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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档〔2017〕18号 

 

关于举办 2017 年度城市建设档案工作培训班

的通知 

 

各工程建设单位: 

为贯彻和学习住房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GB/T 50328-2014）、《浙江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德清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档案工作的实施意

见》（德政办发〔2013〕70号）等有关规定，充分发挥城市建设

档案在城市建设、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有效收集、保管、利用

城建档案，经研究决定，举办我县 2017 年度城市建设档案工程

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全县 2016—2017 年已办理工程质量监督登记的项目建设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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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详见附件 3) 

二、培训时间和地点 

1．时间：第一批 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9:00

之前报到，12:00 结束；第二批 2017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二）

下午 14:00之前报到，16:00结束。第一批、第二批具体参训单

位名单附件 3。 

2．地点：德清县委党校（德清县乾元镇环城北路 107 号） 

三、培训内容 

1．城市建设档案管理的法律依据、基本内容和相关要求； 

2．城市建设档案预验收和移交接收管理办法； 

3．《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2014）、《德清县

城市建设档案利用办法》（德建发〔2014〕53 号）解读。（详见

附件 2） 

四、培训方式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培训将以讲座、交流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五、培训费用 

    此次培训为全免费，除往返车费由培训人员所在单位报销

外，其余包括材料费、中餐费均由主办方承担。 

    六、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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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县 2017 年已在行政中心“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窗口”办

理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的项目建设单位是本期培训

班的重点，其他有在建项目且尚未竣工验收和备案的建设单位也

可报名参加，需上交报名回执表。 

2．请参训人员认真做好工学安排，确保如期参加培训，并

于 10 月 20日（星期五）之前上交报名回执表（附件 1）。报送

方式：（1）发送电子邮箱至 18820964@qq.com;(2)电话报名：

0572-8886028。 

 

附件：1.报名回执表 

2.培训班日程安排表 

3.项目建设单位参训名单（第一批、第二批） 

 

 

德清县档案局             德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 年 10 月 13日 

mailto:���͵���������18820964@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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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城市建设档案工作培训报名回执表 

 

建设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全号） 

    

    

    

 

咨询电话：0572—8886028    联系人：林平 

说明：请于 10月 20 日（星期五）前采取以下方式上交报名表。 

1.发送电子邮箱至 18820964@qq.com; 

2.电话报名：0572-8886028。 



5 
 

附件 2 

2017年城市建设档案工作培训班日程安排表 

期次 日期 时间 课程内容 主讲人 

第 

一 

批 

10 月 31 日

（星期二）

上午半天 

9：00之前 报到 档案局 

9：00至 9：30 动员讲话 
档案局、

质监站 

9：30至 10：30 
城市建设档案预验收和

移交接收管理办法 
档案局 

10：40至 12：00 
《城市建设档案移交范

围与整理规范》 
档案局 

12:00 午餐（免费） — 

说明：第一批名单详见 3《项目建设单位参训名单(第一批)》，

共 74 家单位，请按照指定批次参加培训。 

 

 

期次 日期 时间 课程内容 主讲人 

第 

二 

批 

10 月 31 日

（星期二）

下午半天 

14：00之前 报到 档案局 

14：00至 15：00 
《德清县城市建设档案

编制与报送规程》 
档案局 

15：00至 16：00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

范》、《德清县城市建设档

案利用办法》 

档案局 

说明：第二批名单详见 3《项目建设单位参训名单(第二批)》，

共 41 家单位，请按照指定批次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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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项目建设单位参训名单(第一批) 
 

序

号 
建 设 单 位 名 称 工  程  名  称 

期

次 

1 德清大溪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农耕博物园 

第 

一

批 

2 浙江省德清县鸿利饲料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 

3 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 办公楼 

4 浙江益杰实业有限公司 华盛达商务楼改建项目 

5 德清永伟花园用品有限公司 车间五 

6 德华兔宝宝装饰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2#车间 

7 德清东恒舍东加油站有限公司 加油站站房、罩棚等工程 

8 德清东恒孟溪加油站有限公司 加油站站房、罩棚 

9 浙江盛德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综合楼、车间一 

10 德清龙山生态园置业有限公司 德清龙山旅游度假村二期 A 区块（1~6#楼） 

11 德清高盛玻璃有限公司 1#车间、2#车间 

12 浙江丽的塑粉科技有限公司 新建办公楼、研发车间、生产车间 

13 德清富春紫光水务有限公司 

进水提升泵房、在线监测室、鼓风机房、臭氧发生

器房、门卫及大门、综合楼及旋流沉砂池、印染废

水调解池、标准排放口、石英砂过滤器、臭氧反应

池、二沉池 2 座、A2/0 池 2座 

14 浙江鲁班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1#-4#厂房、水泵房、传达室 

15 德清县中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综合楼、检测车间、泵房及地下水池 

16 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司 
新建项目一期工程（前处理车间、提取车间、制剂

车间、高价自动仓库、综合楼、生活楼） 

17 振田（德清）纺织品有限公司 1#、2#车间 

18 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110KV 联通变项目生产综合楼施工总承包工程 

19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湖州供电公司 国网浙江（湖州）通航华东中心基地项目施工 

20 德清桃源纪念园开发有限公司 
德清武康公墓二期（综合楼、售后大厅、礼仪厅、

灵堂 4 幢、商业、餐厅) 

21 德清德宇置业有限公司 阜溪街道（2011）078-1 号地块项目（郡望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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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浙江康泰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1#、3#、7#、8#、9#、10#车间、生活楼 

第

一

批 

23 杭州木材有限公司 新建机修车间 

24 浙江诚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厂房、2#厂房、办公楼、门卫 

25 浙江浙能德清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德清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工程 

26 德清县景兴钢结构件有限公司 1#、2#楼、消防水池 

27 德清昊昊服饰有限公司 1#厂房、辅助用房 

28 德清恒玖置业有限公司 
德清县莫干山镇燎原村（2013）084 号地块建设开发

项目工程施工 

29 浙江金波管业有限公司 1#——4#车间 

30 德清县瑞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新建厂房 

31 莱克诗瑞丰润服饰有限公司 2#厂房、配电房 

32 德清星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兰园 

33 德清丝美线业有限公司 厂房三 

34 浙江海航纺织塑胶有限公司 5#车间、6#车间、综合楼 

35 浙江曼普实业有限公司 厂房一、厂房二、厂房三 

36 浙江德睿电梯部件科技有限公司 厂房 

37 德清广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奥体之星小区(1-10#楼及地下室) 

38 浙江新远见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车间 

39 德清逸顺五金有限公司 1#2#厂房 

40 德清万迪置业有限公司 祥和花苑(1#-7#幢及地下室)工程 

41 浙江巨创不锈钢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1#、2#车间 

42 浙江华莎驰机械有限公司 1#厂房(扩建)、5#厂房 

43 湖州杭华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湖州杭华功能材料有限公司一期土建工程施工 

44 浙江金美实业有限公司 厂房工程 

45 德清龙山生态园置业有限公司 德清龙山旅游度假村一期(B)区块 

46 浙江钱玖钢结构有限公司 制作生产车间、钣金车间 

47 浙江德清通航机场有限公司 德清通用航空机场建设项目航站区 

48 浙江启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车间、2#车间、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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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乐视生态汽车（浙江）有限公司 
乐视生态汽车于浙江湖州德清莫干山的电动汽车涂

装件及动力总成生产项目冲压车间建筑安装工程 

第

一

批 

50 湖州凯迪雅纺织品有限公司 2#车间 

51 浙江罗丹针织有限公司 生活楼、1#车间、研发车间 

52 浙江德清恒南水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水产交易市场建设项目——综合楼工程 

53 浙江德轩物流有限公司 1-3#仓库、倒班房、设备房、消防控制室 

54 浙江菱峰电子有限公司 2#、3#厂房 

55 德清开元森泊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德清开元森泊度假乐园项目主题酒店 

56 浙江舜翔商贸有限公司 1#厂房、2#厂房、研发车间 

57 浙江万宏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车间 

58 浙江智钢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新建 2#厂房 

59 浙江德华木皮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5#车间 

60 浙江钰信钢铁有限公司 新建车间一（拼接）、车间四 

61 浙江明品纺织品有限公司 2#车间 

62 浙江南元泵业有限公司 办公楼、车间一、车间二 

63 德清县东衡众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东衡众创园 A 区新建厂房（详见附表） 

64 德清一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 

65 浙江云通电缆有限公司 检测车间 

66 德清保兴置业有限公司 
德清保利武康项目(1-3#、5-9#楼、开闭所、门卫 2、

地下车库） 

67 德清德瑞置业有限公司 1 至 8 幢及地下室 

68 德清县钟管科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德清县钟管镇污水处理厂二期提标改造工程 

69 湖州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德清县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70 德清县新市如意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油罐区 

71 德清富春紫光水务有限公司 污泥池、脱水机房、动态流砂过滤池、消毒池 

72 阜溪街道三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三桥村（安置）沿街住宅综合楼工程 

73 德清县乾经开发实业有限公司 德清县丁家弄商业街 1-4#楼 

74 德清德宁置业有限公司 

1 至 12 幢及地下室、公厕 

13 至 29 幢及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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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单位参训名单(第二批) 

序

号 
建设单位名称 工  程  名  称 

期

次 

1 德清县残疾人联合会 德清县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建设工程 

第

二

批 

2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德清学院 德清学院迁建工程 

3 浙江德清国家粮食储备库 浙江德清国家粮食储备库南仓区拆建改造工程 

4 德清县莫干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德清县莫干山旅游集散中心室外工程 

5 德清高盛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建筑材料产业化基地办公楼建设项目 

6 德清医院 德清医院异地搬迁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 

7 德清县三合中心学校 体艺馆建设工程 

8 德清县新安镇卫生院 下舍分院改扩建项目工程 

9 德清县禹越镇徐家庄中心小学 2 号行政图书楼及连廊建设工程 

10 德清县钟管镇干山中心学校 新建教学综合楼工程 

11 德清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德清县公安局交警指挥保障和执法服务中心室内

装修工程 

12 
德清县城北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 
开发区城北农贸市场建设项目 

13 德清县秋山幼儿园 德清经济开发区中心幼儿园兴山分园工程 

14 德清县公安局 德清县公安局警务技能训练基地用房项目 

15 浙江省德清县第三中学 教学楼、艺术报告厅（游泳健身馆）建设工程 

16 德清县交运场站管理有限公司 德清县城北公交首未站建设工程 

17 
德清县三合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德清县公安局下渚湖派出所综合用楼建设工程 

18 德清县人民法院 武康法庭及县人民法院审判庭（二）室内装修工程 

19 洛舍镇城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德清县洛舍镇派出所业务用房建设项目 

20 德清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德清县“1604”建设工程 

21 
德清中创地理信息产业园建设有

限公司 

科技新城人才公寓项目总承包 

新建中科产业大楼项目总承包 

22 德清联创科技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金融加速器（办公用房）装修工程 

科技新城拆迁安置小区二期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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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德清中大莫干山生态园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莫干山生态体育度假中心一标段 

第

二

批 

莫干山生态体育度假中心二标段 

莫干山生态体育度假中心三标段 

24 德清县城市建设发展总公司 

德清县人民医院新建住院楼、门诊医技楼及医疗辅

助用房工程 

德清县老年活动中心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幕墙 

德清县武康街道吉祥一区提升改造工程（立面改

造） 

德清县老年活动中心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二次精

装修项目 

25  德清县恒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德清县依山路道路工程 

武康城东新区千亩港河道景观工程—管理房一 

德清县千亩港景观连通工程 

德清县环狮子山道路工程Ⅰ标段 

高速交警湖州支队德清二大队业务技术用房 

德清县武康城东新区千亩港河道景观工程（二期） 

26 德清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德清县莫舞路工程第一合同标段 

德清县长虹街东延工程第二合同标段施工工程 

德清县莫舞路工程第二合同标段 

27 德清县客运中心有限公司 

德清汽车总站迁建工程（桩基工程） 

德清汽车总站迁建工程 

德清汽车总站迁建项目附属工程 

28 德清县新市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新建新市文昌大桥工程 

新市游泳中心工程 

德清县新市镇小城市试点活动中心工程（一期）德

清县新市镇文化体育中心室内装饰工程 

29 德清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德清丰桥港改造工程 

八角井商业文化中心项目幕墙工程（重新招标） 

丰桥港两侧道路工程（宣杭铁路至英溪北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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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德清凯银置业有限公司 

武康街道(2016)005 号地块项目一标段 

第 

二 

批 

武康街道(2016)005 号地块项目二标段 

31 浙江德华木皮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1#厂房、2#厂房 

木皮市场二期 A 区延伸（4#办公楼、5#厂房、6#厂

房） 

德清县木皮集散中心项目（一期 B 区办公楼） 

32 湖州加怡新市热电有限公司 干煤棚 

33 德清格林菲尔纺织品有限公司 2#、3#车间 

34 浙江奇异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厂房二区、三区、四区 

35 浙江德清升华临杭物流有限公司 
德清临杭物流园区Ⅱ区工程项目——钢铁物流中心

（三期） 

36 湖州加怡新市热电有限公司 15MW 扩建项目（脱硫综合楼、主厂房） 

37 浙江华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铁红合成车间、铁红干燥车间、包装车间、办公楼、

空压站、变电所 

38 欧诗漫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3#厂房 

39 德清御隆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莫干山郡安里度假区二期工程 EPC 总承包(酒店主

楼) 

莫干山郡安里度假区二期工程 EPC 总承包(二期 1#

地块 1-20 幢) 

40  浙江天悦一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歌林小镇一期 4#5#地块(桃源庄) 

歌林小镇一期 1#、2#地块（莫干溪谷•茶心庄）工程 

41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提练车间工程 

新建颗粒剂车间项目 

发酵车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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