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 港 市 基 建 审核 中心

审 核 报 告

被审计单位: 张家港市通洲沙西水道综合整治有限公司

审 计 项 目: 通洲沙西水道通沙汽渡 ~五干河段边滩综合

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结算审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和 《江苏省国家

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苏州市政府公共工程审计监督办法》

的规定,张家港市基建审核中心自2018年 1月 10日 至 2018年

1月 20日 ,对张家港市通洲沙西水道综合整治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西水道综合整治公司 )组 织实施的长江澄通河段通洲沙西水

道通沙汽渡 ~五干河段边滩综合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的竣工结算

造价及相关费用进行了审核。西水道综合整治有限公司及有关单

位对其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负责,并对此作出了书面承诺。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苏发改农经发 (2010〕 1384号 批复同意实施通洲沙西

水道河道整治工程,项 目正式立项并进入可研阶段;苏发改农经

发 〔2011〕 1761号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经张委

组 〔2011〕 106号批准,张家港市成立了通洲沙西水道综合整治

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便于工程顺利实施;经苏市水 〔2011〕 289

号批准成立张家港市通洲沙西水道综合整治工程建设管理处,作

为项目法人负责该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

根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行政许可决定 (长 许可

[2015]17号 ) 《关于长江澄通河段通洲沙西水道通沙汽

渡 ~五 干河段边滩综合整治工程涉河建设方案的批复》同

意实施长江澄通河段通洲沙西水道通沙汽渡 ~五 干河段

边滩综合整治工程。根据 (苏 发改农经发 [2015]14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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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实施通沙汽渡 ~五 干河段边滩综合整治工程。该工程

位于张家港市锦丰镇和乐余镇 ,包 括南岸边滩综合整治工

程围区 I和 围区 II两 部分。通洲沙西水道通沙汽渡 ~五 干

河段边滩综合整治工程主要任务是在一、二期工程及长沙

河
^福

山塘实施的基础上 ,进 一步平顺通洲沙西水道南岸

岸线 ,使 南岸形成完整的导流岸壁 ;改 善西水道水域条件 ,

使通州沙汊道向稳定的双分汊方向发展;通 过边滩整治与

工程采砂 ,提供可资利用的土地与岸线资源 ,为 西水道南

岸的开发利用创造有利条件。

本工程建设规模为 :南 岸边滩综合整治工程围区 I上

起通沙汽渡,下 至四干河,岸 线全长约 2158米 ,围 堤总

长度 3053米 ,岸 线调整后形成陆域面积约 1600亩 ;南 岸

边滩综合整治工程围区 II上 起四干河,下 至五干河 ,岸 线

全长约 1225米 ,围 堤总长度 2606米 ,岸 线调整后形成陆

域面积约 1075亩 。主要工程建设项 目包括围堤填筑、滩

地吹填、围堤防护、堤顶道路等。附属工程建设项 目主要

包括涵洞工程、取水 口工程、浮码头工程等。

工程等级及防洪标准 :南 岸边滩综合整治工程围区围

堤的工程等级为 2级 ,中 间隔堤等级为 4级。围堤设计防

洪标准为 50年 一遇高潮位加 50年 一遇设计风浪。

该工程主体部分共三个标段,分别为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I标段、上海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II标段、湖北长江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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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工程有限公司III标段负责施工。该工程项目总承包单位为长

江勘测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江苏科兴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I、 II、 III标合同工期为 2015年 3月 28日 至 2016年 1

月 31日 。

张家港市基建审核中心对该项目进行了跟踪审计,跟踪审计

在设计、管理、质量、造价等方面提出了多条审计建议,审计建

议经采纳实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建安工程造价审核情况

张家港市基建审核中心根据被审核单位所提供工程资料的

内容及施工合同规定条款等,实施了工程量复算、新增项目单价

核定、费率计取和现场查勘等必要的审核程序。

经审计,通沙汽渡 ~五干河段边滩整治工程送审工程造价为

194,821,027.54元 ,审定造价为 180,168,271.50元 ,核减金额

为 14,652,756.04元 ,综合核减率为 7,52%(详 见附表二:通沙

汽渡 ~五干河段边滩整治工程造价审核汇总表 )。 其中主体部分

I标段送审造价 55,128,465.00元 ,审定造价 50,117,860.00元 ,

核减金额 5,010,605.00元 ;II标段送审造价 50,364,095,98元 ,

审定造价 47,348,018.90元 ,核减金额 3,016,077.08元 ;III标

段送审造价 89,225,756.99元 ,审定造价 82,614,129.46元 ,核

减金额 6,611,627,53元 。其他工程部分: (1)朝 山港北延段河

段疏浚工程送审造价 56,255.00元 ,审定造价 49,330.00元 ,

核减金额 6,925.00元 ; (2)朝 山港涵闸接电工程送审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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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54.57元 ,审定造价 38,933,14元 ,核减金额 7,521.43元 。

2.工程开发间接费用审核情况

根据通洲沙西水道综合整治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及相关合

同协议等资料,通沙汽渡 ~五干河段边滩整治工程开发间接费用

总计 54,519,143.92元 (详见附表三:通沙汽渡 ~五干河段边滩

整治工程开发间接费用明细表 ),包括规划编制、设计及总承包

费,咨询费,监测费,质监费,征迁及补偿费,施工管理费、利

息支出、砂石资源费及其他费用。

综合上述两项,通沙汽渡 ~五干河段边滩整治工程总投资为

234,687,415.42元 (详见附表一:通沙汽渡 ~五干河段边滩整

治工程总投资汇总表 )。

二、工程结算造价审核结果及核减原因的分析

通沙汽渡 ~五 干河段边滩整治工程送审工程造价为

194,821,027.54元 ,审定造价为 180,168,271.50元 ,核减金额

为 14,652,756.04元 ,综合核减率为 7.52%。 主要核减内容为:

1、 I标段主要核减情况:堤身袋装砂核减 19372.5m3,调

减约 66,72万元;堤心砂核减 79431m3,核减 103.65万 元;渠

道袋装砂核减 39689m3,调 减约 136.68万 ;外江侧护岸灌砌块

石核减 369.22m3,调 减 14.02万 元;复合上工布核减 10711,57m2,

调减约 15.96万元;抛石核减 843,17m3,调 减 12,9万元;涵洞

一般开挖土方核减 1907,6m3,调 减约 4,1万元;碎石执层、干

砌块石、浆灌砌块石核减 461m3,调 减约 13.9万元;抛石核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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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5m3,调减 40,4万元等。

2、 II标段主要核减情况:围堤堤身袋装砂核减 6698.92m3,

调减约 23.7万 ;围堤堤身堤心砂核减 20567,67m3,调减 27.3

万;内 护坡草皮护坡核减 1334.5m2,调 减 0.6万 ;内护种植土

核减 282.68m3,调减 0.7万 ;隔堤袋装砂核减 7876,83m3,调 减

28万 ;碎石路面核减 3335.6m3,调 减 86万 ;无纺布核减 18380m2,

调减 19万 ;吹填区吹填砂核减 31583m3,调减 42万 ;子堤袋装

砂核减 787,01m3,调 减 3.2万;排水沟现场施工方案与设计不

一致,按现场实际施工方案核定价格,最总与送审比对调减 3.4w;

钢筋砼栅栏板核减 37.25m3,调 减约 2.94万元;袋装瓜子片核

减 653m3,调减约 12.91万元;复合上工布核减 896.19m2,调减

约 1.57万元;抛石核减 899,62m3,调减约 14.28万元;四干河

疏浚核减 54781.02m3,调 减约 65.73万元;老江堤块石拆除单

价调减,调减约 3.83万元等。

3、 III标段主要核减情况:袋装砂核减 52133.1m3,调 减约

175.74万元、堤身砂核减 71477.02m3,调减约91.06万 元,砂

被核减 6487.02m2,调 减约22,50万 元,吹填砂核减 22720.5m3,

调减约 28.94万 元,钢筋砼栅栏板核减 215,03m3,调 减约 15,96

万元,无纺土工布核减 1087,35m2,调 减约 1,14万 元,消 力池

侧墙核减 27.14m3,调 减约 1.9万元,袋装砂围堰填筑、拆除核

减 1965.5m3,调 减约9.23万 元,沥青砼核减 231.6m3,调减约

33.49万元,沥青下封层核减 23.16m3,调 减约 4.95万元,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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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碎 石核减 901.76m3,调 减 约 42.28万 元 ,抛 石核减

1868,12m3,调 减约 28.0万元,软体排核J802,63m2,调 减约

13.06万元,灌砌石护坡核减 270.11m3,调减约 10.15万 元,抛

石护坡核减 441m3,调减约 6.56万元,C30系船墩核减 147,11m3,

调减约 12.98万 元,临 时便道核减 3.6万元,圆 弧段抢险核减

11.69万 ,纵堤汛期险情应急处理单价核减 75.04万 ,租船和机

械进退场费核减 49万元等。

4、 其他工程: (1)朝 山港北延段河段疏浚工程:抽水费和

挖机台班调减,核减 0.69万元。 (2)朝 山港涵闸接电工程:电

力电缆和土方数量调减,规费税金费率调整,核减 0.75万元。

对于上述问题,根据 〔审计署、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

贸委、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 《建设项目审计处

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审投发 (1996)105号 文 )第十四条
“工

程价款结算中多计少计的工程款应予调整
”
的规定,基建审核中

心核减了工程价款 14,652,756.04元 ,建设单位应根据本次审定

的金额与相关施工单位做好工程款的结算工作。

附件:1.通沙汽渡~五干河段边滩整治工程总投资汇总表.

2.通沙汽渡~五干河段边滩整治工程造价审核汇总表.

3.通沙汽渡~五干河段边滩整治工程开发间接费用明细表.

张家港市基建审核中心

2018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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