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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优质土木建筑工程与结构奖（简称“澳优工程奖”）

是根据澳门特区的实际情况设立，代表澳门特区优秀土木建筑工程的质量水平，

亦为衔接国家相关奖励项目，并与国际接轨。

获得澳优工程奖的工程可经推荐申请国家优质工程奖项的遴选，以及国外相

关奖项的评选。包括：

1、中国钢结构金奖

2、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3、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4、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澳优工程奖评审的重点是项目管理的计划与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1、工程合同管理

2、项目管理

1）合格的项目经理

2）合理的项目管理制度

3、工程资料管理

4、项目重点管理内容

1）安全管理

2）绿色节能管理

3）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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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和灵魂，是工程建设质量控制、进度控制、

投资控制的主要依据。合同管理亦是澳优工程奖评审的内容之一，评审主要针对

合同的执行情况如何，以及如何解决出现的问题等。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发包双方为实现建设工程目标，明确相互责任、权利、义

务关系的协议，是对工程项目中相关合同的策划、签订、履行、变更、索赔和争

议的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控制工程项目质量、进度、投资，

进而保证工程建设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法律文件。

加强合同管理，是施工阶段造价控制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于承包商以及业主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建设工程项目由于建设周期长、合同金额大、参建单位众多

和项目之间接口复杂等特点，项目工期和功能等主要质量控制点往往会反映在合

同上。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的方法可参考：

（1）严格执行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法律法规；

（2）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合同管理人才；

（3）建立合同管理机构，配备合同管理人员；

（4）建立合同管理目标制度；

（5）推行合同示范文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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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管理

1、概述

在合同管理的基础上，项目管理则应重点关注安全、绿色节能、质量管理几

个方面：

安全管理。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生产管理原则。必须坚持

“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原则，强调安全与施工生产同步，施工必须抓

安全，坚持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制订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

绿色节能管理。建筑业是一种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的行业，在建筑项目工程

中，坚持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环境原则，将绿色节能理念贯穿于工程项目，维护生

态平衡，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质量管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必须认真仔细

分析施工过程质量管理上人、材、机、方法和设备等各方面的漏洞，并及时完善

质量管理体制。加强材料的检查验收，严把质量关，抓好材料的现场管理。

其次，优秀的项目管理还要考虑进度、成本方面的管理。进度管理是项目施

工管理中非常关键的内容。项目实施前，必须事先制定切实可行的科学的进度计

划。根据进度计划配置人员、机械设备和周转材料，使投入的人力、设备、周转

材料确保工程进度。我们可以使用日事清来进行项目的进度管理，这样可以调动

大家的积极性，避免相互之间的职责不明、分工不清，从而促进建筑工程施工多

快好省地顺利进行。

要做好成本管理，必须制订出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有效措施，建立项目成本

控制体系，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要求项目经理对施工进度、工程质量、成本控

制、安全和现场管理标准化全面负责，尤其要把成本控制放在重要位置。

申报澳优工程奖的工程项目，若同时想申请国家优质工程奖项，还必须注重

项目创新科技管理，尽量保证项目中创新科技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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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格的项目经理

优秀的项目经理是一个项目成功的重要支撑，优秀的项目经理应该具备极高

的综合素质，最好经过专业的项目管理资格培训，如全国优秀建造师培训、CIOB

项目管理培训等专业培训认可度较高。

项目经理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包括专业技能、项目管理技能、丰富的项目经

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良好的协调能力、高效的管理能力等。

（1）项目经理的责任

项目经理的责任主要包括：明确项目目标及约束，制定项目的各种活动计划，

确定适合于项目的组织机构，招募项目组成员，建设项目团队，获取项目所需资

源。领导项目团队执行项目计划，跟踪项目进展，及时对项目进行控制，处理与

项目相关者的各种关系，负责项目考评与项目报告。

（2）具备较好的职业素质

因为项目经理对项目管理目标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项目对承

担施工管理的项目经理从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实践经验上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并且这种要求越来越高，甚至达到相当苛刻的程度。

（3）科学的施工现场管理

项目经理要有科学合理的施工现场管理，包括坚持目标管理、标准化管理、

走动式管理，坚持交底培训，注重组织协调勾通管理与团队协作，坚持开展项目

文化的建设、制度化管理，并善于总结学习。

（4）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

良好的综合素质是项目经理有效推进项目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敬业精神、强大的标准意识与制度意识、讲究原则、以身作则、富有创新

精神，强大的领导力、协调力、决策力等。另外，良好的习惯亦可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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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的项目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和预算范围内将大量物资、设备和人力组织

在一起，按计划实施项目目标，必须建立合理的项目组织，按照制度进行。项目

管理制度是为了便于统一管理项目运作，让工作更有章程，更有可控性，为了提

高项目团队的效率和质量而制定。项目管理制度体系的高效建立，为项目的规范

化、系统化管理，项目的顺利推进打下良好开端。

制定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的项目管理制度，需要遵守五大原则：

（1）规范性。管理制度的最大特点是规范性，呈现在稳定和动态变化相统

一的过程中。对项目管理来说，应该根据项目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相对的稳定和动

态的变化。

（2）层次性。管理是有层次性的，制订项目管理制度也要有层次性。通常

的管理制度可以分为责权利制度、岗位职能制度和作业基础制度三个层次。各层

次的管理制度包含不同的管理要素。

（3）适应性。实行管理制度的目的是多、快、好、省地实现项目目标，是

使项目团队和项目各个利益相关方尽量满意。不是为了制度而制订制度。制订制

度要结合项目管理的实际，简洁明了，便于理解和执行，便于检查考核。

（4）有效性。制定出的制度要对管理有效，制度的制订是为了项目管理的

效率，而非简单地制约员工。管理制度如果不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就失去了对员

工行为约束的效力；管理制度如果不能确保组织经营管理的正常有序和效率，就

说明存在缺陷。

（5）创新性。项目管理制度的动态变化需要组织进行有效的创新，项目本

身就是创新活动的载体，也只有创新才能保证项目管理制度具有适应项目的相对

稳定性、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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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资料管理

项目的开展情况如何，可一定程度地体现在工程资料上。工程资料是工程实

体质量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工程实体质量情况、过程管理控制情况、规范标准及

强制性条文的执行情况等。工程资料管理贯穿全部工程建设过程，其管理水平不

仅是是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的体现，也是企业标准化管理的综合体现。

工程资料是澳优工程奖评审的重要依据，对工程实体质量、工程验收具有否

决权，同样对评优也具有否决权。

工程资料应具有可追溯性，即通过记录来追溯产品的历史。对于工程建设来

讲，主要是原材料、设备的来源和施工（安装）过程形成的资料要有可追溯性。

涉及到产品合格证，质量证明书，检验试验报告等。

工程资料签认、审批环节必须齐全、有效。工程的各类施工资料等，都应有

相应责任人签字、审核人审批，才是有效的文件。如：设计施工图，必须有设计

人、负责人签字，才能作为正式施工图，才能作为施工依据。施组、方案应有编

制人、审核人、审批人签字，并经监理签字认可，才能作为施工依据。

工程组卷科学、合理，目录清晰、页码规范准确，资料整洁、字迹清晰、装

订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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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工程资料文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序号 文件主要内容 资料涵盖范围

1 项目概况

（1）工程概况；

（2）工程建筑概况

（3）工程结构概况

（4）钢结构工程概况

（5）机电安装工程概况

（6）建筑装饰工程概况

2 工程项目重难点分析

（1）项目安全管理

（2）绿色节能管理

（3）工程施工重难点分析及对策

（4）施工重点的保证措施

3 BIM 建筑信息模型

（1）定义；

（2）特点；

（3）目前应用效益

4 质量体系的建立

（1）质量管理目标；

（2）质量管理体系；

（3）质量管理人员及机构职责

（4）项目质量管理制度

◎单位基础工作；

◎物资检验规定；

◎工序检验、报验规定

◎不合格工序处理规定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规定；

◎质量保证资料管理规定；

◎工程质量奖罚规定；

◎工程质量标识管理规定

5
各分项工程施工工艺及质量

策划

（1）钢筋工程；

（2）模板工程

（3）混凝土工程

（4）砌体工程

（5）屋面工程

（6）装饰装修工程

（7）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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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保证措施

（1）工程阶段性质量保证措施；

（2）材料及设备质量保证措施；

（3）常规分项工程质量保证措施；

（4）质量通病预防措施；

（5）成品保护措施；

（6）创优亮点工程质量保证措施；

（7）重难点样板引路工程施工

7 工程质量通用管理措施
（1）控制程序；

（2）检验与试验的质量保证措施

8 雨季、夏季高温季节的施工

保证措施

（1）雨季施工措施；

（2）夏季高温施工措施

9 工程资料管理

（1）工程资料的要求；

（2）工程资料的全面性

（3）工程资料的可追溯性

（4）工程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5）工程资料的签认和审批

（6）工程竣工的各项验收资料

（7）优质工程申报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10 工程影像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1）工程录像的作用；

（2）工程施工过程影像资料的收集；

（3）优质工程申报阶段影像资料的编辑与

制作

11 质量监测、检测方案

（1）检验批验收方案；

（2）工程结构施工检验批验收内容和范围

（3）检验和实验方案

（4）检验和试验工作原则

（5）检验和试验内容及取样检测方法

（6）检验和实验设备的控制

12 产品质量实测实量操作措施
（1）取样总则；

（2）各分项工程实测实量法则

13 工程质量回访及保修

（1）工程质量回访计划；

（2）工程质量回访内容

（3）工程质量回访组织

（4）工程质量保修内容及保修期限

（5）工程质量保修工作内容

（6）工程质量保修措施

（7）工程竣工培训

（8）工程操作及维修手册

14 拟组织施工技术攻关和创新

的项目及内容

（1）研究与开发的具体内容；

（2）课题的技术关键，包括技术难点、创

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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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重点管理内容

项目管理的内容多而广，而需重点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管理、绿色节能

管理、质量管理等。

（一）安全管理

（引用于“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

澳门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本澳建筑业的职安健，务求所有参与工程或工

作的人员能置身于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

澳门建筑工程项目有责任确保工地环境具备职安健条件，在工地实行施工安

全制度及预防措施，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保障人员的工作安全。参与施工的所

有人员亦必须遵从工地的安全管理制度和规则，切实执行有关施工安全程序，时

刻保持安全意识，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安全。

1、安全施工程序

安全施工程序概念在于柔和建造品质和安全两者一起，将传统强制性执行的

安全措施，改为以合作态度互相配合去处理安全事宜。这程序明确确立各阶层的

责任，尤其凸显前线管理人员（如组长、管工）之领导才能，借着前线管理人员

与工人的互信与沟通，是有关的安全训练和讯息为工人接受和认同，最终建立良

好的安全文化。

安全施工程序一般期限分为每日、每周和每月，期限以程序步骤的重要性和

急切性而决定。当中以每日比较全面和细致，每周和每月的涵盖范围则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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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日安全施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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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周安全施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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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月安全施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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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设施管理亮点做法

亮点做法 1：项目设立安全教育示范展示区，通过各单项安全活动体验增加施工人员安

全认识，提高安全意识，提高安全施工现场管理水平。

亮点做法 2：活动式移动平台支座的应用，增强了平台使用安全性能。

亮点做法 3：塔吊电缆、高空照明用电缆布置采用装配式固定支架，保证了电缆布设的

安全和美观。

亮点做法 4：电梯井门洞防护设施采用上翻式设计，既保证安全防护，又便于施工人员

进入井道作业。

亮点做法 5：半扣件和工具式支座的组合式防护体系，拆卸方便，美观亮丽。

亮点做法 6：塔吊附着设施安装平台、进出通道采用工具式设置，安全美观。

亮点做法 7：宿舍区设置逃生杆，在该处设置活动栏杆。

亮点做法 8：外防护脚手架采用全钢防护架，美观亮丽，同时消除了架体火灾隐患。

亮点做法 9：电梯井软硬防护做法，采用Ф8圆钢，间距 200*200mm，结构施工时

进行预埋。（电梯安装前拆除防护钢筋网片，另作它用）。有条件项目电梯井可采用工

具式水平软防护。

亮点做法 10：现场采用工具式可移动隔离设施，保证现场安全通道和材料堆场的有效

分隔，使现场分区管理更加灵活方便，保证了现场整齐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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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节能管理

（引用于“澳门特区环境保护局”）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 2010 年施政报告中提出需要开展制定环境影响评估

制度工作。其作用是在决定进行某一工程项目前，通过一套科学程序来预先评估

该工程项目于施工及营运阶段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从而针对有关工程项目提出预

防或消减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澳门建筑项目工程，应坚持可持续发展与保护环境原则，将绿色节能理念贯

穿于工程项目，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澳门发展成为宜居、

宜业、宜游的绿色低碳城市。

1、绿色施工

绿色施工是指工程建设中，在保证质量、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科

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与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活动，实

现四节一环保(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其原则是减少场地干扰、

尊重基地环境、施工结合气候。绿色施工要求节水节电环保、减少环境污染,提

高环境品质、实施科学管理、保证施工质量等。它不是独立于传统施工技术的全

新技术，而是用“可持续”的眼光对传统施工技术的重新审视，是符合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施工技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工程施工中应用的重点在于将“绿色方式”

作为一个整体运用到工程施工中去，实施绿色施工。

建筑施工期间，各项施工活动、建筑原材料装卸、运输等不可避免地对周围

环境造成影响。影响因素主要有废气、粉尘、噪声、固体废物和污水等，其中以

粉尘和施工噪声的影响较为突出。

2、绿色施工管理亮点做法

亮点做法 1：教育活动区、行人通道和停车区采用 50厚 500*500混凝土预制板或

草坪砖，美观亮丽，地面拆除容易，材料可回收利用。



第 17 页 共 29 页

亮点做法 2：现场运输道路分为重型车辆通行通道、轻载车辆通行通道，并采用不同的

可二次利用的块材地面，达到节材和减少垃圾的效果。

· 重型车辆通行通道采用 10—20厚钢板块材地面。

· 轻载车辆通行通道采用预制钢框配筋 100厚 500*1000长方形混凝土块材地面。

亮点做法 3：现场布设新型箱式房，可实现功能性配置，重复周转，同时提高现场人员

工作生活环境的舒适度。

亮点做法 4：现场布设喷雾系统，有效控制现场扬尘，达到治污减霾的目的。

亮点做法 5：现场结构阳角采用角钢制作，可周转，美观，节约材料。

亮点做法 6：现场采用型钢、螺栓等材料制作工具式加工棚、防护棚，安装方便快捷，

可周转使用，美观大方。

亮点做法 7：现场处理二次回收混凝土块、砂浆等建筑垃圾，采用合理配比加工异型砌

块，绿色环保节能。

亮点做法 8：水资源二次利用系统：雨水以及浇筑混凝土冲洗泵管利用原理：

1) 在工作面设置可移动水箱，用于沉淀冲洗泵管产生的水中存留的废料。

2) 利用 PVC管做回水管道，管道随主体进度接至作业层。

3) 每次混凝土浇筑后，将冲洗水通过回水管排至沉淀池内。

4) 现场收集的雨水通过回收系统流至沉淀池内。

5) 沉淀后的清水流至蓄水池内，在蓄水池处设置加压水泵，将经过处理的回水送至作

业层及施工现场进行再利用；定期清理沉淀池。

亮点做法 9：现场材料堆放支架搭设规范，材料分类清晰，标牌醒目。

亮点做法 10：工人和管理人员宿舍二层走道按一定比例安装 2~3个下水槽，排水管

与地下排水沟相连。

亮点做法 11：现场布设室外场地雨水及冲洗用水收集利用系统，节约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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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管理

工程质量是建筑业永恒的主题，它不仅影响建筑市场主体的利益，也影响着

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一个项目工程首要要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其次是

满足设计图纸标准、符合用户使用需求，这是好的质量的基础。工程管理的制度

化是确保施工质量的重要基础，一个优质工程的质量管理中，往往都是严格执行

了下面这些制度。

1、质量例会制度

（1）每周生产例会质量讲评

项目经理部将每周召开生产例会，现场经理把质量讲评放在例会的重要议事议程

上，除布置生产任务外，还要对上周工程质量动态做全面的总结，指出施工中存在的质

量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并形成会议记要，以便在召开下周例会时逐项检查执

行情况。对执行好的作业队伍进行表彰，对执行不力者要提出警告，并限期整改。

（2）每周质量例会

由项目质量总监主持，参与项目施工的所有作业队伍负责人及技术员、质量

员参加。由参与项目施工的作业队伍汇报上周施工项目的质量情况，质量体系运

行情况，质量上存在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需要项目经理部协助配合事宜。

项目质量总监要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汇报，分析上周质量活动中存在的不足或

问题。与与会者共同商讨解决质量问题所应采取的措施，会后予以贯彻执行。每

次会议都要作好例会纪要，分发与会者，作为下周例会检查执行情况的依据。

（3）每月质量检查讲评

每月底由项目质量总监组织作业队伍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质量员对在施工程进行

实体质量检查，由作业队伍写出本月度在施工程质量总结报告交项目质量总监，再由质

量总监汇总，以《月度质量管理情况简报》的形式发至项目经理部有关领导，各部门和

各作业队伍。简报中对质量好的作业队伍要予以表扬，需整改的部位应明确限期整改日

期，并在下周质量例会逐项检查是否彻底整改。

（4）质量会诊制度



第 19 页 共 29 页

对于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采用会诊制度与奖惩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解决。会诊

制度流程图如下：

质量会诊制度

2、样板先行制度

分项工程开工前，由项目经理部的责任工程师，根据专项方案、措施交底及现行的

国家规范、标准，组织作业队伍进行样板分项（工序样板、分项工程样板、样板墙、样

板间、样板段等）施工，样板工程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专项工程的施工。同时作业队伍

在样板施工中也接受了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的培训，做到统一操作程序，统一施工做法，

统一质量验收标准。

3、“三检制”和检查验收制度

在施工过程中坚持检查上道工序、保障本道工序、服务下道工序，做好自检、互检、

交接检；遵循作业队伍自检、总包复检、监理验收的三级检查制度；严格工序管理，认

真做好隐蔽工程的检测和记录。

（1）自检：在每一项分项工程施工完后均需由施工班组对所施工产品进行自检，如符

合质量验收标准要求，由班组长填写自检记录表。

（2）互检：经自检合格的分项工程，在项目经理部专业责任工程师的组织下，由作业

队伍工长及质量员组织施工班组进行互检，对互检中发现的问题上下工序班组应认真及

时地予以解决。

（3）交接检：上下工序班组通过互检认为符合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标准要求，在双方填

写交接检记录，经作业队伍工长签字认可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项目专业责任工

程师要亲自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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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检完成后，由项目责任师组织作业队伍填写验收资料，报项目质量监督部进行

验收，合格后由项目质量监督部组织向监理报验，验收合格后才能进入下道工序。严格

履行三检制和检查验收制度是工程质量的基本保证。

4、挂牌制度

（1）技术交底挂牌

在工序开始前针对施工中的重点和难点现场挂牌，将施工操作的具体要求，如：钢

筋规格、设计要求、规范要求等写在牌子上，既有利于管理人员对工人进行现场交底，

又便于工人自觉阅读技术交底，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2）施工部位挂牌

执行施工部位挂牌制度：在现场施工部位挂“施工部位牌”，牌中注明施工部位工序

名称、施工要求、检查标准、检查责任人、操作责任人、处罚条例等，保证出现问题可

以追查到底，并且执行奖罚条例，从而提高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心和业务水平，达到练队

伍、造人才的目的。

（3）成品、半成品挂牌制度

对施工现场使用的钢筋原材、半成品、水泥、砂石料等进行挂牌标识，标识须注明

使用部位、规格、产地、进场时间等，必要时必须注明存放要求。

5、问题追究制度

（1）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且要追究有

关负责人的责任，同时涉及项目工程质量的技术、材料、机具设备管理人员和作

业队伍等，也要对工程质量事故承担相应责任。

（2）对不合格检验批、分项分部工程必须处理。不合格检验批流入下道工

序，要追究班组长、作业队伍负责人和项目责任师、质量员的责任；不合格分项

工程流入下道工序，要追究项目责任师、生产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的责任。

6、奖惩制度

制定《作业队伍质量管理规定》，在作业队伍进场时就向其宣讲交底，使项

目对作业队伍的质量管理规范化、程序化，避免野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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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质量验收规范和企业质量标准，每周进行一次现场质量大检查。通过规

范的奖罚管理，使操作工人自觉提高质量意识和参与质量活动的积极性，也使管

理人员认真找出工作中的不足，提高管理水平。

7、施工质量管理亮点做法

亮点做法 1：施工质量样板示范展示区通过建筑实体和可移动样板实体方式展示工程施

工质量标准。

亮点做法 2：现场设置土建加工区，主要用于砌块切割和异型构件的预制。

亮点做法 3：现场设置水电加工车间，用于现场安装管线盒配件的制作、装配式支吊架

的组装等，方便作业面安装操作。

亮点做法 4：管道井内管道安装布设均匀，仪表安装高度、方向一致，管道保温完整美

观，管道穿楼板封堵规范、管道和预埋套管同心同轴。

亮点做法 5：结构预埋管、箱定位整体策划实施。

亮点做法 6：配电房电缆沟采用角钢制作盖板边框和沟边支撑，盖板尺寸控制精确，沟

边顺直，安装后地面平整、间隙小。

亮点做法 7：屋面设备、管线末端布置有序，地面分隔和安装设备分区一致，美观亮丽。

亮点做法 8：现场采用组合式阀门试验装置，实现各种规格阀门标准化试验。

亮点做法 9：电气管线盒安装样板直观展示错误的和正确的施工做法，有效指导现场施

工。

亮点做法 10：装配式管道支架技术：装配式管道支架与传统支架相比，具有装配简单，

提高安装效率，减少工期，无需焊接和刷漆，耐腐蚀性好，减少后期防腐维修费用，工

程成品美观亮丽，系统改造方便、材料可循环使用。

亮点做法 11：电缆桥架穿楼板封堵做法：地面采用瓷砖镶贴、顶棚采用铝塑板或其他

装饰线条，桥架和结构间隙采用防火胶泥封堵，填充物为防火材料，规范美观。

亮点做法 12：电缆桥架采用连接段连接，避免了桥架接缝处缝隙外漏、弯曲变形，增

强了连接处强度，整体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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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做法 13：二次结构样板实体展示，砌体施工前策划排砖图，墙顶斜砌砖切割角度

正确，三角水泥砖使用合理，构造柱支模牢固、模板间隙封堵严密。

亮点做法 14：楼梯间踢脚线和滴水线 ：现场采用定型塑料制品用于踢脚线和滴水线施

工，材料成本低，施工成品线条顺直、美观。

亮点做法 15：积水坑盖板制作刚度符合承载要求，外观平整无变形，排水系统管道和

积水坑布设位置合理，管道系统仪表、连接管件安装高度和方向一直。

亮点做法 16：屋面在结构完成后和防水层施工后各做一次蓄水试验，确保屋面不防渗

漏。

亮点做法 17：现场质量验收记录表体现现场质量管理的核心管控要点，有效控制每道

工序质量。

亮点做法 18：包管砖砌体施工方法，保证墙体管道埋设不开槽，减少现场垃圾，避免

墙面因开槽引起的抹灰开裂隐患。

亮点做法 19：桥架、风管、管道穿墙和楼板封堵采用定制塑料环、铝塑板和不锈钢及

其他材料。

亮点做法 20：屋面细部装修深化设计，排水沟采用深色瓷砖或大理石铺贴，穿屋面管

道根部采用花岗岩修饰，屋面设备基座、构件外饰采用花岗岩和瓷砖及其他材料修饰。

屋面砖颜色搭配合理、分区排砖做到无半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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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澳优工程奖评审程序

（一）“澳优工程奖” 申报范围

（一）商业高层、商业特大跨度场所、工业、住宅建筑工程；

（二）钢结构建筑单层、多高层、大跨度、住宅、桥梁；

（三）公共建筑建设工程；

（四）桥梁、铁路、公路及场道工程；

（五）隧道及地下工程、巖土工程；

（六）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七）水运、港工及海洋工程；

（八）城市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工程；

（九）市政工程（含给排水、燃气热力）、市政园林工程；

（十）特种工程（含军工工程）；

（十一）建筑装饰工程（含建筑幕墙工程）；

（十二）古建筑、保护性文物建筑等修复性建筑工程；

（十三）民族性建筑，纪念性建筑工程。

（二）申报项目要求

申报项目在建过程中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一）无任何违法发包、转包、分包、挂靠或僱用黑工等违法行为；

（二）无拖欠工程款、无拖欠工资、无大型劳资纠纷或其他造成不良影响的

事件；

（三）曾发生质量事故、多起（二次以上）或严重安全事故以及在社会上造

成恶劣影响事件的，一律不得申报“澳优工程奖”。

（三）评审流程

澳优工程奖采取三阶段评审，即第一阶段为由秘书处对申报基本资料核对补

遗，第二阶段为对基础期间评项目管理计划进行评审，第三阶段为对完工前对计



第 24 页 共 29 页

划的具体执行实施的评审。

1、澳门建筑业协会团体会员应在项目判给到基础建设期间申请参评 “澳

优工程奖”，申报书连项目资料送交秘书处；

2、项目资料核实通过后，秘书处组织在建及竣工前评审；

3、理事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出入选 “澳优工程奖” 备选名单；

4、备选名单邀请澳门专业社会团体点评；

5、项目点评意见交常务理事会确定获奖项目；

6、获奖名单通告全体会员继而公示，被反映有问题的工程一经查实，取消

获奖资格且该项目日后不得再申报。

7、公示无异议的工程，授予 “澳门特区优质土木建筑工程与结构奖” 的

荣誉，颁发奖杯、证书，并组织活动进行表彰、宣传。

（四）申报资料

1、《申报书》一份；

2、《声明书》一份（最后一次工地审查时提供）；

3、申报工程、申报单位及相关单位的基本情况；

4、工程立项、开工等文件（竣工后提交竣工验收文件）。

（五）分项评审内容

1、项目文件资料管理；

2、项目安全、绿色环保、质量管理；

3、项目生产管理；

4、项目时间与成本计划与控制；

5、项目评价



第 25 页 共 29 页

（六）澳优工程奖颁授

获得“澳优工程奖”奖项的工程，将统一进行奖项与证书颁授，并自动衔接

获推荐参与国家优质工程奖项、国外工程奖项的评选。

可参与申报的国家优质工程奖项包括：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鲁班奖、中国钢

结构金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等（关于以上奖项的详

细资料可去相应官网了解）。

1、中国钢结构金奖

“中国建筑钢结构金奖”是 2008 年原建设部认可并保留的四项工程类奖项

之一，后来正式更名为“中国钢结构金奖”，是 2017 年 3 月国家民政部社会组

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一期《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的保留项目，代表

我国钢结构工程质量先进水平。

钢结构金奖主办单位为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周期为两年一届，每届获奖

工程数量不超过 200 项；获奖单位、个人为获奖工程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

计单位、建设单位和主要参建单位及有关单位项目负责人等。

2、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1996 年 9 月 26 日，建筑工程鲁班奖与国家优质工程奖合并，称中国建筑工

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2008 年 6 月 13 日，更名为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

家优质工程）。鲁班奖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指导、中国建筑业协

会实施评选的奖项。

鲁班奖是中国建设工程质量的最高奖，获奖工程质量应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鲁班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获奖工程数额不超过 240 项。获奖单位为获奖工程的主

要承建单位、参建单位。

3、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根据建设部建办[2001]38 号文件和 2002 年 7 月 9 日建设部的通知精神，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4%BD%8F%E6%88%BF%E5%92%8C%E5%9F%8E%E4%B9%A1%E5%BB%BA%E8%AE%BE%E9%83%A8/60856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B%BA%E7%AD%91%E4%B8%9A%E5%8D%8F%E4%BC%9A/45705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B%BA%E7%AD%91%E4%B8%9A%E5%8D%8F%E4%BC%9A/45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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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国建筑装饰行业最高荣誉奖“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简称“装饰奖”。

每年“装饰奖”公共建筑装饰类奖励的数量约为 120 项工程，建筑幕墙类奖

励的数量约 20 项工程，每项工程可申报承建奖、参建奖两个类别。每个承建奖

类别可附加申报一项参建奖。

4、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简称詹天佑大奖）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和北京詹天

佑土木工程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于 1999 年联合设立，是“詹天佑土木工程科学

技术奖”的主要奖项，是住房城乡建设部认定的全国建设系统工程奖励项目之一。

该奖项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项目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奖。

詹天佑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获奖工程一般不超过 30 项。本奖项的奖

励对象是：在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和科技应用方面成绩显著的优秀土木

工程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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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录

附录一：国家对行业科技创新的支持

附录二：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及精品工程管理要点

（引用于微信公众号“工程智库”/“工程师智库”）

附录三：《工程项目施工人员安全指导手册》

（引用于微信公众号“工程智库”/“建筑业那点事儿”）

附录四：创优鲁班工程范例-苏州 W酒店 欣赏

（引用于微信公众号“建筑工程鲁班联盟”）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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