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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项目验收报告表 
 

A. 基本资料 

学校名称：下洲村温哥华苗圃希望小学 

地点：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城岗乡 

日期：2015 年 9月 15日 

工作组编号： 15-16/023  （组长：梁憬慧） 

协议书编号：A02591 

 

校长姓名： 谢圣君  15879771399 

 
1. 學生資料： 

年級 班數 人數 留守儿童

人數 

項目考察時人數 

(2014 年 4 月) 

上次考察人數 

(2015 年 6 月) 

學前班      

一年班 0.5 7 18 35 15 

二年班 0.5 13  17 39 

三年班 0.5 34  15 16 

四年班 0.5 12  5 12 

五年班      

六年班      

總計 2 66  72 82 

 

2. 教職員資料： 

 人數 住校人數 工資連各項補貼 備註 

公辦教師 4 2      约 3000 元  

民辦教師         至     元  

代課教師         至     元  

職工 1       约 1000 元  

總計 5 2   

 

 

 

B. 基本布置 

1. 教学楼 1栋  2层 共 386 平方米 

教室 3间 办公室 间□ 实验室 间□ 

仪器室 间□ 图书室 间□ 校长室 间□ 

少先队室 间□ 储物室/杂物室 间□ 活动室 间□ 

学生宿舍 间□ 教师宿舍 5间 厕所 2间 

综合室 1间 饭厅 间□ 楼梯 1条 

其它非原协议资助建设： 

 a. 建成项目与协议书中资助项目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b. 量度面積是否跟圖紙所註的面積相差不超過 5%        是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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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要验收事项 

1．  屋面防水 
 a. 防水是否有裂缝（图 E1）             是□  否  不适用□ 

  如有,严重程度如何:    嚴重(>2mm  宽)   □ 

          中等(1-2mm 宽)   □ 

          輕微(<1mm 宽)   □ 

 

  如有裂缝数量如何:    嚴重(>5  条)   □ 

  (少于 250mm 的可不算)   中等(3-5 条)   □ 

          輕微(<3  条)   □ 

 

 b. 顶层楼板底部(天花)是否有水积（尤其是屋面防水有裂缝的相应地方）（图 E2）是□  否  不适用□ 

  如有,严重程度如何:    嚴重(>5%屋面面積)  □ 

          中等(1% - 5%屋面面積)  □ 

          輕微(<1%屋面面積)   □ 

 c. 有没有斜水 (图 E3)              是  否□  不适用□ 

 d. 排水口有没有于塞 (图 E4)            是□  否  不适用□ 

 e. 雨水管、水斗位置和數量是否與圖紙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2．  窗 
 a. 在室外沿窗框看有没有空隙 (图 E5)          是□  否  不适用□ 

 b. 在室内沿窗框看,窗边有没有水积 (图 E6)         是□  否  不适用□ 

  如有,严重程度如何:    嚴重(>5%屋面面積)  □ 

          中等(1% - 5%屋面面積)  □ 

          輕微(<1%屋面面積)   □ 

 c. 如用手轻微摇动窗框,窗框是否稳固          是  否□  不适用□ 

 d. 數量是否跟图纸相同              是  否□  不适用□ 

 e. 窗框架材料是否跟图纸相同 (如鋁合金/鋼鐵/木)        是  否□  不适用□ 

 f. 玻璃材料是否跟图纸相同(如單層/双層)          是  否□  不适用□ 

 

3. 楼梯/走廊 
 a. 楼梯/走廊布置是否满足图纸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b. 楼梯/走廊宽度是否满足图纸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c. 楼梯/走廊的扶手/女兒墻是否符合图纸要求的高度       是  否□  不适用□ 

 

4. 结构构件 
 a. 梁           

  i.  是否有贯穿裂缝             是□  否  不适用□ 

  ii.  是否有外露钢根             是□  否  不适用□ 

  iii. 尺寸是否满足图纸，只需查几条（面层一般为 20-50mm 厚）   是  否□  不适用□ 

 

 b. 柱           

  i.  是否有贯穿裂缝             是□  否  不适用□ 

  ii.  是否有外露钢根             是□  否  不适用□ 

  iii. 尺寸是否满足图纸，只需查几条（面层一般为 20-50mm 厚）   是  否□  不适用□ 

 

 c. 板           

  i. 是否有贯穿裂缝              是□  否  不适用□ 

  ii. 是否有外露钢根              是□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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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砖墙           

  i. 是否结构墙               是□  否  不适用□ 

  ii. 是否有贯穿裂缝              是□  否  不适用□ 

5． 油漆质量 
 a. 外墙油漆是否有裂缝              是□  否  不适用□ 

  如有,严重程度如何:    嚴重(>2mm  宽)   □ 

          中等(1-2mm 宽)   □ 

          輕微(<1mm 宽)   □ 

 

  如有裂缝数量如何:    嚴重(>5  条)   □ 

  (少于 500mm 的可不算)   中等(3-5 条)   □ 

          輕微(<3  条)   □ 

 

 b. 内墙油漆是否有裂缝              是□  否  不适用□ 

  如有,严重程度如何:    嚴重(>2mm  宽)   □ 

          中等(1-2mm 宽)   □ 

          輕微(<1mm 宽)   □ 

 

  如有裂缝数量如何:    嚴重(>5  条)   □ 

  (少于 500mm 的可不算)   中等(3-5 条)   □ 

          輕微(<3  条)   □ 

 

6． 照明设备 
a. 照明设备数量是否与图纸相符            是  否□  不适用□ 

b. 照明设备是否能够提供足够光纤           是  否□  不适用□ 

 

 

 

D. 结论 

 

1． 是否建议验收这项目        是  否□  基本上可接受,但有以下事项要跟进□ 

备注： 工作组编号 14-15/074 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进行验收时，提出了几项在工程上需要的跟进亊项， 

现在已经完成，包括：(1)厕所排污已接驳至化粪池；(2)宿舍窗框已修补；(3)教学楼已获供电。 

 

 

 

 

 

2. 非所有已建成项目皆与协议书中资助项目相符，惟工作组组长满意，仍与以验收，其理由如下： 

 

 

 

 

 

 注：所有项目验收由组长全权决定，并非由组员投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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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體質量:       非常满意□  满意  可接受□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4． 需跟進事項: 

(1) 提醒学校要向云办提供验收文件和审计报告。 

(2) 与云办沟通设置资助碑记的细节，树立碑记后拍照，发给云办存档。 

 

 

 

 

 

5． 建議重訪日期: 

 

 

 

联络资料: 

胡端勇  片区 4校校长   13576757995  

施文邦  上州校长    15870739537 

谢圣君  下州校长   15879771399 

王主任  兴国教育局校建办 18370788928  

 

 

 

 

填表者姓名：  梁憬慧                

填表日期：  2015 年  9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