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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程验收管理暂⾏办法的通知

建质〔2014〕42号   

各省、⾃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交委），新疆⽣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验收⼯作，提⾼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质量安全⽔平，我部制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

验收管理暂⾏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4年3⽉27⽇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验收管理暂⾏办法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验收⼯作，依据《建设⼯程质量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程竣⼯

验收备案管理办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程竣⼯验收规定》和《城市轨道交通⼯程安全质量管理暂⾏办法》等有关

规定，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程建设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轨道交通是指采⽤专⽤轨道导向运⾏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包括地铁、轻轨、单轨、磁浮、

⾃动导向轨道等系统。

  第三条 本办法适⽤于新建、扩建、改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的验收活动及其监督管理。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对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验收实施统⼀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负责本⾏政区域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验收的监督管理，具体⼯作可委托

所属⼯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

  县级以上地⽅⼈⺠政府有关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负责相关的专项验收。

  第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验收除应执⾏本管理办法外，还应符合国家、⾏业等有关规定和标准。

  第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验收分为单位⼯程验收、项⽬⼯程验收、竣⼯验收三个阶段。

  单位⼯程验收是指在单位⼯程完⼯后，检查⼯程设计⽂件和合同约定内容的执⾏情况，评价单位⼯程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程技术标准，符合设计⽂件及合同要求，对各参建单位的质量管理进⾏评价的验收。单位⼯程划分应符合国家、⾏业等

现⾏有关规定和标准。

  项⽬⼯程验收是指各项单位⼯程验收后、试运⾏之前，确认建设项⽬⼯程是否达到设计⽂件及标准要求，是否满⾜城市轨

道交通试运⾏要求的验收。

  竣⼯验收是指项⽬⼯程验收合格后、试运营之前，结合试运⾏效果，确认建设项⽬是否达到设计⽬标及标准要求的验收。

  专项验收是指为保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质量和运⾏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由政府有关部⻔负责的验收。

  第七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所包含的单位⼯程验收合格且通过相关专项验收后，⽅可组织项⽬⼯程验收；项⽬⼯程验

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组织不载客试运⾏，试运⾏三个⽉、并通过全部专项验收后，⽅可组织竣⼯验收；竣⼯验收合格后，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程可履⾏相关试运营⼿续。

  第⼋条 参与⼯程验收的建设、勘察、设计、施⼯、监理等各⽅不能形成⼀致意⻅时，应当协商提出解决的⽅法，待意⻅

⼀致后，重新组织验收。

  第九条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或其委托的⼯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各验收阶段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验收标准等

情况进⾏现场监督，发现有违反建设⼯程质量安全管理规定⾏为的，责令改正，并出具验收监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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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单位⼯程验收

  第⼗条 单位⼯程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完成⼯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对不影响运营安全及使⽤功能的缓建项⽬已经相关部⻔同意。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三）单位⼯程所含分部⼯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四）有关安全和功能的检测、测试和必要的认证资料应完整；主要功能项⽬的检验检测结果应符合相关专业质量验收规

范的规定；设备、系统安装⼯程需通过各专业要求的检测、测试或认证。

  （五）有勘察、设计、施⼯、⼯程监理等单位签署的质量合格⽂件或质量评价意⻅。

  （六）观感质量应符合验收要求。

  （七）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及其委托的⼯程质量监督机构等有关部⻔责令整改的问题已经整改完毕。

  第⼗⼀条 施⼯单位对单位⼯程质量⾃验合格后，总监理⼯程师应组织专业监理⼯程师，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设计⽂件及施⼯合同，对施⼯单位报送的验收资料进⾏审查后，组织单位⼯程预验。单位⼯程各相关参建单位须

参加预验，预验程序可参照单位⼯程验收程序。

  单位⼯程预验合格、遗留问题整改完毕后，施⼯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交单位⼯程验收报告，申请单位⼯程验收。验收报告

须经该⼯程总监理⼯程师签署意⻅。

  第⼗⼆条 单位⼯程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监理等各参建单位的项⽬负责⼈参加，组成验收⼩组。

  （⼀）建设单位应对验收⼩组主要成员资格进⾏核查。

  （⼆）建设单位应制定验收⽅案，验收⽅案的内容应包括验收⼩组⼈员组成、验收⽅法等。⽅案应明确对⼯程质量进⾏抽

样检查的内容、部位等详细内容，抽样检查应具有随机性和可操作性。

  （三）建设单位应当在单位⼯程验收7个⼯作⽇前，将验收的时间、地点及验收⽅案书⾯报送⼯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三条 单位⼯程验收的内容和程序：

  （⼀）建设、勘察、设计、施⼯、监理等单位分别汇报⼯程合同履约情况和在⼯程建设各个环节执⾏法律、法规和⼯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验收⼩组实地查验⼯程质量，审阅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单位的⼯程档案资料，并形成验收意⻅。查验及

审阅⾄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检查合同和设计相关内容的执⾏情况；

  2.检查单位⼯程实体质量（涉及运营安全及使⽤功能的部位应进⾏抽样检测），检查⼯程档案资料；

  3.检查施⼯单位⾃检报告及施⼯技术资料（包括主要产品的质量保证资料及合格报告）；

  4.检查监理单位独⽴抽检资料、监理⼯作总结报告及质量评价资料。

  单位⼯程验收时，对重要分部⼯程应核查质量验收记录，进⾏质量抽样检查，经验收记录核查和质量抽样检查合格后，⽅

可判定所含的分部⼯程质量合格。单位⼯程质量验收时，可委托第三⽅质量检测机构进⾏⼯程质量抽测。

  （三）⼯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验收监督意⻅。

  第⼗四条 当⼀个单位⼯程由多个⼦单位⼯程组成时，⼦单位⼯程质量验收的组织和程序应参照单位⼯程质量验收组织和

程序进⾏。

第三章 项⽬⼯程验收

  第⼗五条 项⽬⼯程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项⽬所含单位⼯程均已完成设计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并通过了单位⼯程验收。对不影响运营安全及使⽤功能的缓

建、缓验项⽬已经相关部⻔同意。

  （⼆）单位⼯程质量验收提出的遗留问题、住房城乡建设⾏政主管部⻔或其委托的⼯程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整改的问题已全

部整改完毕。

  （三）设备系统经联合调试符合运营整体功能要求，并已由相关单位出具认可⽂件。

  （四）已通过对试运⾏有影响的相关专项验收。

  第⼗六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程验收⼯作由建设单位组织，各参建单位项⽬负责⼈以及运营单位、负责专项验收的

城市政府有关部⻔代表参加，组成验收组。

  （⼀）建设单位应对验收组主要成员资格进⾏核查；

  （⼆）建设单位应制定验收⽅案，验收⽅案的内容应包括验收组⼈员组成、验收⽅法等；

  （三）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程验收7个⼯作⽇前，将验收的时间、地点及验收⽅案书⾯报送⼯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七条 项⽬⼯程验收的内容和程序：

  （⼀）建设单位代表向验收组汇报⼯程合同履约情况和在⼯程建设各个环节执⾏法律、法规和⼯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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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验收⼩组实地查验⼯程质量，复查单位⼯程验收遗留问题的整改情况；审阅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单位

的⼯程档案和各项功能性检测、监测资料。

  （三）验收组对⼯程勘察、设计、施⼯、监理、设备安装质量等⽅⾯进⾏评价，审查对试运⾏有影响的相关专项验收情

况；审查系统设备联合调试情况，签署项⽬⼯程验收意⻅。

  （四）⼯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验收监督意⻅。

  第⼗⼋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项⽬⼯程验收合格之⽇起可投⼊不载客试运⾏，试运⾏时间不应少于三个⽉。

第四章 竣⼯验收

  第⼗九条 竣⼯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项⽬⼯程验收的遗留问题全部整改完毕。

  （⼆）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管理资料。

  （三）试运⾏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整改完毕，有试运⾏总结报告。

  （四）已通过规划部⻔对建设⼯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的核实和全部专项验收，并取得相关验收或认可⽂件；暂时甩项的，

应经相关部⻔同意。

  第⼆⼗条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竣⼯验收由建设单位组织，各参建单位项⽬负责⼈以及运营单位、负责规划条件核实和

专项验收的城市政府有关部⻔代表参加，组成验收委员会。省、⾃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应当加强对本⾏政区域内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程竣⼯验收的监督。

  （⼀）建设单位应对验收组主要成员资格进⾏核查；

  （⼆）建设单位应制定验收⽅案，验收⽅案的内容应包括验收委员会⼈员组成、验收内容及⽅法等；

  （三）验收委员会可按专业分为若⼲专业验收组；

  （四）建设单位应当在竣⼯验收7个⼯作⽇前，将验收的时间、地点及验收⽅案书⾯报送⼯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条 竣⼯验收的内容和程序：

  （⼀）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等单位代表简要汇报⼯程概况、合同履约情况和在⼯程建设各个环节执⾏法律、法

规和⼯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建设单位汇报试运⾏情况；

  （三）相关部⻔代表进⾏专项验收⼯作总结；

  （四）验收委员会审阅⼯程档案资料、运⾏总结报告及检查项⽬⼯程验收遗留问题和试运⾏中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五）验收委员会质询相关单位，讨论并形成验收意⻅；

  （六）验收委员会签署⼯程竣⼯验收报告，并对遗留问题做出处理决定；

  （七）⼯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验收监督意⻅。

第五章 附  则

  第⼆⼗⼆条 施⼯单位应在竣⼯验收合格后，签订⼯程质量保修书，⾃竣⼯验收合格之⽇开始履⾏质保义务。

  第⼆⼗三条 建设单位应在竣⼯验收合格之⽇起15个⼯作⽇内，将竣⼯验收报告和相关⽂件，报城市建设主管部⻔备案。

  第⼆⼗四条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可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实施细则。

  第⼆⼗五条 本办法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颁布之⽇起施⾏。

  附件：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程单位（⼦单位）⼯程划分表（略，详情请登录住房城乡建设部⽹站）

扫⼀扫在⼿机打开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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