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
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工程

招标工程量清单

扉— 1

招  标  人： 造价咨询人：

(单位盖章) (单位资质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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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制 时 间：     年   月   日 复 核 时 间：     年   月   日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1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1 土石方工程

1 010101002001 挖一般土方

1.土壤类别: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2.挖土深度: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m3 160.99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压实系
数≥0.94
2.填方材料品种:土方

m3 115.25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土方
2.运距:自行考虑 m3 45.74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1001001 砖基础

1.砖品种、规格、强度
等级:MU10粘土砖
2.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3.砂浆强度等级:M10混
合砂浆

m3 18.96

分部小计

A.5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
土工程

5 010501001001 垫层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15

m3 2.88

6 010501002001 带形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9.07

7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6.91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88

9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3.56

10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Φ1
0以内圆钢 t 0.19

11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0以内三级螺纹钢 t 0.069

12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2-18三级螺纹钢

t 1.371

13 010516002001 预埋铁件
1.MJ-1  -14*300*300 
914
2.具体详见图纸

t 0.52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2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6 金属结构工程

14 010602001001 钢屋架

1.钢架120*120*4.0  Q
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356

15 010603003001 钢管柱

1.矩形柱120*120*4.0 
 Q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469

16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梁100*50*3.0  Q2
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2.442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3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1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厚
单层压型彩钢板（蓝色
）V220，有效宽度880
mm

m2 433.24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18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14.31

19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模板 m2 93.64

20 011702001003 基础 1.基础类型:基础垫层
模板 m2 12.96

21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28.8

22 011702008001 圈梁 m2 35.56

23 011705001001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
场及安拆

1.机械设备名称:挖掘
机 台次 1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注：1.“ 计算基础” 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 定额基价” 、“ 定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其他项目可为“ 定
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
    2.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若无“ 计算基础” 和“ 费率” 的数值，也可只填“ 金额” 数值，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案出
处或计算方法。

表-11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调整费率(%) 调整后金额(元)

1 011707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 1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7.87

3 2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5.7

4 3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53

5 4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6.9

6 011707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96

7 011707004001 二次搬运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45

8 011707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75

9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18

10 011707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66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1#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注：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此处不汇总。

表-12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结算金额(元) 备注

1 暂列金额 明细详见表-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暂估价 — 明细详见表-1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3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12-4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12-5

5 索赔与签证

合    计 —



（十六）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1#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表-13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费率(%) 金额（元）

1 规费 定额人工费

1.1 社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 养老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6

（2） 失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0.5

（3） 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6.5

（4） 工伤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5

1.2 住房公积金 定额人工费 12

1.3 工程排污费 按实际发生额计算

2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9

合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2#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1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1 土石方工程

1 010101002001 挖一般土方

1.土壤类别: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2.挖土深度: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m3 166.34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压实系
数≥0.94
2.填方材料品种:土方

m3 119.16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土方
2.运距:自行考虑 m3 47.18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1001001 砖基础

1.砖品种、规格、强度
等级:MU10粘土砖
2.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3.砂浆强度等级:M10混
合砂浆

m3 19.6

分部小计

A.5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
土工程

5 010501001001 垫层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15

m3 2.88

6 010501002001 带形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30.17

7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6.91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88

9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3.69

10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Φ1
0以内圆钢 t 0.197

11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0以内三级螺纹钢 t 0.069

12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2-18三级螺纹钢

t 1.39

13 010516002001 预埋铁件
1.MJ-1  -14*300*300 
914
2.具体详见图纸

t 0.52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2#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2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6 金属结构工程

14 010602001001 钢屋架

1.钢架150*100*4.0  Q
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775

15 010603003001 钢管柱

1.矩形柱120*120*4.0 
 Q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469

16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梁100*50*3.0  Q2
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2.93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2#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3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1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厚
单层压型彩钢板（蓝色
）V220，有效宽度880
mm

m2 532.71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18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14.31

19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模板 m2 99.11

20 011702001003 基础 1.基础类型:基础垫层
模板 m2 12.96

21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28.8

22 011702008001 圈梁 m2 36.85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2#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注：1.“ 计算基础” 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 定额基价” 、“ 定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其他项目可为“ 定
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
    2.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若无“ 计算基础” 和“ 费率” 的数值，也可只填“ 金额” 数值，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案出
处或计算方法。

表-11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调整费率(%) 调整后金额(元)

1 011707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 1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7.87

3 2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5.7

4 3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53

5 4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6.9

6 011707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96

7 011707004001 二次搬运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45

8 011707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75

9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18

10 011707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66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2#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注：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此处不汇总。

表-12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结算金额(元) 备注

1 暂列金额 明细详见表-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暂估价 — 明细详见表-1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3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12-4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12-5

5 索赔与签证

合    计 —



（十六）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2#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表-13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费率(%) 金额（元）

1 规费 定额人工费

1.1 社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 养老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6

（2） 失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0.5

（3） 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6.5

（4） 工伤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5

1.2 住房公积金 定额人工费 12

1.3 工程排污费 按实际发生额计算

2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9

合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3#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1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1 土石方工程

1 010101002001 挖一般土方

1.土壤类别: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2.挖土深度: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m3 166.34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压实系
数≥0.94
2.填方材料品种:土方

m3 119.16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土方
2.运距:自行考虑 m3 47.18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1001001 砖基础

1.砖品种、规格、强度
等级:MU10粘土砖
2.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3.砂浆强度等级:M10混
合砂浆

m3 19.6

分部小计

A.5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
土工程

5 010501001001 垫层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15

m3 2.88

6 010501002001 带形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30.17

7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6.91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88

9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3.69

10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Φ1
0以内圆钢 t 0.197

11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0以内三级螺纹钢 t 0.069

12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2-18三级螺纹钢

t 1.39

13 010516002001 预埋铁件
1.MJ-1  -14*300*300 
914
2.具体详见图纸

t 0.52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3#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2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6 金属结构工程

14 010602001001 钢屋架

1.钢架150*100*4.0  Q
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775

15 010603003001 钢管柱

1.矩形柱120*120*4.0 
 Q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469

16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梁100*50*3.0  Q2
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2.93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3#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3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1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厚
单层压型彩钢板（蓝色
）V220，有效宽度880
mm

m2 532.71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18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14.31

19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模板 m2 99.11

20 011702001003 基础 1.基础类型:基础垫层
模板 m2 12.96

21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28.8

22 011702008001 圈梁 m2 36.85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3#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注：1.“ 计算基础” 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 定额基价” 、“ 定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其他项目可为“ 定
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
    2.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若无“ 计算基础” 和“ 费率” 的数值，也可只填“ 金额” 数值，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案出
处或计算方法。

表-11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调整费率(%) 调整后金额(元)

1 011707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 1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7.87

3 2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5.7

4 3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53

5 4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6.9

6 011707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96

7 011707004001 二次搬运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45

8 011707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75

9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18

10 011707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66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3#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注：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此处不汇总。

表-12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结算金额(元) 备注

1 暂列金额 明细详见表-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暂估价 — 明细详见表-1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3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12-4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12-5

5 索赔与签证

合    计 —



（十六）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3#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表-13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费率(%) 金额（元）

1 规费 定额人工费

1.1 社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 养老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6

（2） 失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0.5

（3） 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6.5

（4） 工伤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5

1.2 住房公积金 定额人工费 12

1.3 工程排污费 按实际发生额计算

2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9

合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4#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1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1 土石方工程

1 010101002001 挖一般土方

1.土壤类别: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2.挖土深度: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m3 166.34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压实系
数≥0.94
2.填方材料品种:土方

m3 119.16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土方
2.运距:自行考虑 m3 47.18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1001001 砖基础

1.砖品种、规格、强度
等级:MU10粘土砖
2.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3.砂浆强度等级:M10混
合砂浆

m3 19.6

分部小计

A.5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
土工程

5 010501001001 垫层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15

m3 2.88

6 010501002001 带形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30.17

7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6.91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88

9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3.69

10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Φ1
0以内圆钢 t 0.197

11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0以内三级螺纹钢 t 0.069

12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2-18三级螺纹钢

t 1.39

13 010516002001 预埋铁件
1.MJ-1  -14*300*300 
914
2.具体详见图纸

t 0.52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4#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2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6 金属结构工程

14 010602001001 钢屋架

1.钢架150*100*4.0  Q
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775

15 010603003001 钢管柱

1.矩形柱120*120*4.0 
 Q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469

16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梁100*50*3.0  Q2
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2.93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4#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3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1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厚
单层压型彩钢板（蓝色
）V220，有效宽度880
mm

m2 532.71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18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14.31

19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模板 m2 99.11

20 011702001003 基础 1.基础类型:基础垫层
模板 m2 12.96

21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28.8

22 011702008001 圈梁 m2 36.85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4#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注：1.“ 计算基础” 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 定额基价” 、“ 定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其他项目可为“ 定
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
    2.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若无“ 计算基础” 和“ 费率” 的数值，也可只填“ 金额” 数值，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案出
处或计算方法。

表-11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调整费率(%) 调整后金额(元)

1 011707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 1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7.87

3 2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5.7

4 3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53

5 4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6.9

6 011707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96

7 011707004001 二次搬运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45

8 011707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75

9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18

10 011707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66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4#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注：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此处不汇总。

表-12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结算金额(元) 备注

1 暂列金额 明细详见表-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暂估价 — 明细详见表-1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3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12-4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12-5

5 索赔与签证

合    计 —



（十六）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4#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表-13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费率(%) 金额（元）

1 规费 定额人工费

1.1 社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 养老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6

（2） 失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0.5

（3） 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6.5

（4） 工伤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5

1.2 住房公积金 定额人工费 12

1.3 工程排污费 按实际发生额计算

2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9

合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5#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1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1 土石方工程

1 010101002001 挖一般土方

1.土壤类别: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2.挖土深度: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m3 151.88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压实系
数≥0.94
2.填方材料品种:土方

m3 108.64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土方
2.运距:自行考虑 m3 43.24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1001001 砖基础

1.砖品种、规格、强度
等级:MU10粘土砖
2.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3.砂浆强度等级:M10混
合砂浆

m3 17.85

分部小计

A.5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
土工程

5 010501001001 垫层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15

m3 2.88

6 010501002001 带形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7.11

7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6.91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88

9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3.34

10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Φ1
0以内圆钢 t 0.179

11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0以内三级螺纹钢 t 0.069

12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2-18三级螺纹钢

t 1.338

13 010516002001 预埋铁件
1.MJ-1  -14*300*300 
914
2.具体详见图纸

t 0.52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5#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2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6 金属结构工程

14 010602001001 钢屋架

1.钢架150*100*4.0  Q
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0.777

15 010603003001 钢管柱

1.矩形柱120*120*4.0 
 Q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469

16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梁100*50*3.0  Q2
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465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5#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3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1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厚
单层压型彩钢板（蓝色
）V220，有效宽度880
mm

m2 263.78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18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14.31

19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模板 m2 90.35

20 011702001003 基础 1.基础类型:基础垫层
模板 m2 12.96

21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28.8

22 011702008001 圈梁 m2 33.35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5#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注：1.“ 计算基础” 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 定额基价” 、“ 定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其他项目可为“ 定
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
    2.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若无“ 计算基础” 和“ 费率” 的数值，也可只填“ 金额” 数值，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案出
处或计算方法。

表-11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调整费率(%) 调整后金额(元)

1 011707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 1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7.87

3 2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5.7

4 3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53

5 4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6.9

6 011707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96

7 011707004001 二次搬运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45

8 011707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75

9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18

10 011707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66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5#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注：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此处不汇总。

表-12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结算金额(元) 备注

1 暂列金额 明细详见表-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暂估价 — 明细详见表-1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3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12-4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12-5

5 索赔与签证

合    计 —



（十六）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5#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表-13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费率(%) 金额（元）

1 规费 定额人工费

1.1 社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 养老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6

（2） 失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0.5

（3） 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6.5

（4） 工伤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5

1.2 住房公积金 定额人工费 12

1.3 工程排污费 按实际发生额计算

2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9

合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6#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1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1 土石方工程

1 010101002001 挖一般土方

1.土壤类别: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2.挖土深度: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m3 161.18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压实系
数≥0.94
2.填方材料品种:土方

m3 115.37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土方
2.运距:自行考虑 m3 45.81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1001001 砖基础

1.砖品种、规格、强度
等级:MU10粘土砖
2.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3.砂浆强度等级:M10混
合砂浆

m3 18.98

分部小计

A.5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
土工程

5 010501001001 垫层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15

m3 2.88

6 010501002001 带形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9.11

7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6.91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88

9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3.56

10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Φ1
0以内圆钢 t 0.191

11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0以内三级螺纹钢 t 0.069

12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2-18三级螺纹钢

t 1.371

13 010516002001 预埋铁件
1.MJ-1  -14*300*300 
914
2.具体详见图纸

t 0.52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6#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2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6 金属结构工程

14 010602001001 钢屋架

1.钢架120*120*4.0  Q
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356

15 010603003001 钢管柱

1.矩形柱120*120*4.0 
 Q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469

16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梁100*50*3.0  Q2
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2.442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6#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3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1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厚
单层压型彩钢板（蓝色
）V220，有效宽度880
mm

m2 436.92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18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14.31

19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模板 m2 94.58

20 011702001003 基础 1.基础类型:基础垫层
模板 m2 12.96

21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28.8

22 011702008001 圈梁 m2 35.61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6#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注：1.“ 计算基础” 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 定额基价” 、“ 定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其他项目可为“ 定
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
    2.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若无“ 计算基础” 和“ 费率” 的数值，也可只填“ 金额” 数值，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案出
处或计算方法。

表-11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调整费率(%) 调整后金额(元)

1 011707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 1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7.87

3 2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5.7

4 3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53

5 4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6.9

6 011707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96

7 011707004001 二次搬运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45

8 011707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75

9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18

10 011707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66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6#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注：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此处不汇总。

表-12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结算金额(元) 备注

1 暂列金额 明细详见表-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暂估价 — 明细详见表-1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3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12-4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12-5

5 索赔与签证

合    计 —



（十六）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6#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表-13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费率(%) 金额（元）

1 规费 定额人工费

1.1 社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 养老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6

（2） 失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0.5

（3） 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6.5

（4） 工伤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5

1.2 住房公积金 定额人工费 12

1.3 工程排污费 按实际发生额计算

2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9

合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0#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1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1 土石方工程

1 010101002001 挖一般土方

1.土壤类别: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2.挖土深度: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m3 76.36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压实系
数≥0.94
2.填方材料品种:土方

m3 54.64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土方
2.运距:自行考虑 m3 21.72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1001001 砖基础

1.砖品种、规格、强度
等级:MU10粘土砖
2.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3.砂浆强度等级:M10混
合砂浆

m3 8.97

分部小计

A.5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
土工程

5 010501001001 垫层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15

m3 1.44

6 010501002001 带形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13.63

7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3.46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1.44

9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1.68

10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Φ1
0以内圆钢 t 0.096

11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0以内三级螺纹钢 t 0.035

12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2-18三级螺纹钢

t 0.67

13 010516002001 预埋铁件
1.MJ-1  -14*300*300 
914
2.具体详见图纸

t 0.26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0#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2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6 金属结构工程

14 010602001001 钢屋架

1.钢架120*120*4.0  Q
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0.678

15 010603003001 钢管柱

1.矩形柱120*120*4.0 
 Q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0.416

16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梁100*50*3.0  Q2
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0.733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0#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3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1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厚
单层压型彩钢板（蓝色
）V220，有效宽度880
mm

m2 139.26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18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7.15

19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模板 m2 47.29

20 011702001003 基础 1.基础类型:基础垫层
模板 m2 6.48

21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14.4

22 011702008001 圈梁 m2 17.81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0#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注：1.“ 计算基础” 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 定额基价” 、“ 定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其他项目可为“ 定
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
    2.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若无“ 计算基础” 和“ 费率” 的数值，也可只填“ 金额” 数值，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案出
处或计算方法。

表-11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调整费率(%) 调整后金额(元)

1 011707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 1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7.87

3 2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5.7

4 3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53

5 4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6.9

6 011707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96

7 011707004001 二次搬运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45

8 011707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75

9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18

10 011707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66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10#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注：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此处不汇总。

表-12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结算金额(元) 备注

1 暂列金额 明细详见表-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暂估价 — 明细详见表-1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3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12-4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12-5

5 索赔与签证

合    计 —



（十六）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10#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表-13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费率(%) 金额（元）

1 规费 定额人工费

1.1 社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 养老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6

（2） 失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0.5

（3） 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6.5

（4） 工伤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5

1.2 住房公积金 定额人工费 12

1.3 工程排污费 按实际发生额计算

2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9

合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1#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1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1 土石方工程

1 010101002001 挖一般土方

1.土壤类别: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2.挖土深度:具体详见
地勘报告

m3 79.79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压实系
数≥0.94
2.填方材料品种:土方

m3 57.14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土方
2.运距:自行考虑 m3 22.65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1001001 砖基础

1.砖品种、规格、强度
等级:MU10粘土砖
2.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3.砂浆强度等级:M10混
合砂浆

m3 9.38

分部小计

A.5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
土工程

5 010501001001 垫层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15

m3 1.44

6 010501002001 带形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14.36

7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3.46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1.44

9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1.76

10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Φ1
0以内圆钢 t 0.094

11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0以内三级螺纹钢 t 0.035

12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1
2-18三级螺纹钢

t 0.682

13 010516002001 预埋铁件
1.MJ-1  -14*300*300 
914
2.具体详见图纸

t 0.26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1#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2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A.6 金属结构工程

14 010602001001 钢屋架

1.钢架120*120*4.0  Q
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0.648

15 010603003001 钢管柱

1.矩形柱120*120*4.0 
 Q2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0.734

16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梁100*50*3.0  Q2
35B
2.本工程腐蚀等级为弱
腐蚀性，钢材经除锈处
理后应立即用刷子或无
油水压缩空气清除灰尘
的锈垢，然后采用涂层
对钢构件进行保护，涂
层采用醇酸铁红底漆两
道，醇酸中灰面漆2遍
，涂层总厚度不小于12
5μm,耐火极限钢柱2.5
h，钢梁1.5h
3.具体详见图纸

t 1.221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1#防雨棚-建筑装饰 第  3  页  共  3  页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 定额人工费” 。

表— 08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中

暂估价

1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厚
单层压型彩钢板（蓝色
）V220，有效宽度880
mm

m2 201.88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18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6.14

19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模板 m2 47.35

20 011702001003 基础 1.基础类型:基础垫层
模板 m2 6.48

21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14.4

22 011702008001 圈梁 m2 14.68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11#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注：1.“ 计算基础” 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可为“ 定额基价” 、“ 定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其他项目可为“ 定
额人工费” 或“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
    2.按施工方案计算的措施费，若无“ 计算基础” 和“ 费率” 的数值，也可只填“ 金额” 数值，但应在备注栏说明施工方案出
处或计算方法。

表-11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调整费率(%) 调整后金额(元)

1 011707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2 1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7.87

3 2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5.7

4 3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53

5 4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6.9

6 011707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96

7 011707004001 二次搬运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45

8 011707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2.75

9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18

10 011707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分部分项预算人工费+单
价措施项目预算人工费 0.66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11#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注：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进入清单项目综合单价，此处不汇总。

表-12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元) 结算金额(元) 备注

1 暂列金额 明细详见表-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暂估价 — 明细详见表-1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3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12-4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12-5

5 索赔与签证

合    计 —



（十六）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11#防雨棚-建筑装饰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惠农种养专业合作社） 第  1  页  共  1  页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表-13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费率(%) 金额（元）

1 规费 定额人工费

1.1 社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 养老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6

（2） 失业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0.5

（3） 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6.5

（4） 工伤保险费 定额人工费 1.5

1.2 住房公积金 定额人工费 12

1.3 工程排污费 按实际发生额计算

2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9

合计


	扉-1 工程量清单扉页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计价表（带分部）
	表-1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12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表-13 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计价表（带分部）
	表-1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12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表-13 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计价表（带分部）
	表-1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12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表-13 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计价表（带分部）
	表-1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12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表-13 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计价表（带分部）
	表-1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12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表-13 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计价表（带分部）
	表-1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12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表-13 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计价表（带分部）
	表-1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12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表-13 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计价表（带分部）
	表-11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表-12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表-13 规费、税金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