间，沿江大堤均按高 8 米，宽 5 米的标准构

筑，能抵御十二级台风及大潮的联合侵袭。环岛的水闸及纵横交

错的沟河，可安全有效地控制岛内水位，确保崇明岛安全。

崇明的水源主要来自长江，长江水质经处理后可以满足饮用

水标准。

7、土壤：崇明为长江上游泥沙冲积而成，土壤以夹沙泥为

主，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其土壤主要由沙壤土组成，PH 值 7-8，

有机质含量在 3.5-4.5%之间，重金属因子砷、铬、汞、镉和有

机氯农药含量符合二级标准，速效磷 19PPM、含氮量 0.14%，速

效钾 103.4PPM，砷含量小于 10.86PPM，六六六和 DDD 含量均小

于 0.02PPM，能够达到植树造林等土壤要求，基本上对植物和环

境不会造成危害和污染。

8、空气：崇明岛域内的森林覆盖率达 20%以上，产生三废

排放的企业已基本绝迹，所以空气清新，PM2.5 引起的雾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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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少发生。

9、地震

上海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完整，地壳较稳定，根据《中国地震

烈度区划图（1990）》，上海市域地震基本烈度为 6 度。

3.3.2 基础设施条件

1、交通：该项目位于堡港路东侧，化工路北侧，因此，该

区域交通方便，完全能满足项目建设期及建成后的养护管理和交

通运输需要。

2 供水：拟建项目所处区域市政设施初步成型，完全满足建

设期用水和建成后用水。

3、污水排放：施工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

污水管网，雨水排入河道。

4、供电：项目建设期的生活供电采用市政供电线路供电，

完全满足项目建设期及建成后的用电需求。

5、防洪排涝：上海地区常有暴雨出现，该地区的河网已经

按水系规划初步建成，防洪排涝问题能够解决。

3.3 建设条件结论

本项目具备相应的规划、交通、气候、地质地貌等条件，是

具有实施条件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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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设内容与方案

4.1 建设内容

将位于堡港路东侧，化工路北侧的球场进行景观提升（总面

积 6350 平方米，其中足球场 2700 已改造，本项目改造面积 3650

平方米），具体包括：绿化 2200 平方米，建造健身步道 625 平

方米、排水暗沟 310 米、健身场地 80 平方米、黑色沥青路面 270

平方米、停车场地 205 平方米、围墙和景墙 834 平方米，改造厕

所 40 平方米，安装休闲坐椅、健身器材、景观小品、灯光及控

制设备等（各项建设内容具体位置详见附件：平面布置图）。

4.2 建设方案

1、绿化 2200 平方米

（1）场地整理

土壤是园林植物生长的基础，对施工场地含有害物质及杂物

必须清除，以达到植物生长的条件。在绿化工程施工前必须进行

土壤化验，采取相应的消毒、施肥等措施，对不合格土壤，采取

客土措施，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土壤肥力。

（2）苗木选择

植物选择应以乡土树种为主，选择观赏性强、季相变化显著的

观花、观叶植物和抗污染、滞尘、减噪等植物，主要品种为：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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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22.1-25.0 H851-900 P421-450、朴树 Φ16.1-18.0 H651-700

P301-350、栾树 Φ14.1-15.0 H601-650 P351-400、香樟 Φ

15.1-16.0 H551-600 P351-400、金桂 H351-400 P281-300、红

枫 H301-330 P231-250、紫薇 H281-300 P201-250、樱花

D7.1-8.0 H251-300 P201-250、紫叶李 H241-270 P211-240、

花石榴 H221-250 P181-200、紫荆 H201-250 P181-210、贴梗海

棠 H181-200 P201-220、海桐球 H121-150 P121-150、红叶石楠

球 H121-150 P121-150、茶梅球 H121-150 P121-150、瓜子黄杨

球 H101-120 P101-120、红花继木球 H101-120 P101-120、龟甲

冬青球 H101-120 P101-120、狭叶十大功劳 H45-50 P35-40 25

株/m2、金叶大花六道木 H45-50 P35-40 25 株/m2、金森女贞

H45-50 P35-40 25 株/m2、瓜子黄杨 H35-40 P31-35 36 株/m2、

红花檵木 H35-40 P31-35 36 株/m2、毛鹃 H35-40 P25-30 49 株

/m2，树下播种百慕大混播黑麦草等（具体以设计方案为准）。

（3）种植要求

1）PH 值 5.5～7.5 之间的壤土，疏松、透气，不含砂石、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如果是回填土，不能是深层土，最好以疏

松湿润、排水良好、富含有机质的肥沃冲积或粘壤土。

2）种植土深度要求：要求在种植土球下方有不小于 40cm 厚、

四周有不小于 10cm 宽的合格种植土，若达不到种植土要求，就

必需进行换土。

3）种植层须与地下层连接，无水泥板、沥青、石层等隔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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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以保持土壤毛细管、液体、气体的上下贯通。

2、健身步道建设方案

健身步道建设既要满足游人休闲漫步的需求，又要满足后期

维护等需要。本项目健身步道宽度为 2.5 米，面积 625 平方米，

侧边安装排水系统，健身步道的铺装与设计主题风格和使用功能

相协调，选用透水性能良好的绿色环保材料。本项目路面采用彩

色沥青（从下至上结构为：素土平整压实+200 厚碎石垫层+150

厚 C25 透水混凝土+ 50 厚彩色透水沥青+无色透明保护层）。

3、健身场地 80 平方米建设方案

本项目在球场南侧建造健身场地面积 80 平方米，选用透水

性能良好的绿色环保材料。本项目路面采用塑胶地坪（从下至上

结构为：素土平整压实+100 厚碎石垫层+100 厚 C25 混凝土+ 30

厚红色塑胶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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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黑色沥青路面 270 平方米建设方案

在厕所前等铺装黑色沥青路面 270 平方米（从下至上结构

为：素土平整压实+200 厚碎石垫层+200 厚 C25 混凝土+乳化沥青

层+50 厚粗沥青+ 30 厚细沥青）。

5、停车场地 205 平方米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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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球场南侧安排停车位 10 个，计 205 平方米，铺装黑色沥

青路面（从下至上结构为：素土平整压实+200 厚碎石垫层+200

厚 C25 混凝土+乳化沥青层+50 厚粗沥青+ 30 厚细沥青）。

6、围墙和景墙 834 平方米建设方案

沿球场四周建设围墙和景墙 834 平方米。其中景墙 14 平方

米，围墙 82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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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厕改造 40 平方米

（1）拆除平瓦屋面、拆除搭建、铲除墙面粉刷、拆除钢门

窗、拆除素混凝土地坪、 拆除水电，垃圾清运。

（2）新做层面、地面，外墙面重新粉刷，内墙贴面砖，天

面吊顶。

（3）重新排设给排水管、更新洁具、卫具以及照明通风设

备等。

8、灯光、小品等

车挡球 8 个、控制主机 1 台、草坪灯 14 盏、泛光灯 36 盏、

摄像头 4 个、健身器材 1套、景观坐凳 4 个、垃圾桶 5 个、标识

标牌 5 个、景观小品 2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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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单位与项目实施保障

3.1 建设单位

项目建设单位：堡镇人民政府

3.2 项目的经营管理

本项目建成后由施工单位负责绿化养护 1 年，验收通过后移

交崇明区堡镇人民政府管理。

3.3 保障措施

5.3.1 组织保障

实行项目法人管理和项目部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施工指挥

机构和施工保障体系，投入能保证施工进度如期实现的足够的施

工人员，实行专业化施工。

1.建立从项目部到各施工处的调度指挥系统，全面、及时掌

握并迅速、准确地处理影响施工质量、进度、安全的各种问题。

2.强化施工管理、严明劳动纪律，对劳动力实行动态管理，

优化组合，使作业专业化、正规化。

5.3.2 资金保障

制定项目实施的资金筹措保障措施，并建立以满足工程要求

的流动资金，高效的利用项目部的流动资金，最大程度发挥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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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效益。

建立项目实施内部资金账户，实施专款专用、专户储存、专

项核算制度。

5.3.3 进度保证

*计划管理保证措施

编制科学合理的总体施工进度计划，并在总计划的基础上分

解明确的月及旬计划，抓住主要矛盾，严格按计划安排组织施工，

重点抓好关键工序的施工。定期检查施工计划的执行情况，及时

对施工进度计划进行调整；在施工过程中，根据施工进展和各种

因素的变化情况，不断优化施工方案，保证各工序的衔接。

*劳力安排保证措施

加强施工人员的思想教育，充分认识完成工期目标的重要

性，调动施工人员的积极性，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对随意脱岗人

员给予经济处罚。

5.3.4 质量保障

* 现场技术交底制度

坚持以技术进步来保证施工质量的原则。项目部应编制有针

对性的施工组织设计，积极采用新工艺、新技术；针对特殊工艺

要编制有针对性的作业设计。每个工种、每道工序施工前要组织

进行各级技术交底，包括项目技术负责人对项目部的技术交底、

项目部对班组的技术交底。各级交底以书面进行。因技术措施不

当或交底不清而造成质量事故的要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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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进场检验制度

对工程的各类材料必须具有合格证明，并根据国家规范要求

分批量进行抽检，抽检不合格的材料一律不准使用，因使用不合

格材料而造成的质量事故要追究验收人员的责任。

*施工过程三检制度

实行并坚持自检、互检、交接检制度，自检要作文字记录。

隐蔽工程要由项目部组成项目技术负责人、质量检查员、班组长

检查，并做出较详细的文字记录。

*工程质量等级评定、核定制度

竣工工程首先由施工单位按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进行质量等

级评定，然后报当地管理部门核定，合格的工程发给质量认定证

书，未经质量等级核定或核定为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工。

5.3.5 安全保障

*项目安全保证体系的建立

1.根据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要求，把安全责任目标分解到岗，

落实到人。安全生产责任制必须经项目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2.对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大的施工作业项目，除制定项目

安全技术总体安全保证计划外，还必须制定专项安全施工技术措

施。

*安全教育措施

1.未经施工安全生产教育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项目部组织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全体人员应进行分批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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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基本知识教育，进行一次性安全技术交底。新派入施工现

场的人必须由项目部安全员对其进行入场安全教育。

*安全检查

项目部要组织项目部定期对安全控制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

检查和评价。对施工中存在的不安全行为和隐患，项目部组织分

析原因并制定相应的整改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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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项目实施进度

建设期为 9 个月，其中：第 1 个月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报和设计；第 2 个月完成设计；第 3 个月完成招投标；第 4 至

第 8 个月完成绿化种植、土建、景观配套设施建设等；第 8-9 个

月验收资料准备、竣工验收。

项目计划进度表

序号

日期

项目内容

9 个月

1 2 3 4 5 6 7 8 9

1
调研及可研报

告编审

2 设计

3 施工招标

4 施工阶段

5 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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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环境影响评价

7.1 项目建设中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施工扬尘、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施工噪音、施工弃土与垃圾等对环境的影响。

1、施工扬尘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在整个项目的施工期间，产生扬尘的作业主要有土地平整、

开挖与回填土、车辆运输、露天堆放、装卸等过程。如遇干旱无

雨季节，加上大风，施工扬尘将更加严重。据有关调查显示，施

工工期的扬尘主要由运输车辆的行驶产生，约占扬尘总量的60%，

并与道路路面及车辆行驶速度有关，一般情况下，施工场地、施

工道路在自然风作用下产生的扬尘所影响的范围在 100m 以内；

施工扬尘的另一种情况是材料的露天堆放，这类扬尘的主要特点

是受作业时风速度影响。

2、施工期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废水主要包括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施工

废水。

3、施工噪声的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的噪声主要可分为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

车辆噪声。建设施工期的汽车噪声来自运输车辆的发动机噪声、

轮胎噪声和喇叭鸣笛噪声，其中鸣笛噪声是汽车噪声中的最大噪

声源。机械噪声主要由施工机械所造成，如挖土机械、升降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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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点声源；施工作业噪声主要指一些零星的敲撞击打声、装卸

车辆的撞击声、吆喝等，多为瞬时的突发性、冲击性噪声；施工

车辆的噪声主要为材料运输，属于交通噪声，其中对声环境影响

最大的是机械噪声。

4、施工期固体废弃物的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废弃物，同时在施工期间

需要挖土、运输弃土，运输各种材料，工程完工后，会残留部分

废弃材料，若管理或处理不当，将对施工区域及附近周围环境造

成一定的污染影响。

7.2 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扬尘污染监测及防治措施

扬尘是施工期的主要大气污染，必须加强管理，施工扬尘产

生环节为：场地平整、土方挖掘、垃圾运输等，包括工地运输的

道路扬尘、露天堆场和裸露场地扬尘及施工作业扬尘。针对施工

期扬尘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定时派人清扫

施工路面，减少尘土量。汽车进入施工场地应减速行驶，避免扬

尘。

2、废水污染防治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所产生的生活污水，针对

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建议施工人员充分利用现有的厨房和卫生

设施，生活污水严禁随地排放，只要加强管理，建设施工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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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污水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很大影响。

3、噪声污染防治

在施工期间，必须执行《建筑施工场界限值》（GB12523-90）

中Ⅲ类标记和有关规定，以及国家环保总局的相关规定。建设施

工单位在施工前应向环保部门申请登记。除抢修、抢险作业和因

生产工艺要求或者特殊要求必须连续作业外，禁止夜间进行生产

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因特殊要求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由

县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并且必须公告附近居民。

对于运送苗木和土方的汽车等随机移动声源，施工单位应保

护运输车辆技术性能的良好，部件紧固，无刹车尖叫声，每辆运

输车均需安装完整有效的排气消声器。

尽量选用先进的施工工艺和机械，并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

管理，保证施工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的良好

工作状态；建设期间采取封闭式施工，加强同周围相关单位与居

民的沟通工作。

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提倡文明施工，并应充分利用噪声

的指向性和衰减性合理布置声源位置，使噪声指向对安静要求不

高的地区。

4、固废物污染防治

本项目施工期间会产生一定量的施工弃物。施工单位应进行

一定的规划运输，加强管理，对于弃土应进行利用，建设单位或

施工方在施工前落实好弃土的利用方式，如用作其它建设工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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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对其它建筑垃圾，应尽量分类后回收利用，对无利用价值

的废弃物必须统一收集、装运，按城市建设管理部门规定的要求

统一处置，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严禁随意运输，随意倾倒。

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不能随意倾倒、抛弃、转移和扩散，

应设置临时垃圾箱（筒）收集，并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及时处理，

做到日产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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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程招投标

按照国家计委颁发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增加招标内

容以及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的要求，参照国家及地方有关建

设项目招投标的相应规定，现就本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涉及的

各项招标事项如下设定。

8.1 项目具体招标范围

工程施工招标

8.2 项目的招标组织形式

本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在熟悉和掌握《招标投标法》及有关

法规规章的基础上，按照《工程建设项目自行招标试行办法》

（2000 年 7 月 1 日，国家计委令第五号发布）中的相关规定开

展招标工作。

8.3 项目的招标方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崇明区人民政府的相

关规定，本项目招标内容所涉及的施工宜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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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节能

9.1 节能设计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 年）；

2、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3、 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

审查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06]2787 号）；

4、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1990；

5、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6、 《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

9.2 能耗分析

项目用能主要为建设期和运营期使用电、油、水、等，能源

使用量较少，年总能耗量 5.27t标准煤，详见下表：

本项目年消耗能源指标表

序号 耗能种类 用量 折标系数 折标煤量(t)

1 电 2.5万度 1.229 3.07

2 水 1.2万吨 0.86 1.03

3 油 0.80吨 1.4714 1.17

合计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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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节能措施

1、科学种植节能

科学种植树木。首先，在植物配置上，应尽量提高绿化覆盖

率，减少周围硬质地面，这样可以缓解暴晒及骤雨造成地表面的

温差变化，从而改善生态和室内环境，实现节能。

2、选用节能设备

在选用设备时，积极选用节能型、环保型新设备，减少不必

要的线路电耗、油耗、水耗。

3、加强能源管理

成立节能节电工作小组，日常监督节能管理工作的执行情

况，定期统计数据，进行能源消耗指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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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10.1 投资估算

1、投资估算依据

拟建项目的工程造价参照现行上海建安定额及有关规范和

规定以及上海建设工程造价信息、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并参考大

量同类项目有关资料，同时根据国家发改委编制的《投资项目可

行性研究指南》、发改委与建设部颁发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

法与参数》（第三版）、上海建设工程其他费用取费定额等相关

规定对投资估算的要求，经分析比较而确定的。主要依据为：

１、有关设计方案和工程量；

２、《上海市园林工程预算定额》（2000 年）；

３、《上海市建设工程费用计算规则》（2000 年）；

４、《上海建设工程建材与造价资讯》（2021 年 1 月份）

５、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2、编制说明

本项目建设投资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预

备等。建筑安装工程费主要包括苗木购买、土地整理、基础设施

建设等。建设工程其他费包括工程前期咨询费、设计费、招标代

理费、工程监理费、财务监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等。

建设工程其他费参考以下文件并进行协商。

可研编制费参照《计价格[1999]1283 号》、《崇价管（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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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号》文计算并协商；设计费参照《计价格（2002）10 号》

文计算并协商；招标代理费参照《沪价费（2005）056 号》文计

算并协商；代建费和财务监理费参照《沪发改投（2016）70 号》

文计算并协商；工程监理费根据参照《发改价格（2007）670 号》

及《沪建市管（2011）30 号》文计算并协商。

3、投资估算表

经初步估算，总投资为 182.65 万元人民币，其中建安费

156.10 万元，建设工程其它费 17.85 万元，预备费 8.70 万元。

10.2 资金筹措方案

工程所需资金由堡镇人民政府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和费用名称

相关参数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合计

（万元）
备注

一 建安费 156.10

1 绿化 2200 平方米 40.70

1.1 场地整理及土壤改良 2200 平方米 10 2.20

1.2 苗木及种植 2200 平方米 175 38.50

2 土建工程 98.54

2.1 健身步道 625 平方米 350 21.88

2.2 塑胶健身场地 80 平方米 300 2.40

2.3 沥青场地及停车场 475 平方米 320 15.20

2.4 排水暗沟 310 米 200 6.20

2.5
球场西侧排水沟护岸

及疏浚
50 米 7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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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围墙及景墙 834 平方米 400 33.36

2.8 大门 1 个 40000 4.00 含门洞

2.8 厕所改造 40 平方米 3000 12.00
含 设 备 更

新

3 配套设施设备 10.86

3.1 车挡球 8 个 500 0.4

3.2 控制主机 1 台 6000 0.6

3.3 草坪灯 14 盏 500 0.7

3.4 泛光灯 36 盏 350 1.26

3.5 摄像头 4 个 5000 2.00

3.6 健身器材 1 套 25000 2.50

3.7 景观坐凳 4 个 1500 0.60

3.8 标识标牌牌 5 个 2000 1.00

3.9 垃圾桶 5 个 800 0.40

3.10 景观小品 2 个 7000 1.40

4
拆除乱搭建及垃圾清

运
1 项 60000 6.00

4.1 拆除乱搭建 185 平方米 160 2.96

4.2 垃圾清运及回填土 844 立方米 36 3.04

二 建设工程其它费 17.85

1 工程设计费 1 项 6.30

2 工程监理费 1 项 4.20

3 招标代理费 1 项 1.50

4 可研费 1 项 1.80

5 投资监理 1 项 1.30

6 管理费 1 项 2.75

三 预备费 8.70

四 总造价 1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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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社会稳定性风险分析

11.1 编制依据

1、上海市《关于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

制的意见（试行）》；

2、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重点建设项目社会稳

定风险分析和评估试点办法》；

3、《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

入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通知》（沪委办发

[2011]32 号）；

4、其他相关资料和设计资料。

11.2 项目风险分析

本项目对周边群体的影响较小，风险源主要来自项目施工过

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主要风险因素如下：

1、施工过程中，施工车辆的进出、施工垃圾的堆放，可能

对周边道路交通、群体出行带来影响与不便。

2、施工过程中，施工垃圾的运输，可能给周边路面带来污

染，影响环境。

3、施工过程中，可能对周边群体带来噪音、粉尘等污染，

给周边群体带来日常生活、工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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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项目风险等级评判

参照沪府办（2006）106 号文的分级标准，风险等级分为 A

级、B 级、C级。

A 级：重点项目的实施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B 级：重点项目的实施可能引发一般性群体性事件；

C 级：重点项目的实施可能引发个体矛盾冲突。

综合考虑本项目风险的分析，本项目的建设基本不会引起群

体性事件，且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将随着项目的结束而

消除，影响是短期的、可逆的，按照风险等级划分标准，项目风

险等级预判为 C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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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建设是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以人为本构建和

谐社会的需要。本项目的实施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方面，项

目建成后，可改善当地的居住环境，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改善投资环境，为堡镇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改善当地居住环境。

项目建成后，能解决球场周边脏、乱、差等现象，为居民的

居住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2、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项目的建设能为人民提供了一个体育、交往、娱乐、休闲的

场所，丰富了人民业余的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通过造林建设可改善周边小气候、降低风速、调节温度、

增加大气湿度、改善土壤盐碱情况、调节地下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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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结论与建议

13.1 结论

项目建设成后，一方面能为周边群众提供体育健身场地，另

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城市景观，优化人居条件，提升城

市品位，有良好的绿化、美化的园林环境也是现代城市不可缺少

的功能之一。

通过宏观、微观层面对本项目的综合评价，可以看出，本项

目的方案设计合理、资金来源可靠，生态与社会效益良好，而政

府大力支持、市民衷心拥护更是本项目不可多得的优势资源。

据此，做出以下结论：本项目建设可行且必要。

13.2 建议

1、要本着适时、适地、适树的原则进行设计和种植，确保

成活率达 95%以上，同时，要切实加强养护和抚育措施，以确保

树木健康生长。

2、本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有着繁重的养护责任，建议建

设单位尽早安排养护人员，落实设备和资金。

附件：绩绩效目标表、权证、平面布置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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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项目绩效目标表（暂行）

项目名称 堡镇化工路球场景观提升工程

项目总投资

（万元）
182.65

政府出资

（万元）
182.65

总体目标 为周边群众提供体育活动场地，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实现体育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改善球场环境，树立堡镇城市形

象、提升城市品位和档次，完善城市功能。

绩效

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绿化提升 2200 平方米

指标 2：健身步道 625 平方米

指标 3：塑胶健身场

地
80 平方米

指标 4：排水暗沟 310 米

指标 5：黑色沥青场

地
270 平方米

指标 6：沥青地面停

车场
205 平方米

指标 7：围墙 834 平方米

指标 8：厕所改造 1个

指标 9：其它
安装休闲坐椅、健身器材景

观小品、灯光等

质量指标 指标 1：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 1：完成日期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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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指标 指标 1：总投资 182.65 万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 1：公益项目 不考核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改善球场周

边环境，缓解体育场

地紧缺矛盾

明显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1：使用环保材

料

100%

指标 2:提升绿化景

观效果

明显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促进群众性

体育活动可持续发展 明显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游客满意度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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