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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进入PMS系统 

第一步：在IE地址栏输入： 

http://gcp.gcpo.com.cn:7777/forms90/f90servlet?config=gzppms（如下图）。 

 

第二步：系统会出现登录窗口（如下图），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注：第一次运行系统时，会自动安装Oracle插件，用户按提示直接安装即可。 

 

第三步：用户成功登录到系统以后，屏幕上会出现下面的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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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进行预付款申请 

案例：2007年 12月28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单位代码为SJJS）

与重点办就广州亚运体育文化中心工程施工签订了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

P07-012-012）。按合同规定，重点办将在 2008 年 1 月 8 日前向广州市建筑机械

施工有限公司支付合同预付款 7,800,000 元。2008 年 1 月 3 日，广州市建筑机

械施工有限公司准备申请预付款，PMS 如何完成此合同预付款的申请。 

操作： 

第一步：施工单位业务人员进入 D3171C（承包商费用申请）屏幕，输入以

下信息（如图）： 

 工程名称：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GZP”。 

 合同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P07-012-012”。 

 申请编号：手工输入“20080101”，表示本合同 2008 年 1 月第 1次申请。

申请编号由 8 位数字组成：1-4 位表示本次申请的年份；5-6 位表示本

次申请的月份；7-8 位表示本合同本次申请的序号。 

 单位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SJJS”。 

 费用类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1(预付款)”。 

 费用金额：手工输入“7800000”。 

 接收日期：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008/01/03”。 

 承包商状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未批准)”。 

 承包输入/日：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操作人和操作日期。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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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施工单位项目经理进入 D3171C（承包商费用申请）屏幕，点击工

具栏按钮  使其变成 后，进入查询状态，输入合同代码“P07-012-012”和

申请编号“20080101”，然后，点击工具栏按钮 执行查询，查询出相关的申

请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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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询结果屏幕，输入或修改以下信息（如下图）： 

 承包商状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将“2”改为“1”。 

 承包批准/日：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批准人和批准日期。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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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业务人员通知重点办采购合同部对此次合同预付款进行审批。 

第四步：业务人员进入 D3171C（承包商费用申请）屏幕，点击工具栏按钮

 使其变成 后，进入查询状态，输入合同代码“P07-012-012”和申请编号

“20080101”，然后，点击工具栏按钮 执行查询，查询重点办对此次合同预

付款的审批情况。 

如果业主状态为“1”，表明重点办同意支付此次合同预付款。如果状态不

为“1”，则回到第三步。 

 

第五步：业务人员进入 RA039G（预付款拨付审批表）屏幕，输入以下信息

（如下图）： 

 合同代码：手工输入“P07-012-012”。 

 支付单号：手工输入“20080101”。 

 单位：手工输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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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弹出如下屏幕： 

 

直接单击“确定”按钮，系统生成“预付款资金拨付审批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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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业务人员按《预付款拨付审批表》的要求，找相关人员签字后报

重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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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进行工程进度款申请 

案例：2008 年 1 月，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完成广州亚运体育文化

中心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 P07-012-012）的工程量如下： 

清单项编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010101010101      挖土石方         100       立方米 

010101010102      基坑回填         200       立方米 

010101010203      锚管支护         300         米 

010101010204      土钉支护         500         米 

2008 年 1 月 26 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申请 1 月份的工程进度

款，PMS 如何完成工程进度款的申请。 

操作： 

第一步：业务人员进入 D3161C（承包商支付申请）屏幕，输入以下信息（如

图）： 

 

 工程名称：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GZP”。 

 合同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P07-012-012”。 

 支付单号：手工输入“20080101”，表示本合同 2008 年 1 月第 1次支付

申请。申请编号由 8 位数字组成：1-4 位表示本次支付的年份；5-6 位

表示本次支付单的月份；7-8 位表示本合同本次支付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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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商状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未批准)”。 

 承包输入/日：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操作人和操作日期。 

注：其它字段是显示信息，系统自动显示，不需手工输入。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单击“承包商成本”按钮，进入 D3141C

（合同已发生成本）屏幕，输入以下信息（如图）：。 

 

 BOQ 项：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工程量清单的 BOQ 项。 

 承包商数量：手工输入对应 BOQ 项的本月完成数量。 

 承包商金额：系统根据 BOQ 项的数量和合同单价自动计算。 

第二步：项目经理进入 D3161C（承包商支付申请）屏幕，点击工具栏按钮

 使其变成 后，进入查询状态，输入合同代码“P07-012-012”和申请编号

“20080101”，然后，点击工具栏按钮 执行查询，查询出相关的申请信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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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询结果屏幕，输入或修改以下信息（如下图）： 

 承包商状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将“2”改为“1”。 

 承包批准/日：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批准人和批准日期。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单击“承包商成本”按钮，进入 D3141C

（合同已发生成本）屏幕，可以对已发生的 BOQ 项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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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业务人员通知监理和重点办对此合同进度款进行审批。 

第四步：业务人员进入 D3161C（承包商支付申请）屏幕，点击工具栏按钮

 使其变成 后，进入查询状态，输入合同代码“P07-012-012”和申请编号

“20080101”，然后，点击工具栏按钮 执行查询，查询对此次合同进度款的

审批情况。 

如果支付单状态为“2”，表明重点办同意支付此次工程进度款。如果状态

为“1”，则回到第三步。 

 

第五步：业务人员进入 RA038G（资金拨付审批表）屏幕，输入以下信息： 

 合同代码：手工输入“P07-012-012”。 

 支付单号：手工输入“20080101”。 

 单位：手工输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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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弹出如下屏幕： 

 

直接单击“确定”按钮，系统生成“预付款资金拨付审批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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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业务人员进入 RC002G（工程量清单明细表）屏幕，输入以下信息： 

 合同代码：手工输入“P07-012-012”。 

 支付单号：手工输入“20080101”。 

 单位：手工输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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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弹出如下屏幕： 

 

直接单击“确定”按钮，系统生成“预付款资金拨付审批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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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业务人员按《预付款资金拨付审批表》和《工程量清单明细表》

的要求，找相关人员签字后报重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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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填写承包商设备清单 

案例：2007年 12月28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单位代码为SJJS）

与重点办就广州亚运体育文化中心工程施工签订了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

P07-012-012）。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应在 PMS 中录入施工过程中投入

的设备清单，以下为如何完成设备清单录入的具体操作。 

操作： 

第一步：施工单位业务人员进入 D4335（承包商施工设备）屏幕，输入以

下信息（如图）： 

 合同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P07-012-012”。 

 设备编号：手工输入“SJJS0001”，表示一台设备的设备编号。设备编

号由承包商代码+4 位数字（顺序号)组成，不可重复。 

 设备类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1”（挖掘机械设备）。

系统初始的设备类型为：挖掘机械设备、起重机械设备、铲土运输机械

设备、压实机械设备、路面机械设备、桩工机械设备、混凝土机械设备、

钢筋加工机械设备、装修机械设备、其他设备；共十类。 

 名称/描述：手工输入“挖掘机”，此设备的具体名称。 

 厂家：手工输入“测试厂家”，此设备的生产厂家。 

 年份：手工输入“2007”，此设备的出厂年份。 

 型号：手工输入“测试型号”，此设备的型号。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可继续填写下一条记录。 

系列编号和登记编号可以不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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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填写施工计划 

案例：2007年 12月28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单位代码为SJJS）

与重点办就广州亚运体育文化中心工程施工签订了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

P07-012-012）。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应在 PMS 中录入施工计划，以下

以施工总计划为例。 

施工工程量总计划 

合同清单 名称 计量单位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结束时间 计划量

010101020103 加气砼砌块墙 M3 2007-12-28 2008-01-15 305.58

010101020106 零星砌砖 M3 2007-12-28 2008-01-10 15.45 

010101020203 混凝土柱 C30 M3 2007-12-28 2008-1-31 376.78

010101020204 混凝土梁 C25 M3 2007-12-28 2008-1-31 103.62

010101020106 零星砌砖 M3 2008-02-01 2008-02-10 16.78 

…… …… …… …… …… …… 

施工设备总计划 

设备编号 名称 
计量单

位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结束时间 计划量 

SJJS0001 推土机 台班 2007-12-28 2008-01-15 20 

SJJS0007 挖掘机 台班 2007-12-28 2008-01-10 15 

…… …… …… …… …… …… 

施工人员总计划 

工种编号 名称 计量单位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结束时间 计划量 

W01 排栅工 人 2007-12-28 2008-01-31 63 

W02 铁工 人 2007-12-28 2008-01-31 135 

…… …… …… …… …… …… 

操作： 

第一步：施工单位业务人员进入 D9070G（承包商施工设备）屏幕，输入以

下信息（如图）： 

 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GZP”。 

 子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A0”（亚运体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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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P：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A01”（广州市亚运体育文

化中心），子工程和 CWP 根据不同的施工合同来进行填写，可以与工程

部咨询。 

 合同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P07-012-012”。 

 计划编码：手工输入“20071201”，不可重复。计划编码由 4 位年份+2

位月份+2 位数字（顺序号)组成。2007 年 12 月 01 号计划。 

 计划名称：手工输入“广州亚运体育文化中心工程施工总计划”。本次

计划的名称。 

 承包商：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SJJS”（广州市建筑机

械施工有限公司）。 

 计划类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1”（总计划）。 

 计划开始时间：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007/12/28”。 

 计划结束时间：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008/06/30”。 

 计划录入人：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当前操作人名。 

 状态：使用默认值“1”。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或继续填写细项信息。 

 

 

第二步：如果 D9070G（承包商施工设备）屏幕关闭了，就重新打开此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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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点击工具栏按钮  使其变成 后，进入查询状态，输入合同代码

“P07-012-012”、计划编码“20071201”和计划类型“01”，然后，点击工具栏

按钮 执行查询，查询出计划信息，然后通过屏幕下方的导航条进入 D9071G

（施工计划详细）屏幕，如果屏幕没有关闭就直接导航进入。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进入 D9071G（施工计划详细）屏幕后，根据施工工程量总计划录

入计划信息。如下图所示： 

 BOQ 项：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101010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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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开始时间：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007/12/28”。 

 计划结束时间：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007/01/15”。 

 计划量：手工输入“305.58”。 

 备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此条记录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将施工工程量总计划的内容

按照以上方法输入完成后退出屏幕。 

第四步：与第二步相同，通过屏幕下方的导航条进入 D9073G（设备消耗计

划）屏幕，根据施工设备总计划录入计划信息。如下图所示： 

 设备类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1”。 

 设备编号：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SJJS0001”。 

 计量单位：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台班”。 

 计划开始时间：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007/12/28”。 

 计划结束时间：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007/01/15”。 

 计划量：手工输入“20”。 

 备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此条记录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将施工设备总计划的内容按照以

上方法输入完成后退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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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与第二步相同，通过屏幕下方的导航条进入 D9075G（人员消耗计

划）屏幕，根据施工人员总计划录入计划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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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种：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W01”。 

 计量单位：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E71”。 

 计划开始时间：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007/12/28”。 

 计划结束时间：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007/01/31”。 

 计划量：手工输入“63”。 

 备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此条记录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将施工人员总计划的内容按

照以上方法输入完成后退出屏幕。 

通过以上五步就完成了施工总计划的录入工作，接下来由计划审核人对录

入的数据进行检查并确定此次计划。 

操作： 

第一步：由计划审核人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9070G（承包商施工设备）屏

幕，并点击工具栏按钮  使其变成 后，进入查询状态，输入合同代码

“P07-012-012”、计划编码“20071201”和计划类型“01”，然后，点击工具栏

按钮 执行查询，查询出计划信息，通过屏幕下方的导航条分别进入 D9071G(施

工详细计划)、D9073G(设备消耗计划)、D9075G(人员消耗计划)并对录入数据经

行检查，检查无误后执行第二步操作，发现错误应对错误进行修改，修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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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执行第二步操作。 

第二步：做以下操作。 

 计划审核人：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审核人名。 

 状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将状态由“1”修改为“2”。 

修改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后退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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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填写施工进度 

案例：2007年 12月28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单位代码为SJJS）

与重点办就广州亚运体育文化中心工程施工签订了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

P07-012-012）。施工完工后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应在 PMS 中录入施工

总计划的进度数据，以下以施工总计划的进度情况为例。 

施工工程量总计划完成情况 

合同清单 名称 计量单位 实际开始时间 实际结束时间 完成量

010101020103 加气砼砌块墙 M3 2007-12-28 2008-01-15 305.58

010101020106 零星砌砖 M3 2007-12-28 2008-01-10 15.45 

010101020203 混凝土柱 C30 M3 2007-12-28 2008-1-31 376.78

010101020204 混凝土梁 C25 M3 2007-12-28 2008-1-31 103.62

010101020106 零星砌砖 M3 2008-02-01 2008-02-10 16.78 

…… …… …… …… …… …… 

施工设备总计划完成情况 

设备编号 名称 
计量单

位 
实际开始时间 实际结束时间 完成量 

SJJS0001 推土机 台班 2007-12-28 2008-01-15 20 

SJJS0007 挖掘机 台班 2007-12-28 2008-01-10 15 

…… …… …… …… …… …… 

施工人员总计划完成情况 

工种编号 名称 计量单位 实际开始时间 实际结束时间 完成量 

W01 排栅工 人 2007-12-28 2008-01-31 63 

W02 铁工 人 2007-12-28 2008-01-31 135 

…… …… …… …… …… …… 

操作： 

第一步：由计划审核人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9070G（承包商施工设备）屏

幕，并点击工具栏按钮  使其变成 后，进入查询状态，输入合同代码

“P07-012-012”、计划编码“20071201”和计划类型“01”，然后，点击工具栏

按钮 执行查询，查询出计划信息，将状态由“2”修改为“3”，修改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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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或按 F10 存盘。 

第二步：由 D9070G（承包商施工设备）屏幕下方的导航条进入 D9072G（施

工计划完成），根据完成情况逐项的填写实际开始时间、实际结束时间和完成量；

如果实际完成的项目中有在计划中没有记录的数据，通过插入一条新的记录来

完成完成量的填写。完成数据录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关闭屏幕。 

 

 

第三步：再由 D9070G（承包商施工设备）屏幕下方的导航条进入 D9074G

（设备消耗完成），根据完成情况逐项的填写实际开始时间、实际结束时间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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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量。如果实际完成的项目中有在计划中没有记录的数据，通过插入一条新的

记录来完成完成量的填写。完成数据录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关闭

屏幕。 

 

 

第四步：再由 D9070G（承包商施工设备）屏幕下方的导航条进入 D9076G（人员

消耗完成），根据完成情况逐项的填写实际开始时间、实际结束时间和完成量。

如果实际完成的项目中有在计划中没有记录的数据，通过插入一条新的记录来

完成完成量的填写。完成数据录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关闭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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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以上三个屏幕的数据录入完成以后，数据录入人员的进度录入工

作就完成了，通知审核人员对数据进行检查。 

第六步：审核人用自己的账号登录系统，进度到 D9070G（承包商施工设备）

屏幕通过查询的方式，查询出需要审核的数据。对各项数据检查无误后，将

D9070G 的状态由“3”修改为“4”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这样就完成了一

次进度数据的录入工作。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三峡高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29



                                                              广州重点办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操作指引 
                  

7 如何录入安全会议登记 

案例：2007年 12月28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单位代码为SJJS）

与重点办就广州亚运体育文化中心工程施工签订了总承包合同（合同编号为

P07-012-012）。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应在 PMS 中录入日常召开的安全

会议信息，以下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召开的安全会议为例。 

操作： 

安全管理员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8602（安全会议登记）屏幕，录入以下信

息。 

 会议编号：手工输入。编码长度为 10 位。单位简码（2 位）+ 年（2

位）+ 月（2位）+ 日（2位）+序号（2位）AAYYMMDDNN 共十位构成。 

 会议名称：手工输入会议名称。 

 

 会议日期：通过值列表选择。 

 会议主题：手工输入。 

 会议类型：通过值列表选择‘5’。表示安全生产例会。 

 主持单位：通过值列表选择。 

 

其它字段可以选填，如下图所示：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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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录入安全培训 

案例：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应在 PMS 中录入安全培训的信息，包

括培训的时间、地点、培训类型、名称、参加培训的人员信息等内容。目前有

两种安全培训类型，分别是：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新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

育培训。以下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2008/04/27 召开的新工人入场三

级安全教育培训为例。 

操作： 

第一步：安全管理员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8606G（安全培训）屏幕，录入

以下信息。 

 培训编号：手工输入。编码长度为 10 位。单位简码（2 位）+ 年（2

位）+ 月（2位）+ 日（2位）+序号（2位）AAYYMMDDNN 共十位构成。 

 培训名称：手工输入培训名称。 

 

 培训类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2”。表示新工人入场三

级安全教育培训。 

 合同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P07-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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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单位：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SJJS”。 

 培训人次：手工输入。 

 进场日期：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日期。 

 

第二步：请务必先保存以上安全培训信息后，再开始录入参加培训的人员信

息。每录入一条人员信息，请保存一次。如果录入错误无法保存时，请按工

具栏上的铅笔按钮 清除此错误数据。 

 人员编号：手工输入。 

 姓名：手工输入。 

 性别：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 

 

其它字段可以选填，如下图所示：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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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何录入人员安全信息 

案例：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应在 PMS 中录入本单位的人员安全信

息，目前有三类人员信息,分别是特种作业人员、平安卡、项目管理人员信息。

以下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录入特种作业人员信息为例。 

操作： 

安全管理员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8612G（人员安全信息管理）屏幕，录入

以下信息。 

 姓名：手工输入。 

 证件类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SWO”。表示为特种作业

人员。 

 单位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SJJS”。 

 合格证号：手工输入。 

 状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A”。表示在任。 

 序号：手工输入。 

其它字段可以选填，如下图所示：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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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何查询工程分解编码信息 

案例：“工程分解编码定义”，是用来建立质量管理过程中和工程合同有关

的工程分解编码，质量管理模块的所有功能都建立此编码的基础之上。本系统

按照国家标准（如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对工程进行分解，将工程

分解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四个部分。 

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应在合同签订后，向监理提供本合同工程的

分部分项数据，由监理在系统中录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可以在 PMS

中查询本单位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工程分解信息。以下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

限公司查询工程分解信息为例。 

操作： 

质量管理员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8601（工程分解编码）屏幕，查询以下信

息。 

并点击工具栏按钮  使其变成 后，进入查询状态，输入合同代码

“P07-012-012”，然后，点击工具栏按钮 执行查询，查询出工程分解信

息。 

操作屏幕：D8501（工程分解编码定义）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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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何录分项工程验收 

案例：分项工程验收的流程是，首先由承包商提出验收申请，指出是哪一

合同下的哪一分项工程需要验收。承包商填入此分项工程的检验批数、自检意

见、检验人、检验日期。 

然后监理对此验收申请进行审核，如果该分项工程满足验收要求，监理填

入验收结论、监理工程师姓名、签字日期，并批准该分项工程验收记录。 

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在某分项工程完工并自检合格后，应在 PMS

中录入此分项工程验收信息。以下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录入分项工

程验收信息为例。 

操作： 

质量管理员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8551C（承包商分项工程验收）屏幕，录

入以下信息。 

 合同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P07-012-012”。 

 验收编号：手工输入。编码长度为 10 位。单位简码（2 位）+ 年（2

位）+ 月（2位）+ 日（2位）+序号（2位）AAYYMMDDNN 共十位构成。 

 单位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1”。 

 分部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1”。 

 子分部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1”。 

 分项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0001”。 

 单元编码：通过以上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编码

组合可以自动生成单元编码“1010100001”。 

 检验批数：手工输入。 

 施工单位检验人：手工输入。 

 初检日期：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 

 施工单位意见：手工输入。 

其它字段可以选填，如下图所示：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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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何录子分部工程验收 

案例：如果某子分部工程下所有分项工程已经验收合格，承包商可以对该

子分部工程提出验收申请。首先承包商指出是哪一合同下的哪一子分部工程需

要验收，填入此子分部工程的层数、自检意见、检验人、检验日期。 

然后监理对此验收申请进行审核，如果该子分部工程满足验收要求，监理

填入验收结论、监理工程师姓名、签字日期，并批准该子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在某子分部工程完工并自检合格后，应在PMS

中录入此子分部项工程验收信息。以下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录入子

分部工程验收信息为例。 

操作： 

质量管理员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8552C（承包商子分部工程验收）屏幕，

录入以下信息。 

 合同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P07-012-012”。 

 验收编号：手工输入。编码长度为 10 位。单位简码（2 位）+ 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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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月（2位）+ 日（2位）+序号（2位）AAYYMMDDNN 共十位构成。 

 单位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1”。 

 分部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1”。 

 子分部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1”。 

 单元编码：通过以上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编码组合可以自

动生成单元编码“10101”。 

 层数：手工输入。 

 施工单位检验人：手工输入。 

 初检日期：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 

 施工单位意见：手工输入。 

其它字段可以选填，如下图所示：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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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何录分部工程验收 

案例：如果某分部工程下所有子分部工程已经验收合格，承包商可以对该

分部工程提出验收申请。首先承包商指出是哪一合同下的哪一分部工程需要验

收，并填入此分部工程的层数、自检意见、检验人、检验日期。 

然后监理对此验收申请进行审核，如果该分部工程满足验收要求，监理填

入验收结论、监理工程师姓名、签字日期、质量控制资料、安全和功能检验报

告、观感质量控制资料，并批准该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最后业主对此验收记录进行审核，如果该分部工程满足验收要求，业主填

入验收结论、负责人、签字日期，并批准该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在某分部工程完工并自检合格后，应在 PMS

中录入此分部工程验收信息。以下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录入分部工

程验收信息为例。 

操作： 

质量管理员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8553GC（承包商分部工程验收）屏幕，录

入以下信息。 

 合同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P07-012-012”。 

 验收编号：手工输入。编码长度为 10 位。单位简码（2 位）+ 年（2

位）+ 月（2位）+ 日（2位）+序号（2位）AAYYMMDDNN 共十位构成。 

 单位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1”。 

 分部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01”。 

 单元编码：通过以上单位工程、分部工程编码组合可以自动生成单元编

码“101”。 

 层数：手工输入。 

 施工单位检验人：手工输入。 

 初检日期：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 

 施工单位意见：手工输入。 

其它字段可以选填，如下图所示：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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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何录单位工程验收 

案例：如果某单位工程下所有分部工程已经验收合格，承包商可以对该单

位工程提出验收申请。首先承包商指出是哪一合同下的单位工程需要验收，并

填入此单位工程的检查结论、检验人、检验日期。 

然后监理对此验收申请进行审核，如果该单位工程满足验收要求，监理填

入验收结论、监理工程师姓名、签字日期、质量控制资料、安全和功能检验报

告、观感质量控制资料，并批准该单位工程验收记录。 

最后业主对此验收记录进行审核，如果该单位工程满足验收要求，业主填

入验收结论、负责人、签字日期，并批准该单位工程验收记录。 

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在某单位工程完工并自检合格后，应在 PMS

中录入此单位工程验收信息。以下以广州市建筑机械施工有限公司录入单位工

程验收信息为例。 

操作： 

质量管理员进入系统，然后进入 D8554GC（承包商单位工程验收）屏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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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以下信息。 

 合同代码：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P07-012-012”。 

 验收编号：手工输入。编码长度为 10 位。单位简码（2 位）+ 年（2

位）+ 月（2位）+ 日（2位）+序号（2位）AAYYMMDDNN 共十位构成。 

 单位工程：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1”。 

 单元编码：通过单位工程编码可以自动生成单元编码“1”。 

 施工单位检验人：手工输入。 

 初检日期：使用 按钮以值列表的方式选择。 

 施工单位意见：手工输入。 

其它字段可以选填，如下图所示： 

输入完成后，单击 或按 F10 存盘，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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