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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出台规范代建项目管理六大核心举措 

强化代建项目统筹决策；提升政府对项目前期有效管控；加强履约考核和奖惩……8月 26日，《深圳市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

理办法》（下称《代建办法》）正式印发。 

此次罗湖区代建制度改革确立了以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完善了代建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代建单位的选择方

式，厘清了委托、代建、监理等单位的权责利。制度设计通过合理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项目各方充分博弈、有

效合作，建立了符合罗湖区情的“代建模式”，着力实现权责清晰、专业互进、效益提高、激励到位、清正廉洁的管理目标。 

同时，为了构建完整的代建制度体系，在《代建办法》主制度基础上，配套修订了《罗湖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实施细则》、《罗湖区政

府投资项目代建合同范本》等 5个系列文件，确保代建项目顺利推进实施。 

新修订的《代建办法》有哪些亮点？小编通过六大核心举措带你读懂《代建办法》。 

一. 明确代建适用范围，提高代建项目门槛 

新修订的《代建办法》明确代建适用范围，提高代建项目门槛。办法规定“位于城市重要地区、重要节点的环保水务、市容绿化、市

政交通、城市医疗、教育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类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规模 2.5 亿元以上的，可以实施代建制”。 

代建费用为零的项目，投资规模可低于 2.5亿元，适用范围为与城市更新单元相邻，或与社会投资建设项目红线紧邻且需与该社会投

资项目同步建设的政府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项目。 

二. "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辅” 

为了构建市场良性竞争机制，促进代建市场不断优化人员结构和管理水平，提升代建市场环境，《代建办法》明确“公开招标为主，

预选库选取为辅”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零代建项目可采取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 

在《代建单位预选库实施细则》中，同时优化了预选库的使用规则，规定预选库内选取代建单位的，代建项目总投资在 5亿元以上的

采取“多方案比选择优确定”，在 5亿元以下的采取“按号轮候”。 

三. 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 

 



如何理解“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办法规定“代建项目原则上采取施工代建”，“功能和技术要求极为复杂的

重大建设项目，可以实施全过程代建”。 

施工代建按照两阶段实施，代建项目的前期阶段由区政府指定的前期部门负责，前期部门完成所有前期工作后，将前期工作成果移交

至委托单位，再由委托单位移交至代建单位。代建单位履行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对代建项目质量、安全、成本、工期和建成效果负总责。 

全过程代建则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全过程代建单位实行全过程管理，直至缺陷责任期结束。 

四. 实行履约考核制度 

为加强委托单位、需求单位对代建单位的履约监管，实现放管结合，明确了履约考核与代建单位奖惩相结合的机制。办法明确“委托

单位会同项目需求单位完成代建项目的履约考核工作，委托单位按季度向区发展改革局、区住房建设局提交履约考核报告直至项目移交结

束”。对于”同时满足工程结算未超出保证最大工程费用、按时完成项目代建任务以及履约考核等级为良好及以上的，代建单位可以获得

奖励金。”、“履约考核发现履约失信、违法违规等问题的，应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合同处罚、行政处罚或依纪

依法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五. 构建代建制度和监理制度的协同机制 

为了实现监理单位与代建单位相互约束与相互制衡，以最大发挥各自的职责效力，厘清监理单位同委托单位、代建单位的职责关系。

办法规定“委托单位负责监理单位的招标和合同管理工作”。“监理单位在对代建单位的履约考核和施工现场管理方面对委托单位负责”。 

同时创新引入监理报告制，规定“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合同要求，采取监理月报和监理急报两种形式，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工

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报告”。“代建项目竣工验收前，监理单位应及时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最终监理报告”。 

六. 建立代建单位的退出机制 

为规范代建项目的实施程序，加强对代建单位尽职尽责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委托单位原因和代建单位原因两种情形下代建单位的退出

程序、权责归属、结算方式、赔偿方式、赔偿限额、处罚方式等，并明确了代建单位退出后的职责履行要求和应急替换方案等。 

办法强化了对代建单位的处罚机制。由于代建单位未履行全部或部分代建义务，拒不整改或同一事项超过两次整改不到位的，委托单

位应书面通知代建单位解除代建合同并扣除履约保函，对代建单位履约评价为“不合格”。 

代建单位为预选库入库企业的，公示后将其移出代建单位预选库，且不得进入下一期代建单位预选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取代建单

位的，委托单位应在招标文件中增加履约评价为“不合格”情形的否决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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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小邮差”们毕业了！他们在罗湖用青春力量传递禁毒知识 

这个 8月，罗湖有这样一群人在行动：他们在夏令营中学习禁毒知识，他们走进社区为居民们宣讲毒品的危害，他们就是可爱的“禁

毒小邮差”们。 8 月 26 日下午,由罗湖区禁毒办、罗湖区教育局指导，莲塘街道办主办的“禁毒小邮差”——青少年素质培力计划结营

仪式在罗湖外国语学校（初中部）举行，近 200人亲临现场见证小邮差们的收获和成长历程。 

据了解，“禁毒小邮差”——青少年素质培力计划从海选活动、开营仪式、进入夏令营到结营历期 18 天，为 50 名禁毒小邮差进行禁

毒专项能力、高效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策划执行能力的四力训练，通过专题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形式，提升了小邮差们对毒品及

其危害的了解，增强其参与毒品预防宣传的态度和能力，也为罗湖区莲塘街道禁毒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 

活动现场，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禁毒领域总督导李检阅介绍禁毒小邮差项目的成效，短暂而充实的四天夏令营活动让小邮差们成

长与蜕变。现场播放的“禁毒小邮差”纪录片，一同回望小邮差们共同走过的精彩瞬间。家长看到孩子们努力付出的点滴感动得潸然泪下，

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自豪。短短的几天，该项目培育了很多优秀禁毒志愿者，两名禁毒小邮差代表上台作主题演讲《我的禁毒梦》，充

分展示了小邮差们自信、活力、正向、阳光的特质。 

此外，小邮差们还获得了“禁毒小邮差服务证”以及禁毒小邮差包，为先锋队伍授予“禁毒小邮差先锋队员”勋章。深圳市慈善会副

秘书长董昕表示，该项目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赏，同时鼓励小邮差们恪守禁毒誓言，坚定踏上禁毒之路，成为一名出色的禁毒

小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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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近 600 多个岗位！罗湖桂园街道开办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 

8 月 26 日下午 15 点，由罗湖区桂园街道主办的第三届“送岗位进军营”2019 年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举行，当天共有 40 多家企业参

加，提供了近 600多个岗位。300余名驻辖区部队退役士兵参与招聘，其中 80 余名退役士兵与用工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针对退役士兵特点，积极向深圳用工规范、社会信誉较好的用人单位进行宣传，40 多家企业“量身定制”符合

退伍军人技能特点的工作岗位 600多个，涉及金融、航空、物流、地产、酒店、物业、健身等多个热门领域。 

据主办方介绍，为进一步促进驻辖区部队退役士兵就业创业工作，该街道已连续举办了三届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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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出台“1+5”政策文件 规范代建项目管理 

深圳新闻网讯（见圳客户端、深圳新闻网记者 彭桂红 通讯员 陈晓晖、万基一）为进一步完善罗湖区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切实提高

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的建设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近日，《深圳市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印发，罗湖区

出台规范代建项目管理“1+5”系列政策文件，六大核心举措推动提高代建项目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 

据统计，截至目前，罗湖区已有 42 个政府投资项目采用了代建制，总投资额达 181.9 亿元。代建项目领域分布广泛，包含房建、路

桥、市政管网、河道整治、外立面整治等各类工程。《办法》通过强化代建项目统筹决策、提升政府对项目前期有效管控、加强履约考核

和奖惩等，使罗湖区确立了以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办法》共分为五个章节，31个条款，包含六大核心举措。 

包含六大核心内容 

第一 明确代建适用范围,提高代建项目门槛 

为了严把代建实施范围,破除代建项目滥用、泛用的现状,办法规定“位于城市重要地区、重要节点的环保水务、市容绿化、市政交通、

城市医疗、教育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类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规模 2.5亿元以上的,可以实施代建制”。 

代建费用为零的项目,投资规模可低于 2.5 亿元,适用范围为与城市更新单元相邻,或与社会投资建设项目红线紧邻且需与该社会投资

项目同步建设的政府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项目。 

第二 明确“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辅”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 

为了构建市场良性竞争机制,促进代建市场不断优化人员结构和管理水平,提升代建市场环境,明确“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辅”

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零代建项目可采取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在《代建单位预选库实施细则》中,同时优化了预选库的使用规则,

规定预选库内选取代建单位的,代建项目总投资在 5亿元以上的采取“多方案比选择优确定”,在 5亿元以下的采取“按号轮候”。 

第三 确立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 

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前期管理工作方面的优势和作用,真正落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办法

规定“代建项目原则上采取施工代建”,“功能和技术要求极为复杂的重大建设项目,可以实施全过程代建”。 



 

 

 

施工代建按照两阶段实施,代建项目的前期阶段由区政府指定的前期部门负责,前期部门完成所有前期工作后,将前期工作成果移交至委托

单位,再由委托单位移交至代建单位。代建单位履行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对代建项目质量、安全、成本、工期和建成效果负总责。 

全过程代建则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全过程代建单位实行全过程管理,直至缺陷责任期结束。 

第四 实行履约考核制度 

为加强委托单位、需求单位对代建单位的履约监管,实现放管结合,明确了履约考核与代建单位奖惩相结合的机制,办法明确“委托单

位会同项目需求单位完成代建项目的履约考核工作,委托单位按季度向区发展改革局、区住房建设局提交履约考核报告直至项目移交结

束”。 

对于”同时满足工程结算未超出保证最大工程费用、按时完成项目代建任务以及履约考核等级为良好及以上的,代建单位可以获得奖

励金。”、“履约考核发现履约失信、违法违规等问题的,应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合同处罚、行政处罚或依纪依法

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实施细则》中还配套编制了代建项目履约考核表，为保障制度有效落实。 

第五 构建代建制度和监理制度的协同机制 

为代建项目监管提供抓手 

为了实现监理单位与代建单位相互约束与相互制衡,以最大发挥各自的职责效力,厘清监理单位同委托单位、代建单位的职责关系,实

现监理制度和代建制度有效融合,办法规定“委托单位负责监理单位的招标和合同管理工作”。“监理单位在对代建单位的履约考核和施工

现场管理方面对委托单位负责”。  

同时创新引入监理报告制,规定“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合同要求,采取监理月报和监理急报两种形式,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工程

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报告”。“代建项目竣工验收前,监理单位应及时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最终监理报告”。 

第六 建立代建单位的退出机制 

为规范代建项目的实施程序,加强对代建单位尽职尽责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委托单位原因和代建单位原因两种情形下代建单位的退出

程序、权责归属、结算方式、赔偿方式、赔偿限额、处罚方式等,并明确了代建单位退出后的职责履行要求和应急替换方案等。 

 



办法强化了对代建单位的处罚机制,规定:由于代建单位未履行全部或部分代建义务,拒不整改或同一事项超过两次整改不到位的,委

托单位应书面通知代建单位解除代建合同并扣除履约保函,对代建单位履约评价为“不合格”。代建单位为预选库入库企业的,公示后将其

移出代建单位预选库,且不得进入下一期代建单位预选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取代建单位的,委托单位应在招标文件中增加履约评价为

“不合格”情形的否决性条款。 

为确保《办法》贯彻执行,罗湖区政府同步印发了五大配套文件 

《罗湖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实施细则》从代建项目全过程管理出发细化了代建项目的实施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委托代建方案示范文本》按照办法规定,细化了代建方案的编制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预选库实施细则》细化了代建单位预选库的入库、使用和监督管理等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合同范本》按照《办法》规定,细化了代建合同的编制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实施细则》细化了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实施要求。 

整体而言,此次罗湖区代建制度改革确立了以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完善了代建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代建单位

的选择方式,厘清了委托、代建、监理等单位的权责利。制度设计通过合理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项目各方充分博

弈、有效合作,建立了符合罗湖区情的“代建模式”,着力实现权责清晰、专业互进、效益提高、激励到位、清正廉洁的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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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小邮差通过“四力训练” 培育一批优秀禁毒志愿者 

深圳新闻网讯（见圳客户端、深圳新闻网记者 刘嘉敏 通讯员 苏秀丹）今年以来，罗湖区禁毒宣传工作进校园、进社区、进大厦，

在全区上下营造了浓厚的禁毒教育氛围。如今，“禁毒小邮差”——青少年素质培力计划从海选活动、开营仪式、进入夏令营至今历期 18

天，迎来了结营。2019年 8月 26日下午，由罗湖区禁毒办、罗湖区教育局指导，莲塘街道办主办的“禁毒小邮差”——青少年素质培力

计划结营仪式在罗湖外国语学校（初中部）举行，近 200人亲临现场见证小邮差们的收获和成长历程。 

在 18 天的日子里，50 名禁毒小邮差进行了禁毒专项能力、高效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策划执行能力的“四力训练”，通过专题

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形式，提升了小邮差们对毒品及其危害的了解，增强其参与毒品预防宣传的态度和能力，也为罗湖区莲塘街道禁毒

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为期四天的夏令营中，有喜悦与感动，有历练与成长。小邮差们收获了哪些不一样的经历呢？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禁毒领域总

督导李检阅介绍禁毒小邮差项目的成效，短暂而充实的四天夏令营活动让小邮差们成长与蜕变。接着，现场来宾一起观看“禁毒小邮差”

纪录片，一同回望小邮差们共同走过的精彩瞬间。现场很多家长看到孩子们努力付出的点滴感动得潸然泪下，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自豪。 

短短的几天，该项目培育了很多优秀禁毒志愿者，两名禁毒小邮差代表上台作主题演讲《我的禁毒梦》，充分展示了小邮差们自信、

活力、正向、阳光的特质。活动现场，到场领导为小邮差们颁发“禁毒小邮差服务证”以及禁毒小邮差包，为先锋队伍授予“禁毒小邮差

先锋队员”勋章。今后，小邮差们将以星火式向社会各界宣传禁毒知识。 

小邮差们的夏令营之旅圆满画上句号，同时开启了薪火相传的新篇章。最后，深圳市慈善会副秘书长董昕进行总结发言，对该项目取

得的成效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赏，同时鼓励小邮差们恪守禁毒誓言，坚定踏上禁毒之路，成为一名出色的禁毒小先锋。 

 

 



    2019 年 8 月 26 日                                                                      

 
罗湖出台规范代建项目管理“1+5”系列政策文件 

8 月 26日，修订后的《深圳市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印发施行。《办法》共分为五个章节共 31

个条款，包含六大核心内容。为确保《办法》贯彻执行，罗湖区政府同步印发了五大配套文件。 

据了解，2017年 6月 21日罗湖区出台了《深圳市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代建管理办法实施至今，罗湖已有 42个政

府投资项目采用了代建制，总投资额达 181.9 亿元。代建项目领域分布广泛，包含房建、路桥、市政管网、河道整治、外立面整治等各类

工程。 

新修订的《办法》明确了代建适用范围，提高代建项目门槛；明确了“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辅”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确立

了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实行履约考核制度；构建起代建制度和监理制度的协同机制，为代建项目监管提供抓手；

同时，建立起代建单位的退出机制。 

《办法》的出台，着力破解了罗湖代建项目统筹力度不足、主体责任不清、缺乏有效监管和奖惩措施等问题。通过合理区分政府和市

场的边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项目各方充分博弈、有效合作，最终实现权责清晰、专业互进、效益提高、激励到位、清正廉洁。 

此外，为了构建完整的代建制度体系，在《办法》主制度基础上，配套修订了《罗湖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实施细则》、《罗湖区政府投

资项目代建合同范本》、《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委托代建方案示范文本》、《罗湖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预选库实施细则》、《罗湖区政

府投资代建项目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实施细则》，确保代建项目顺利推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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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国象全明星赛开幕 12 名国际顶级棋手齐聚 

2019 年深圳罗湖国际象棋全明星赛开幕仪式，今日（26）在阳光酒店举行。据悉，本次赛事于 26 日至 31 日在阳光酒店举行。邀请

了包括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副主席肖特、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和深圳棋院院长、亚洲首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等

12 位国际顶级棋手参赛。此外，还将在比赛期间增设举办 2019 年深港澳青少年国际象棋精英赛。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棋

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及罗湖区政府共同主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支持，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棋院、深圳

新闻网及罗湖区国际象棋协会承办，市鹏城国际象棋俱乐部有限公司协办。赛事邀请了包括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副主席肖特、首都体育学

院副院长、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深圳棋院院长、亚洲首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诸宸、齐布尔达尼泽、乌什尼娜、

侯逸凡等在内的 12 名国际顶级棋手进行巅峰对决。同时，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国

际象棋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象棋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也将亲临比赛现场指导。 同时，本届赛事还增设举办 2019年深港澳青少年国际象

棋精英赛，并设置了世界冠军百人车轮战、企业家明星棋手联谊赛及明星见面会等环节。希望通过举办高水平的国际象棋项目赛事，促进

中国国际象棋的普及与推广，并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深入发展，为中国本土培养更多的世界级选手和冠军，在世界棋坛更好

地弘扬中国国际象棋文化精神，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刘适兰表示，深圳有很好的国际象棋基础，常年普及学生 30 万左右，超过 500 所学校开展国际象棋活动。此次罗湖区展开高规格、

高水准的国际大赛，正是罗湖区不断吸引高水平国际选手，促进国际象棋发展的重要实施和安排。乌什尼娜则说：“我相信此次比赛会进

一步提升深圳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作为其中一份子感到很期待、很骄傲，同时希望能为棋迷朋友展现精彩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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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模 2.5 亿以上！罗湖区代建项目有了新“办法” 

记者 8 月 26 日获悉：罗湖区日前出台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通过强化代建项目统筹决策、提升政府对项目前期有效管控、

加强履约考核和奖惩等，罗湖区确立了以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 

近期新鲜出炉的《深圳市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包含六大核心内容： 

明确代建适用范围，提高代建项目门槛。办法规定“位于城市重要地区、重要节点的环保水务、市容绿化、市政交通、城市医疗、教

育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类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规模 2.5亿元以上的，可以实施代建制”。 

代建费用为零的项目，投资规模可低于 2.5亿元，适用范围为与城市更新单元相邻，或与社会投资建设项目红线紧邻且需与该社会投

资项目同步建设的政府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项目。 

明确“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辅”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零代建项目可采取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在《代建单位预选库

实施细则》中，同时优化了预选库的使用规则，规定预选库内选取代建单位的，代建项目总投资在 5亿元以上的采取“多方案比选择优确

定”，在 5亿元以下的采取“按号轮候”。 

确立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办法规定“代建项目原则上采取施工代建”，“功能和技术要求极为复杂的重大建设

项目，可以实施全过程代建”。 

实行履约考核制度。办法明确“委托单位会同项目需求单位完成代建项目的履约考核工作，委托单位按季度向区发展改革局、区住房

建设局提交履约考核报告直至项目移交结束”。 

构建代建制度和监理制度的协同机制。办法规定“委托单位负责监理单位的招标和合同管理工作”。“监理单位在对代建单位的履约考

核和施工现场管理方面对委托单位负责”。 同时创新引入监理报告制，规定“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合同要求，采取监理月报和监理急报两

种形式，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报告”；“代建项目竣工验收前，监理单位应及时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

最终监理报告”。 

建立代建单位的退出机制。办法规定了委托单位原因和代建单位原因两种情形下代建单位的退出程序、权责归属、结算方式、赔偿方

式、赔偿限额、处罚方式等，并明确了代建单位退出后的职责履行要求和应急替换方案等。 

为确保《办法》贯彻执行，罗湖区政府同步印发了《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实施细则》等五个配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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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结业喽！罗湖 50 名“禁毒小邮差”获颁“服务证” 

8 月 26日下午,由罗湖区禁毒办、罗湖区教育局指导，莲塘街道办主办的“禁毒小邮差”——青少年素质培力计划结营仪式在罗湖外

国语学校（初中部）举行。 

罗湖区禁毒办副主任、禁毒大队大队长尚琳，莲塘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罗湖外语学校（初中部）校长肖继宏，深圳市慈

善会副秘书长董昕，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房方及区禁毒办、区教育局、莲塘街道办、深圳市慈善会等单位领导、禁毒社工、义

工及小邮差家长等近 200人亲临现场见证小邮差们的收获和成长历程。 

“禁毒小邮差”——青少年素质培力计划从海选活动、开营仪式、进入夏令营到结营历时 18天，为 50名禁毒小邮差进行禁毒专项能

力、高效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策划执行能力的“四力”训练，通过专题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形式，提升小邮差们对毒品及其危害

的了解，增强其参与毒品预防宣传的态度和能力，也为罗湖区莲塘街道禁毒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 

为期四天的夏令营，有喜悦与感动，有历练与成长。小邮差们收获了哪些不一样的经历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首先，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禁毒领域总督导李检阅介绍“禁毒小邮差”项目的成效，短暂而充实的四天夏令营活动让小邮差们成

长与蜕变。接着，现场来宾一起观看《禁毒小邮差》纪录片，一同回望小邮差们共同走过的精彩瞬间。现场很多家长看到孩子们努力付出

的点滴潸然泪下，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短短的几天，该项目培育了很多优秀禁毒志愿者，两名禁毒小邮差代表上台作主题演讲《我的

禁毒梦》，充分展示了小邮差们自信、活力、正向、阳光的特质。 

紧接着，为小邮差们颁发“禁毒小邮差服务证”以及禁毒小邮差包，为先锋队五授予“禁毒小邮差先锋队员”勋章。今后，小邮差们

将以“星火式”向社会各界宣传禁毒知识。小邮差们的夏令营之旅圆满画上句号，同时开启了禁毒宣传的新篇章。 

最后，深圳市慈善会副秘书长董昕进行总结发言，对该项目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同时鼓励小邮差们恪守禁毒誓言，坚定踏上禁

毒之路，成为一名出色的禁毒小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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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区出台规范代建项目管理“1+5”系列政策文件 六大核心举措引人瞩目 

8 月 26 日，修订后的《深圳市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代建办法》”）正式印发施行，五大配套文件同时

出台，通过强化代建项目统筹决策、提升政府对项目前期有效管控、加强履约考核和奖惩等，罗湖区确立了以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

为辅的代建模式，有效提高代建项目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 

据了解，《代建办法》共分为五个章节，31个条款，包含六大核心内容，晶报 APP记者已为你划好重点，六大核心举措带你读懂《代

建办法》。 

第一，明确代建适用范围，提高代建项目门槛 

为了严把代建实施范围，破除代建项目滥用、泛用的现状，办法规定“位于城市重要地区、重要节点的环保水务、市容绿化、市政交

通、城市医疗、教育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类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规模 2.5亿元以上的，可以实施代建制”。 

代建费用为零的项目，投资规模可低于 2.5亿元，适用范围为与城市更新单元相邻，或与社会投资建设项目红线紧邻且需与该社会投

资项目同步建设的政府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项目。 

第二，明确“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辅”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 

为了构建市场良性竞争机制，促进代建市场不断优化人员结构和管理水平，提升代建市场环境，明确“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

辅”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零代建项目可采取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在《代建单位预选库实施细则》中，同时优化了预选库的使用

规则，规定预选库内选取代建单位的，代建项目总投资在 5亿元以上的采取“多方案比选择优确定”，在 5亿元以下的采取“按号轮候”。 

第三，确立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 

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前期管理工作方面的优势和作用，真正落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办

法规定“代建项目原则上采取施工代建”，“功能和技术要求极为复杂的重大建设项目，可以实施全过程代建”。 

施工代建按照两阶段实施，代建项目的前期阶段由区政府指定的前期部门负责，前期部门完成所有前期工作后，将前期工作成果移交

至委托单位，再由委托单位移交至代建单位。代建单位履行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对代建项目质量、安全、成本、工期和建成效果负总责。 

全过程代建则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全过程代建单位实行全过程管理，直至缺陷责任期结束。 

 

 



第四，实行履约考核制度 

为加强委托单位、需求单位对代建单位的履约监管，实现放管结合，明确了履约考核与代建单位奖惩相结合的机制，办法明确“委托

单位会同项目需求单位完成代建项目的履约考核工作，委托单位按季度向区发展改革局、区住房建设局提交履约考核报告直至项目移交结

束”。 

对于”同时满足工程结算未超出保证最大工程费用、按时完成项目代建任务以及履约考核等级为良好及以上的，代建单位可以获得奖

励金。”、“履约考核发现履约失信、违法违规等问题的，应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合同处罚、行政处罚或依纪依

法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实施细则》中还配套编制了代建项目履约考核表，为保障制度有效落实。 

第五，构建代建制度和监理制度的协同机制，为代建项目监管提供抓手 

为了实现监理单位与代建单位相互约束与相互制衡，以最大发挥各自的职责效力，厘清监理单位同委托单位、代建单位的职责关系，

实现监理制度和代建制度有效融合，办法规定“委托单位负责监理单位的招标和合同管理工作”。“监理单位在对代建单位的履约考核和施

工现场管理方面对委托单位负责”。  

同时创新引入监理报告制，规定“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合同要求，采取监理月报和监理急报两种形式，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工

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报告”。“代建项目竣工验收前，监理单位应及时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最终监理报告”。 

第六，建立代建单位的退出机制 

为规范代建项目的实施程序，加强对代建单位尽职尽责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委托单位原因和代建单位原因两种情形下代建单位的退出

程序、权责归属、结算方式、赔偿方式、赔偿限额、处罚方式等，并明确了代建单位退出后的职责履行要求和应急替换方案等。 

办法强化了对代建单位的处罚机制，规定：由于代建单位未履行全部或部分代建义务，拒不整改或同一事项超过两次整改不到位的，

委托单位应书面通知代建单位解除代建合同并扣除履约保函，对代建单位履约评价为“不合格”。代建单位为预选库入库企业的，公示后

将其移出代建单位预选库，且不得进入下一期代建单位预选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取代建单位的，委托单位应在招标文件中增加履约评

价为“不合格”情形的否决性条款。 

 

 

 



为确保《代建办法》贯彻执行，罗湖区政府同步印发了五大配套文件 

《罗湖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实施细则》从代建项目全过程管理出发细化了代建项目的实施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委托代建方案示范文本》按照办法规定，细化了代建方案的编制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预选库实施细则》细化了代建单位预选库的入库、使用和监督管理等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合同范本》按照《办法》规定，细化了代建合同的编制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实施细则》细化了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实施要求。 

整体而言，此次罗湖区代建制度改革确立了以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完善了代建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代建单

位的选择方式，厘清了委托、代建、监理等单位的权责利。制度设计通过合理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项目各方充

分博弈、有效合作，建立了符合罗湖区情的“代建模式”，着力实现权责清晰、专业互进、效益提高、激励到位、清正廉洁的管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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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小邮差们结业啦，罗湖青少年素质培力计划结营 

8 月 26 日下午，由罗湖区禁毒办、罗湖区教育局指导，莲塘街道办主办的“禁毒小邮差”——青少年素质培力计划结营仪式在罗湖

外国语学校（初中部）举行。罗湖区禁毒办副主任、禁毒大队大队长尚琳，莲塘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李光元，罗湖外语学校（初中部）

校长肖继宏，深圳市慈善会副秘书长董昕，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房方及区禁毒办、区教育局、莲塘街道办、深圳市慈善会等单

位领导、禁毒社工、义工及小邮差家长等近 200人亲临现场见证小邮差们的收获和成长历程。 

据了解，“禁毒小邮差”——青少年素质培力计划从海选活动、开营仪式、进入夏令营到结营历期 18 天，为 50 名禁毒小邮差进行禁

毒专项能力、高效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策划执行能力的四力训练，通过专题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形式，提升了小邮差们对毒品及

其危害的了解，增强其参与毒品预防宣传的态度和能力，也为罗湖区莲塘街道禁毒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结营仪式现场，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禁毒领域总督导李检阅介绍禁毒小邮差项目的成效，短暂而充实的四天夏令营活动让小邮

差们成长与蜕变。接着，现场来宾一起观看“禁毒小邮差”纪录片，一同回望小邮差们共同走过的精彩瞬间。现场很多家长看到孩子们努

力付出的点滴感动得潸然泪下，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自豪。 

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短的几天，该项目培育了很多优秀禁毒志愿者，两名禁毒小邮差代表上台作主题演讲《我的禁毒梦》，充分展示

了小邮差们自信、活力、正向、阳光的特质。 

随后，到场领导为小邮差们颁发“禁毒小邮差服务证”以及禁毒小邮差包，为先锋队伍授予“禁毒小邮差先锋队员”勋章。今后，小

邮差们将以星火式向社会各界宣传禁毒知识。小邮差们的夏令营之旅圆满画上句号，同时开启了薪火相传的新篇章。 

深圳市慈善会副秘书长董昕进行总结发言时表示，对该项目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赏，同时鼓励小邮差们恪守禁毒誓言，坚

定踏上禁毒之路，成为一名出色的禁毒小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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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晚报道|罗湖区出台规范代建项目管理系列文件 六大核心举措引人瞩目 

8 月 26日，修订后的《深圳市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代建办法》"）正式印发施行，五大配套文件同时

出台，通过强化代建项目统筹决策、提升政府对项目前期有效管控、加强履约考核和奖惩等，罗湖区确立了以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

为辅的代建模式，有效提高代建项目管理水平和投资效益。 

据了解，《代建办法》共分为五个章节，31 个条款，包含六大核心内容。 

明确代建适用范围，提高代建项目门槛 

为了严把代建实施范围，破除代建项目滥用、泛用的现状，办法规定"位于城市重要地区、重要节点的环保水务、市容绿化、市政交

通、城市医疗、教育及其他大型公共建筑类政府投资项目，总投资规模 2.5 亿元以上的，可以实施代建制"。 

代建费用为零的项目，投资规模可低于 2.5 亿元，适用范围为与城市更新单元相邻，或与社会投资建设项目红线紧邻且需与该社会

投资项目同步建设的政府投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项目。 

明确"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辅"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 

为了构建市场良性竞争机制，促进代建市场不断优化人员结构和管理水平，提升代建市场环境，明确"公开招标为主，预选库选取为

辅"的代建单位选取方式。零代建项目可采取直接委托方式确定代建单位。在《代建单位预选库实施细则》中，同时优化了预选库的使用

规则，规定预选库内选取代建单位的，代建项目总投资在 5 亿元以上的采取"多方案比选择优确定"，在 5 亿元以下的采取"按号轮候"。 

确立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 

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前期管理工作方面的优势和作用，真正落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办法

规定"代建项目原则上采取施工代建"，"功能和技术要求极为复杂的重大建设项目，可以实施全过程代建"。 

施工代建按照两阶段实施，代建项目的前期阶段由区政府指定的前期部门负责，前期部门完成所有前期工作后，将前期工作成果移交

至委托单位，再由委托单位移交至代建单位。代建单位履行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对代建项目质量、安全、成本、工期和建成效果负总责。 

全过程代建则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全过程代建单位实行全过程管理，直至缺陷责任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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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履约考核制度 

为加强委托单位、需求单位对代建单位的履约监管，实现放管结合，明确了履约考核与代建单位奖惩相结合的机制，办法明确"委托 

单位会同项目需求单位完成代建项目的履约考核工作，委托单位按季度向区发展改革局、区住房建设局提交履约考核报告直至项目移交结

束"。 

对于"同时满足工程结算未超出保证最大工程费用、按时完成项目代建任务以及履约考核等级为良好及以上的，代建单位可以获得奖

励金。""履约考核发现履约失信、违法违规等问题的，应及时移送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并视情节轻重处以合同处罚、行政处罚或依纪依法

移送相关部门进行责任追究"。 

《实施细则》中还配套编制了代建项目履约考核表，为保障制度有效落实。 

构建代建制度和监理制度的协同机制，为代建项目监管提供抓手 

为了实现监理单位与代建单位相互约束与相互制衡，以最大发挥各自的职责效力，厘清监理单位同委托单位、代建单位的职责关系，

实现监理制度和代建制度有效融合，办法规定"委托单位负责监理单位的招标和合同管理工作"。"监理单位在对代建单位的履约考核和施

工现场管理方面对委托单位负责"。 

同时创新引入监理报告制，规定"监理单位应根据监理合同要求，采取监理月报和监理急报两种形式，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工

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情况报告""代建项目竣工验收前，监理单位应及时向委托单位和代建单位提交最终监理报告"。 

建立代建单位的退出机制 

为规范代建项目的实施程序，加强对代建单位尽职尽责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委托单位原因和代建单位原因两种情形下代建单位的退出

程序、权责归属、结算方式、赔偿方式、赔偿限额、处罚方式等，并明确了代建单位退出后的职责履行要求和应急替换方案等。 

办法强化了对代建单位的处罚机制，规定：由于代建单位未履行全部或部分代建义务，拒不整改或同一事项超过两次整改不到位的，

委托单位应书面通知代建单位解除代建合同并扣除履约保函，对代建单位履约评价为"不合格"。 

代建单位为预选库入库企业的，公示后将其移出代建单位预选库，且不得进入下一期代建单位预选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取代建单

位的，委托单位应在招标文件中增加履约评价为"不合格"情形的否决性条款。 

 

 

 



为确保《代建办法》贯彻执行，罗湖区政府同步印发了五大配套文件 

《罗湖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实施细则》从代建项目全过程管理出发细化了代建项目的实施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委托代建方案示范文本》按照办法规定，细化了代建方案的编制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单位预选库实施细则》细化了代建单位预选库的入库、使用和监督管理等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合同范本》按照《办法》规定，细化了代建合同的编制要求。 

《罗湖区政府投资代建项目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实施细则》细化了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的实施要求。 

整体而言，此次罗湖区代建制度改革确立了以施工代建为主、全过程代建为辅的代建模式，完善了代建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代建单

位的选择方式，厘清了委托、代建、监理等单位的权责利。制度设计通过合理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项目各方充

分博弈、有效合作，建立了符合罗湖区情的"代建模式"，着力实现权责清晰、专业互进、效益提高、激励到位、清正廉洁的管理目标。 

 

 

 

 



深晚报道丨国象全明星赛罗湖开枰 谢军侯逸凡余泱漪现场对弈 

" 两名棋手配合下一盘棋，比赛过程中一定会很有意思，希望抽签可以抽中一位与我风格相近的女棋手。" 亚洲首位男子国际象棋特

级大师托雷在 8 月 26 日上午召开的 2019 年深圳罗湖国际象棋全明星赛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8 月 26 日至 31 日，深圳罗湖国际象棋全明星赛将在阳光酒店举办，12 名世界顶级棋手分别抽签组成 6 组，男女混合进行单循环

赛。 

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及罗湖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支持，罗湖区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深圳棋院、深圳新闻网及罗湖区国际象棋协会共同承办，深圳市鹏城国际象棋俱乐部有限公司协办。 

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巡视员王志强表示：" 深圳是国际象棋在全国开展最好的城市之一，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享受着这项运动

带来的乐趣，每年举办各种赛事近百场。此次深圳罗湖区全明星比赛是推广国际象棋的重大举措，今后深圳罗湖区将举办更多此类大型赛

事推动国际象棋运动在国际化的发展，使之成为传统赛事、精品赛事。" 

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薛江介绍，本次比赛规格很高，邀请包括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副主席肖特，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谢军，深圳棋院院长、亚洲首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奈迪茨、托雷，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侯逸凡、诸宸、乌什尼娜、齐

布尔达尼泽，国际象棋世界奥林匹克团体冠军倪华、余泱漪、韦奕 12 名国际顶级棋手，中国国际象棋国家队总教练叶江川也将现场指导，

并邀请大师们走进多所学校分享经验与互动。赛事还增设 2019 年深港澳青少年国际象棋精英赛，设置世界冠军百人车轮战。 

"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同深圳共建国家队深圳基地已正式签约，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提出推动深圳打造国际象棋之都的宏图规划，推

动深圳国际象棋人才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深圳有很好的国际象棋基础，常年普及学生 30 万左右，超过 500 所学校

开展国际象棋活动。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深圳成为国际象棋之都，不是梦想。" 深圳棋院院长、亚洲首位女子特级大师刘适兰说道。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乌克兰棋后乌什尼娜说： " 未来有机会，我会考虑移居深圳，在这座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城市生活是一件很幸

福的事。" 

国际象棋是集科学、文化、艺术、竞技为一体的智力运动项目，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智力运动之一。2019 年深圳罗湖国际象棋全明星

赛的举办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国际象棋的普及与推广，为中国本土培养更多的世界级选手和冠军，在世界棋坛更好地弘扬中国国际象棋文化

精神，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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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小邮差——罗湖青少年素质培力计划举办结营礼 

【香港商報訊】記者易小婧通訊員蘇秀丹報道：8月 26日，由羅湖區禁毒辦、羅湖區教育局指導，蓮塘街道辦主辦的「禁毒小郵差」

——青少年素質培力計劃結營儀式在羅湖外國語學校（初中部）舉行。羅湖區禁毒辦副主任、禁毒大隊大隊長尚琳，蓮塘街道辦事處黨工

委副書記李光元，羅湖外語學校（初中部）校長肖繼宏，深圳市慈善會副秘書長董昕，深圳市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理事長房方及區禁毒辦、

區教育局、蓮塘街道辦、深圳市慈善會等單位領導、禁毒社工、義工及小郵差家長等近 200人親臨現場見證小郵差們的收穫和成長曆程。 

據了解，「禁毒小郵差」——青少年素質培力計劃從海選活動、開營儀式、進入夏令營到結營歷期 18 天，為 50 名禁毒小郵差進行禁

毒專項能力、高效表達能力、團隊協作能力、策劃執行能力的四力訓練，通過專題課程學習和社會實踐的形式，提升了小郵差們對毒品及

其危害的了解，增強其參與毒品預防宣傳的態度和能力，也為羅湖區蓮塘街道禁毒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 

小郵差們將以星火式向社會宣傳禁毒知識 

在為期四天的夏令營中，有喜悅與感動，有歷練與成長。在活動中，深圳市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禁毒領域總督導李檢閱介紹禁毒小郵差

項目的成效，短暫而充實的四天夏令營活動讓小郵差們成長與蛻變；現場來賓一起觀看「禁毒小郵差」紀錄片，一同回望小郵差們共同走

過的精彩瞬間。現場很多家長看到孩子們努力付出的點滴感動得潸然淚下，為自己的孩子感到驕傲自豪。在短短的幾天內，該項目培育了

很多優秀禁毒志願者，兩名禁毒小郵差代表上臺作主題演講《我的禁毒夢》，充分展示了小郵差們自信、活力、正向、陽光的特質。 

到場領導為小郵差們頒發「禁毒小郵差服務證」以及禁毒小郵差包，為先鋒隊伍授予「禁毒小郵差先鋒隊員」勳章。今後，小郵差們

將以星火式向社會各界宣傳禁毒知識。小郵差們的夏令營之旅圓滿畫上句號，同時開啟了薪火相傳的新篇章。深圳市慈善會副秘書長董昕

進行總結髮言，對該項目取得的成效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讚賞，同時鼓勵小郵差們恪守禁毒誓言，堅定踏上禁毒之路，成為一名出色的禁毒

小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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