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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  人： 造价咨询人：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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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人： 复  核  人：

(造价人员签字盖专用章) (造价工程师签字盖专用章)



工程量清单说明

1.工程量清单说明
1.1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招标文件中包括的有合同约束力的工程量清单计量规

则、图纸以及有关工程量清单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规则

编制。约定计量规则中没有的子目，其工程量按照有合同约東力的图纸所标示尺寸

的理论净量计算。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2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
款、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技术规范及图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

1.3本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估算的或设计的预计数量，仅作为投标报
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工程

量，由承包人按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规定的计量方法，以监理人认可的尺寸、断面

计量，按本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额;或根据具体情况，按合同条
款第 15.4款的规定，按监理人确定的单价或总额价计算支付额。

1.4工程量清单各章是按相应章次编号的，因此，工程量清单中各章的工程子
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与“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技术规范”相应章节的范围计量与支
付条款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5对作业和材料的一般说明或规定，未重复写入工程量清单内，在给工程量
清单各子目标价前，应参阅第七章“技术规范”的有关内容。

1.6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力，
也不免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1.7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表及数量汇总表仅是提供资料，不是工程量清单的
外延。当图纸与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作为报价的

依据。

2.投标报价说明
2.1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2.2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为实
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缺陷修复、管
理、保险、税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2.3工程量清单中投标人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其费用视为已分推在工
程量请单中其他相关子目的单价或价格之中。承包人必须按监理人指令完成工程量

清单中未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但不能得到结算与支付。

2.4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
各子目之中，未列子目不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推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

子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2.5承包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拼装等支
付的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之中。

2.6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结算。
2.7暂列金额:不计列。

3.其他说明
3.1本项目不计计日工。
3.2 工程一切险和第三方责任险由承包人以承包人与业主联名的方式投保，保

险费由承包人承担，投保的范围、条件及保险费率由招标人与承保人在所商定的投

保协议中确定，并在招标文件中写明。上述保险费在工程量清单中列单独支付细

目，由投标人按招标文件中的规定填写总额价。

工程一切险的保险费率暂定为 3‰，投保金额为工程量清单第 100章（不含保
险费）至 700 章的合计金额；第三方责任险保险费率的为 3.5‰，投保金额为 50
万元，保险费暂定按 1750元，上述两项保险费均由承包人报价时列入工程量清单
100章内。承包人应将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务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并为
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或劳务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该保险由承包人自行投保，并

包含在所报的单价和总额价中。



承包人装备险和承包人职工的（人身）事故险由承包人自行投保，保险费由承

包人承担并支付，并包含在所报的单价和总额价中，不得单独报价，业主不另行支

付。

3.3根据交通部颁发的《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 2007
年第 1号令）的精神，招标人在工程量清单第 100 章中以固定金额计入工程量清
单支付细目 102-3中安全生产设施费用。该费用应当用于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
施的采购和更新、安全施工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善等方面所需要的安全

生产费用，该费用包干使用，不得挪作他用。除此之外投标为实施安全生产所投入

的其他费用均包含在投标人的相应项目的单价和总额价之中，业主不另行计量与支

付。

3.4投标人应自行踏勘现场，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应自行解决临时用电、施工便
道、便桥等问题，生活用水及施工临时用地，此项费用均计入 100 章相应支付子
目中，招标人不另行支付。

3.5 施工过程中，生态保护与水土保持等产生的相关费用己包含在总报价之
中，业主不另行支付。



投标报价汇总表
合同段：上下卡村级养殖场地道路硬化项目 标表1

序号 章次 科目名称 金额（元）

1 100   总 则

2 200   路 基

3 300   路 面

4 第100章至第700章合计

5 已包含在清单合计中的材料、工程设备、专业工程暂估价合计

6 清单合计减去材料、工程设备、专业工程暂估价合计

7 计日工合计

8 暂列金额（不计）

9 投标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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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清单表
合同段：上下卡村级养殖场地道路硬化项目 标表2

清单  第100章  总 则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101 通则

101-1 保险费

-a 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建筑工程一切险 总额 1.000

-b 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第三者责任险 总额 1.000

102 工程管理

102-1 竣工文件 总额 1.000

102-2 施工环保费 总额 1.000

102-3 安全生产费 总额 1.000

102-4 信息化系统（暂估价） 总额 1.000

103 临时工程与设施

103-1 临时道路修建、养护与拆除（包括原道路的养护） 总额 1.000

103-2 临时占地 总额 1.000

103-3 临时供电设施架设、维护与拆除 总额 1.000

103-4 电信设施的提供、维修与拆除 总额 1.000

103-5 临时供水与排污设施 总额 1.000

104 承包人驻地建设

104-1 承包人驻地建设 总额 1.000

105 施工标准化

105-1 施工驻地 总额 1.000

105-2 工地试验室 总额 1.000

105-3 拌和站 总额 1.000

105-4 钢筋加工场 总额 1.000

105-5 预制场 总额 1.000

105-6 仓储存放地 总额 1.000

105-7 各场（厂）区、作业区连接道路及施工主便道 总额 1.000

清单  第1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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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清单表
合同段：上下卡村级养殖场地道路硬化项目 标表2

清单  第200章  路 基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202 场地清理

202-1 清理与掘除

-a 清理现场

-a-1 场地平整 m2 7105.000

清单  第2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清单   第 2 页 共 3 页



工程量清单表
合同段：上下卡村级养殖场地道路硬化项目 标表2

清单  第300章  路 面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302 垫层

302-2 砂砾垫层

-a 厚100mm m2 11200.000

312 水泥混凝土面板

312-1 水泥混凝土面板

-a 厚180mm（混凝土弯拉强度4.0MPa） m3 2016.000

清单  第3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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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清单单价分析表
合同段：上下卡村级养殖场地道路硬化项目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编码 子目名称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

使用费
其他 管理费 税费 利润

综合

单价工日 单价 金额
主材

辅材费 金额
主材耗量 单位 单价 主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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