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
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德胜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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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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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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1004001 挖基坑土方
1.土壤类别:现场实际
2.挖土深度:详见图纸 m3 72.58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达到设
计要求 m3 49.73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余土
2.运距:自行考虑 m3 22.85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2001001 砌块墙

1.砌块品种、规格、强
度等级:MU10加气混凝
土实心砖
2.墙体类型:200mm
3.砂浆强度等级:M5.0
混合砂浆

m3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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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 m3 4.54

6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16.18

7 010501006001 设备基础
1.灌浆材料及其强度等
级:C35细石混凝土 m3 0.23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84

9 010502002001 构造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1.19

10 010503001001 基础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30 m3 9.82

11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1.75

12 010507001001 散水

做法：青19J2-12-散1
1.60厚C20混凝土随打
随抹，上撒1:1水泥砂
子压光
2.300厚级配砂

m2 97.68

13 010507001002 坡道

做法：青19J2-9-坡1
1、100厚C20细石砼随
打随抹，20厚1:2水泥
砂浆抹面，15宽金刚砂

m2 12.6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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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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防滑条，中距80凸
出坡面3-4
2、300厚级配砂

14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圆
钢筋 钢筋HPB300(直径
mm) ≤10

t 0.598

15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带
肋钢筋 HRB400以内 (
直径mm) ≤10

t 0.636

16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带
肋钢筋 HRB400以内 (
直径mm) ≤18

t 1.096

17 010515001004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带
肋钢筋 HRB400以内 (
直径mm) ≤25

t 1.259

18 010516001001 螺栓 1.螺栓种类:地脚螺栓
2.规格:M24

t 0.193

分部小计

A.6 金属结构工程

19 010603001001 实腹钢柱

1.钢材品种、规格:C型
钢、H型钢，Q355B
2.喷砂（或）抛丸除锈
，涂层采用醇酸铁红底
漆两道，醇酸中灰面漆
两遍
3.厚型防火涂料（耐火
极限不小于2.5h）

t 2.723

20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材品种、规格:H型
钢，Q355B
2.喷砂（或）抛丸除锈
，涂层采用醇酸铁红底
漆两道，醇酸中灰面漆
两遍
3.厚型防火涂料（耐火
极限不小于1.5h）

t 2.074

21 010605002001 钢板墙板

1.部位:1.2m以上
2.钢板厚度、复合板厚
度:100厚
3.复合板夹芯材料种类
、层数、型号、规格:
岩棉彩钢夹芯板（2厚
钢板）

m2 218.88

22 010606001001 钢支撑、钢拉条 1.钢材品种、规格: t 1.363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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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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35B
2.喷砂（或）抛丸除锈
，涂层采用醇酸铁红底
漆两道，醇酸中灰面漆
两遍
3.薄型防火涂料（耐火
极限不小于1.0h）

23 010606002001 钢檩条

1.钢材品种、规格:C型
钢，Q355B
2.喷砂（或）抛丸除锈
，涂层采用醇酸铁红底
漆两道，醇酸中灰面漆
两遍
3.薄型防火涂料（耐火
极限不小于1.0h）

t 2.965

24 010606013001 零星钢构件 1.钢材品种、规格:L50
*50

t 0.189

分部小计

A.8 门窗工程

25 010803001001 金属卷帘(闸）门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M
2427 2400*2700
2.门材质:电动钢制卷
帘门

樘 1

26 010807001001
金属（塑钢、断桥
）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C
3012 3000*1200
2.框、扇材质:70系列
断桥铝塑复合保温节能
窗

樘 8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2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0
0厚岩棉彩钢夹芯板（2
厚钢板）
2.06J925-2-15-屋面5
（Ⅱ级防水）
3.压型钢板屋面屋脊做
法详06J925-2

m2 382.09

28 010902006001 屋面（廊、阳台）
泄（吐）水管

1.87型雨水斗（甲型）
余同，09S302-9 个 4

29 010904003001
楼（地）面砂浆防
水(防潮）

1.防水层做法:-0.06m
标高处做20厚1:2水泥
砂浆内加5%防水剂

m2 18.67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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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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小计

A.10 保温、隔热、防腐
工程

30 011001003001 保温隔热墙面

1.保温隔热部位:1.2m
以下外墙
2.保温隔热方式:外保
温
3.保温隔热材料品种、
规格及厚度:60厚BA防
火保温板

m2 94.32

31 011003001001 隔离层

1.隔离层部位:与地基
土接触的结构
2.隔离层做法:做沥青
冷底子油两遍，沥青胶
泥涂层，厚度≥300um

m2 193.02

分部小计

A.11 楼地面装饰工程

32 011101001001 水泥砂浆楼地面

做法：19J2-45-地7
1.20厚1:2水泥砂浆压
实抹光
2.60厚C15混凝土垫层
3.150厚3:7灰土

m2 368.46

分部小计

A.14 油漆、涂料、裱糊
工程

33 011407001001 墙面喷刷涂料
1.做法:参青19J2
2.喷刷涂料部位:1.2m
以下外墙面刷涂料

m2 94.32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34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垫层模板 m2 10.08

35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26.88

36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20.44

37 011702003001 构造柱 m2 12.89

38 011702005001 基础梁 m2 98.16

39 011702008001 圈梁 m2 32.22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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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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德胜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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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德胜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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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德胜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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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第  1  页  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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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1004001 挖基坑土方
1.土壤类别:现场实际
2.挖土深度:详见图纸 m3 72.58

2 010103001001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达到设
计要求 m3 49.73

3 010103002001 余方弃置 1.废弃料品种:余土
2.运距:自行考虑 m3 22.85

分部小计

A.4 砌筑工程

4 010402001001 砌块墙

1.砌块品种、规格、强
度等级:MU10加气混凝
土实心砖
2.墙体类型:200mm
3.砂浆强度等级:M5.0
混合砂浆

m3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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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 m3 4.54

6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16.18

7 010501006001 设备基础
1.灌浆材料及其强度等
级:C35细石混凝土 m3 0.23

8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2.84

9 010502002001 构造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1.19

10 010503001001 基础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30 m3 9.82

11 010503004001 圈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1.75

12 010507001001 散水

做法：青19J2-12-散1
1.60厚C20混凝土随打
随抹，上撒1:1水泥砂
子压光
2.300厚级配砂

m2 97.68

13 010507001002 坡道

做法：青19J2-9-坡1
1、100厚C20细石砼随
打随抹，20厚1:2水泥
砂浆抹面，15宽金刚砂

m2 12.6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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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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防滑条，中距80凸
出坡面3-4
2、300厚级配砂

14 010515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圆
钢筋 钢筋HPB300(直径
mm) ≤10

t 0.598

15 010515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带
肋钢筋 HRB400以内 (
直径mm) ≤10

t 0.636

16 010515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带
肋钢筋 HRB400以内 (
直径mm) ≤18

t 1.096

17 010515001004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带
肋钢筋 HRB400以内 (
直径mm) ≤25

t 1.259

18 010516001001 螺栓 1.螺栓种类:地脚螺栓
2.规格:M24

t 0.193

分部小计

A.6 金属结构工程

19 010603001001 实腹钢柱

1.钢材品种、规格:C型
钢、H型钢，Q355B
2.喷砂（或）抛丸除锈
，涂层采用醇酸铁红底
漆两道，醇酸中灰面漆
两遍
3.厚型防火涂料（耐火
极限不小于2.5h）

t 2.723

20 010604001001 钢梁

1.钢材品种、规格:H型
钢，Q355B
2.喷砂（或）抛丸除锈
，涂层采用醇酸铁红底
漆两道，醇酸中灰面漆
两遍
3.厚型防火涂料（耐火
极限不小于1.5h）

t 2.074

21 010605002001 钢板墙板

1.部位:1.2m以上
2.钢板厚度、复合板厚
度:100厚
3.复合板夹芯材料种类
、层数、型号、规格:
岩棉彩钢夹芯板（2厚
钢板）

m2 218.88

22 010606001001 钢支撑、钢拉条 1.钢材品种、规格: t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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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第  3  页  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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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35B
2.喷砂（或）抛丸除锈
，涂层采用醇酸铁红底
漆两道，醇酸中灰面漆
两遍
3.薄型防火涂料（耐火
极限不小于1.0h）

23 010606002001 钢檩条

1.钢材品种、规格:C型
钢，Q355B
2.喷砂（或）抛丸除锈
，涂层采用醇酸铁红底
漆两道，醇酸中灰面漆
两遍
3.薄型防火涂料（耐火
极限不小于1.0h）

t 2.965

24 010606013001 零星钢构件 1.钢材品种、规格:L50
*50

t 0.189

分部小计

A.8 门窗工程

25 010803001001 金属卷帘(闸）门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M
2427 2400*2700
2.门材质:电动钢制卷
帘门

樘 1

26 010807001001
金属（塑钢、断桥
）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C
3012 3000*1200
2.框、扇材质:70系列
断桥铝塑复合保温节能
窗

樘 8

分部小计

A.9 屋面及防水工程

27 010901002001 型材屋面

1.型材品种、规格::10
0厚岩棉彩钢夹芯板（2
厚钢板）
2.06J925-2-15-屋面5
（Ⅱ级防水）
3.压型钢板屋面屋脊做
法详06J925-2

m2 382.09

28 010902006001 屋面（廊、阳台）
泄（吐）水管

1.87型雨水斗（甲型）
余同，09S302-9 个 4

29 010904003001
楼（地）面砂浆防
水(防潮）

1.防水层做法:-0.06m
标高处做20厚1:2水泥
砂浆内加5%防水剂

m2 18.67

本页小计



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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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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小计

A.10 保温、隔热、防腐
工程

30 011001003001 保温隔热墙面

1.保温隔热部位:1.2m
以下外墙
2.保温隔热方式:外保
温
3.保温隔热材料品种、
规格及厚度:60厚BA防
火保温板

m2 94.32

31 011003001001 隔离层

1.隔离层部位:与地基
土接触的结构
2.隔离层做法:做沥青
冷底子油两遍，沥青胶
泥涂层，厚度≥300um

m2 193.02

分部小计

A.11 楼地面装饰工程

32 011101001001 水泥砂浆楼地面

做法：19J2-45-地7
1.20厚1:2水泥砂浆压
实抹光
2.60厚C15混凝土垫层
3.150厚3:7灰土

m2 368.46

分部小计

A.14 油漆、涂料、裱糊
工程

33 011407001001 墙面喷刷涂料
1.做法:参青19J2
2.喷刷涂料部位:1.2m
以下外墙面刷涂料

m2 94.32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34 011702001001 基础 1.基础类型:垫层模板 m2 10.08

35 011702001002 基础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模板 m2 26.88

36 011702002001 矩形柱 m2 20.44

37 011702003001 构造柱 m2 12.89

38 011702005001 基础梁 m2 98.16

39 011702008001 圈梁 m2 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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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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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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
（贵德县德胜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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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贵德县
德胜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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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标段：贵德县2021年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
目（贵德县德胜养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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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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