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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投标邀请

青海创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均简称“采购代理机构”）受贵德县教育

局（以下均简称“采购人”）委托，拟对“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进行国内竞争性磋商采购，现予以公告，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标。

采购项目编号 青海创研竞磋（工程）2022-041

采购项目名称 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采购方式 竞争性磋商

采购预算控制额度 2872320.66 元（贰佰捌拾柒万贰仟叁佰贰拾元陆角陆分）

最高投标限价 2872320.66 元（贰佰捌拾柒万贰仟叁佰贰拾元陆角陆分）

项目分包个数 无

各包要求
园舍 960 平方米，活动场地 350 平方米；具体内容详见磋商文

件及工程量清单。

各包供应商资格条件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 22 条条件，并提供下列材料：

（1）投标人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2、经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后，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

单的，取消投标资格。（提供“信用中国”网站的查询截图，

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前 20 天内）；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

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皆取消

投标资格；

4、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

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5、本项目不接受投标人以联合体方式进行投标。

6、其他资质条件：

（1）投标人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上资质，并

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其中，投标人拟

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 (含)以上注册

建造师职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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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注册地不在青海省辖区内的企业，应提供青海省省外

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册。

公告发布时间 2022 年 07 月 28 日

获取磋商文件时间
2022 年 07 月 29 日至 2022 年 08 月 04 日（节假日除外），每天

上午 9:00- 12:00，下午 14:30-17:30（北京时间）。

获取磋商文件方式 现场或网上购买

磋商文件售价 500 元/份（磋商文件售后不退,投标资格不能转让）

获取磋商文件地点 西宁市城西区万达中心 4号写字楼 16 楼 11602 室

获取磋商文件时应提供

材料

投标人现场购买招标文件时应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

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加盖公章的法人身份

证复印件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注：需网上购买招标文件

的投标人可将以上材料扫描后发送至采购代理机构电子邮箱

（qhcy2017@163.com），在邮件中标明项目编号、项目名称、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联系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确认。

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2022年08月10日下午14:30（北京时间）

响应文件开启时间 2022年08月10日下午14:30（北京时间）

提交响应文件地点 西宁市城西区万达中心4号写字楼16楼11602室

采购人及联系人电话

采购人：贵德县教育局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974-8559521

联系地址：贵德县河阴镇迎宾东路 35 号

采购代理机构及联系人

电话

采购代理机构：青海创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女士

联系电话：0971-6375193

联系地址：西宁市城西区万达中心 4号写字楼 16 楼 11602 室

采购代理机构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

收款人 青海创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1050 5686 3423

其他事项

公告发布于《青海省政府采购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青海创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官网》，公告期限：自青海政府

采购网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公告内容以青海政府采购网发

布的为准。

财政部门监督电话 贵德县财政局、0974-855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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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容

1 采购项目编号 青海创研竞磋（工程）2022-041

2 采购项目名称 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3 采购人 贵德县教育局

4 采购代理机构 青海创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5 采购方式 竞争性磋商

6 评分办法 综合评分法

7 采购预算控制额度 2872320.66 元（贰佰捌拾柒万贰仟叁佰贰拾元陆角陆分）

8 最高投标限价 2872320.66 元（贰佰捌拾柒万贰仟叁佰贰拾元陆角陆分）

9 项目分包个数 无

10 采购要求
园舍960平方米，活动场地350平方米；具体内容详见《磋商

文件》及工程量清单。

11 供应商资格条件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 22 条条件，并提供下列材料：

（1）投标人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

料。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

料。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的书面声明。

（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2、经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后，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的，取消投标资格。（提供“信用中国”网站的查

询截图，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前 20 天内）；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

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否则，皆

取消投标资格；

4、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

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

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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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项目不接受投标人以联合体方式进行投标。

6、其他资质条件：

（1）投标人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上资质，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其中，投标

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注册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 (含)

以上注册建造师职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

（2）企业注册地不在青海省辖区内的企业，应提供青海省省

外建设工程企业信息登记册。

12 磋商保证金

磋商保证金：55000.00元（大写：伍万伍仟元整）

收款单位：青海创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1050 5686 3423

银行行号代码：1048 5100 3012

交纳时间：同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以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13 缴费方式

缴费方式：磋商保证金应当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

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通过银行转账

的，必须由供应商从其基本账户(需提供开户许可证)汇（转）

入采购代理机构指定账户。供应商未按照磋商文件要求提交

磋商保证金的，投标无效。

14 磋商保证金退还

未成交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在成交通知书发出后 5个工作日

内退还，成交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在采购合同签订后 5 个工

作日内退还。

15 递交响应文件方式 现场递交，不接受邮寄投标。

16 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2022年08月10日下午14:30（北京时间）

17 响应文件开启时间 2022年08月10日下午14:30（北京时间）

18 提交响应文件地点 西宁市城西区万达中心4号写字楼16楼11602室

19 答疑澄清方式

采用现场答疑。供应商须提供准确的联系方式（手机和固定

电话），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评审现场进行答疑澄清，如

在规定的时间内联系无果或未按时到达的，视同放弃答疑。

20 合同签订有效期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与采购人签订书面合同

21 政府采购合同备案
采购合同全数返回采购代理机构鉴证，盖章。

采购代理机构留存2份原件备案。

22 磋商有效期 磋商有效期为自磋商开始之日起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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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供应商须知

一、说 明

1.适用范围

本次采购依据采购人的采购计划，仅适用于本磋商文件中所叙述的项目。

2.采购方式、合格的供应商

2.1 本次采购采取竞争性磋商方式。

2.2 合格的供应商：详见第一部分“供应商资格条件”。

3.磋商费用

供应商应自愿承担与参加本次投标有关的费用。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发生

的费用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磋商文件说明

4.磋商文件的构成

4.1 磋商文件包括：

（1）投标邀请

（2）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3）供应商须知

（4）合同条款及格式

（5）响应文件格式

（6）磋商及采购项目服务要求

（7）工程量清单

（8）磋商过程中发生的澄清、变更和补充文件

4.2 供应商应认真阅读磋商文件中列示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要求等内容。

如果供应商未按磋商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者对磋商文件未作出实质性响应

的，将视为无效响应。

5.磋商文件的质疑

供应商对磋商文件有异议的，应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1日前以

书面形式以书面形式提出（不接受匿名质疑），采购代理机构在收到供应商的书

面质疑后视情况予以答复，并将变更事宜在青海政府采购网上发布公告，告知本

项目的所有潜在供应商。

6.磋商文件的澄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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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前，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磋商文件

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作为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

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

截止时间至少 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磋商文件的供应商；不足 5日的，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顺延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6.2 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采购代理机构可以视采购具体情况，延长提交

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和开启时间，并在磋商文件中要求的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和

开启时间的三日前，将变更公告发布在青海省政府采购网上。

三、响应文件的编制

7.响应文件的语言及度量衡单位

7.1 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以及供应商与采购代理机构就此磋商发生的所

有来往函电均应使用简体中文。

7.2 除磋商文件中另有规定外，响应文件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须采用国

家法定计量单位。

7.3 附有外文资料的，须翻译成中文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如果翻译的中文资

料与外文资料存在差异和矛盾时，以中文资料为准。其准确性由供应商负责。

8.磋商报价及币种

8.l 磋商报价为总报价。投标报价应包括且不限于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

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税金、设备费、招标代理费及不可预见费等全部费用。

供应商须按“报价表”格式填写投标总报价，最后报价不得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报价方案。

8.2 磋商函中应注明磋商有效期。

8.3 投标人应根据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完整填写所有内容，并保证所提供的

全部资料真实可信，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8.4 磋商最后报价为闭口价，即成交后在合同有效期内价格不变。

8.5 磋商币种为人民币。

9.磋商保证金

9.1 供应商须在磋商文件开启时间前缴纳磋商保证金；未成交供应商的磋商

保证金在成交通知书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成交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在采购

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

9.2 磋商保证金由供应商以转款方式直接缴入保证金专用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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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磋商保证金不予退还：

（1）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的；

（2）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3）除因不可抗力或磋商文件认可的情形以外，成交供应商不与采购人签

订合同的；

（4）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5）磋商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10.磋商有效期

磋商有效期为自磋商开始之日起 60 天。

11.响应文件构成

11.1 供应商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作为其参加投标和成交后有能力履行合

同的证明。编写的响应文件须包括以下内容（格式详见磋商文件第五部分内容）：

（1）封面

（2）目录

（3）磋商函

（4）法定代表人证明

（5）法定代表人授权

（6）首次报价表

（7）供应商承诺函

（8）供应商诚信承诺书

（9）资格审查资料

（10）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11）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12）磋商保证金

（1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14）项目管理机构

（15）近三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16）施工组织设计

（17）供应商认为在其他方面有必要说明的事项

（18）中小企业声明函

（19）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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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磋商文件要求签字、盖章的地方必须由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按

要求签字、盖章；供应商提供的扫描（或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供应商须按上

述内容、顺序和格式编制响应文件，并按要求编制目录、页码。

12.响应文件编印和签署

12.1 投标人应准备磋商响应正本 1 份、副本 2 份，电子文档 1 份。若发生

正本和副本不符，以正本为准。投标文件统一使用 A4 幅面的纸张印制，必须胶

装成册并编码，其他方式装订的投标文件一概不予接受。

12.2 磋商响应文件的正本需打印或用不褪色、不变质的墨水书写，副本可

采用正本的复印件。电子文档用光盘或 U盘制作，采用不可修改文档格式（如：

PDF 格式），内容必须和纸质投标文件正本完全一致，包括封面、页码、签字、

盖章等。

12.3 投标文件中不得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须由投标

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公章。

四、响应文件的递交

13.响应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3.1供应商应将响应文件正、副本、电子文档应分别封装于不同的密封袋内，

密封袋上应分别标上“正本”、“副本”、“电子文档”字样，并注明投标人名

称、采购项目编号、采购项目名称及分包号（如有分包）。

13.2 密封后的响应文件均应：

（1）按“供应商须知前附表”中注明的时间、地址送达；

（2）密封后的投标文件密封袋用“于 xx 年 xx 月 xx 日 xx：xx 之前不准启

封”标签密封。

13.3 如果供应商未按第 12．1－12．2 条要求将响应文件密封或在密封袋上

加写标记的，采购代理机构将不予受理。

13.4 供应商以电报、电话、传真形式投标的，采购代理机构概不接受。

14.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地点

14.1 响应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及地点详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4.2 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接受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后送达的响应文

件。

15.磋商响应文件的撤回和修改

15.1 投标人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可以对所提交的响应文件进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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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修改或者撤回，并书面通知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补充、修改的内容作为

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补充、修改的内容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以补充、修改的

内容为准。

五、磋商过程

16.磋商过程

16.1 采购代理机构按本磋商文件中确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本项目的磋商活

动。供应商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参加。

16.2 磋商时，对不同文字文本响应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

准。

16.3 磋商工作由采购代理机构组织，采购人、采购监管、纪检监察等有关

方面代表可根据采购项目的具体情况列席。

16.4 磋商过程有专人记录，并存档备查。

六、磋商程序及方法

17.磋商小组

17.1 采购代理机构将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依法组建磋商小组，其成员由具

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专家和采购人代表等三人以上单数组成。

17.2 磋商由采购代理机构负责组织，具体磋商事务由依法组建的磋商小组

负责，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1）审查响应文件是否符合磋商文件要求，并作出评价；

（2）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有关事项作出解释或澄清；

（3）推荐预成交候选供应商；

（4）对非法干预评标工作的人员和机构进行举报或投诉。

17.3 磋商小组应遵守并履行下列义务：

（1）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2）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评审，对评审意见承担

磋商小组成员责任；

（3）对响应文件、磋商情况和磋商中获悉的商业秘密保密；

（4）参与磋商报告的起草；

（5）解答供应商及有关方面的质疑；

（6）配合纪检部门进行投诉处理工作。

17.4 磋商小组所有成员应当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磋商，并给予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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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磋商的供应商平等的磋商机会。

17.5 磋商工作在有关部门的监督和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依法开展，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磋商工作和磋商结果。

18 磋商程序

18.1 进入磋商阶段后，磋商小组成员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

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开展评审工作，负责审

议所有响应文件，并按先初审、后详审的程序对响应文件进行评审、评分。

18.2 初审阶段为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响应文件在响应磋商文件要求

方面出现的偏离，分为实质性偏离和非实质性偏离。

18.2.1 实质性偏离是指响应文件未能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要求。以下情

况属于实质性偏离，响应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无效文件处理。

（1）不符合第 2.2 款“合格的供应商”之规定的；

（2）未按磋商文件要求交纳或未足额交纳磋商保证金的；

（3）未按第 10.1 款（1）-（14）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的；

（4）响应文件内容没有按磋商文件规定和要求签字、盖章的；

（5）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额度的；

（6）响应文件编排混乱，且擅自修改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的；

（7）施工工期、磋商有效期不能满足磋商文件要求的；

（8）投标人擅自改动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内容的；

（9）不按磋商小组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10）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11）响应文件中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12）磋商小组认为应按无效响应处理的其他情况；

（1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8.2.2 非实质性偏离指磋商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

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

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供应商的

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磋商小组要求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响应文件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供

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

由授权代表签字的，应当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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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 在响应文件初审、详审过程中，如果磋商小组成员出现对评审结果

有不同意见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反映，磋商报告中应注明该不同意见。磋商小组

成员拒绝在磋商报告中签字又不书面说明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磋商结

果。

18.3 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

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

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

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

供应商。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

件，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者加盖公章。

18.4 经磋商确定最终采购需求和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后，由磋商小组采

用综合评分法对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进行综合评分。综

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

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审方法。

19.评审办法

19.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例》、《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结合该项

目的特点制定本评审办法。本次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不以低价作为成交依据。

19.2 资格性审查评审办法（初步评审）

（1）不符合第 2.2 款“合格的供应商”之规定的；

（2）未按磋商文件要求交纳或未足额交纳磋商保证金的；

（3）未按第 10.1 款（1）-（14）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的；

（4）响应文件内容没有按磋商文件规定和要求签字、盖章的；

（5）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额度的；

（6）响应文件编排混乱，且擅自修改磋商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的；

（7）施工工期、磋商有效期不能满足磋商文件要求的；

（8）投标人擅自改动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内容的；

（9）不按磋商小组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

（10）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11）响应文件中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12）磋商小组认为应按无效响应处理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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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9.3 评审标准和分值分配：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投标报价

(30 分)

（1）在所有的有效投标报价中，以最低投标报价为基准价，其价格分

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报价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 (评

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权值×100（四舍五入 后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

（2）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对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小

型和微型企业制造（生产）产品的价格给予 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

格参与评标。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
投标人的业绩

(10 分)

提供自 2019 年以来已完成的类似业绩证明材料，每提供 1 项得 2 分，

最高 10 分，不提供不得分，应附合同协议书。

3
项目管理机构

（10 分）

1、项目经理近三年每承担过一个已完成类似业绩得 2分，最高 6分，

不提供不得分，应附合同协议书。

2、技术负责人（具备中级职称）1名、施工员 1名、安全员 1名、质量

员 1名（持证上岗 1分，无证不得分），满分 4分。

5
施工组织设计

（50 分）

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7分）：施工部署合理，施工顺序及方案切实可

行、针对性强；各项管理目标明确，技术措施满足工期、质量、安全生

产及文明施工要求；各项内容完整、详细、可行、合理的得 7分，各项

内容完整、较详细、可行性一般的得 5分，各项内容不完整、可行性差

的得 3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7分）：质量管理体系健全、管理人员责任明确、

管理制度健全有效，各项技术措施、主要分项工程、作业指导书符合现

行国家质量验收标准要求；各项内容完整、详细、可行、符合现行国家

质量验收标准的得 7分，各项内容完整、较详细、可行性一般、符合现

行国家质量验收标准的得 5分，各项内容不完整、可行性差的得 3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

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6分）：安全管理体系健全、管理人员岗位责任

明确、各种安全教育制度健全有效、施工现场安全技术管理及防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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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措施得力，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各项内容完整、详细、可行、

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得 6分，各项内容完整、较详细、可行性

一般、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得 4分，各项内容不完整、可行性

差的得 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措施（6分）：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健全，管理人员

岗位责任明确，环境管理方案切实可行、能有效运行。污物处理与排放

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各项内容完整、详细、可行、污物

处理与排放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标准的得6分，各项内容完整、

较详细、可行性一般、污物处理与排放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环境保护标

准的得 4分，各项内容不完整、可行性差的得 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6分）：施工流程能满足施工进度计划和保证工

程质量要求，流水作业能保证施工连续、均衡、有节奏地进行。管理措

施能有效保证投标工期计划的顺利完成；各项内容完整、详细、可行、

合理的得 6分，各项内容完整、较详细、可行性一般的得 4分，各项内

容不完整、可行性差的得 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施工总平面设计（6分）：施工场利用符合现场实际，生产、生活用临

时设施布置合理、紧凑，短运输、少搬运，有利于生产、生活、安全、

消防、环保、卫生、劳动保护等，符合安全文明工地要求；各项内容完

整、详细、可行、符合安全文明工地要求的得 6分，各项内容完整、较

详细、可行性一般、符合安全文明工地要求的得 4分，各项内容不完整、

可行性差的得 2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资源配备计划（6 分）：施工设备、机具配置齐全、合理，能满足施工

进度和工程质量要求；施工设备、机具配置齐全、合理，能满足施工进

度和工程质量要求的得 6分，施工设备、机具配置基本齐全、合理，能

满足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要求的得 4分，施工设备、机具配置不齐全、

较合理，基本能满足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要求的得 2分；未提供的不得

分。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6分）

（1）专项方案内容是否完整、可行；专项方案内容完整可行的得 2分，

专项方案内容不完整、可行性差的得 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专项方案的编制是否符合有关标准规范；专项方案的编制符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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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标准规范的得 2分，专项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得 1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

（3）安全施工的措施是否满足现场实际情况；安全施工的措施满足现

场实际情况的得 2分，安全施工的措施基本满足现场实际情况的得 1分；

未提供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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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确定成交供应商

20.推荐并确定成交供应商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评审结束后 2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确认。采

购人应当在收到评审报告后 5个工作日内，从评审报告提出的成交候选供应商

中，按照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也可以书面授权磋商小组直接确

定成交供应商。采购人逾期未确定成交供应商且不提出异议的，视为确定评审报

告提出的排序第一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21.成交通知

21.1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成交供应商确定后 2个工作日内，在

青海政府采购网上公告成交结果，同时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

21.2《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的，或者成交供应商无正

当理由放弃成交项目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八、授予合同

22.签订合同

22.1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磋商

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采购标的、技术和服务要求等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22.2 采购人不得向成交供应商提出超出磋商文件以外的任何要求作为签订

合同的条件，不得与成交供应商订立背离磋商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采购标

的、技术和服务要求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22.3 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政府采购竞

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原则确定其他供应商

作为成交供应商并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拒绝签订政府

采购合同的成交供应商不得参加对该项目重新开展的采购活动。

九、磋商活动终止

2.3 终止情形

23.1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

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或者最终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供应

商不足 3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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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终止磋商活动后，由采购代理机构发布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

十、处罚

24.处罚情形

中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标无效，磋商保证金不予退还。情节严重的，

报同级财政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3）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4）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5）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6）向磋商小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十一、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

25. 中标服务费

根据《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项业务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5]299号）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应严格遵守《价格法》、《关于商品和

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由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共同确

定合理的收费金额。

十二、其他

26. 串通投标的情形

26.1 投标人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恶意串通，不得妨碍其他投标

人的竞争行为，不得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在评标过程中发现

投标人有上述情形的，评标委员会应当认定其投标无效，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

门。

26.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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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投标截止后投标人不足3家或者通

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外，按照以

下方式处理：

（1）招标文件存在不合理条款或者招标程序不符合规定的，采购人、采购

代理机构改正后依法重新招标；

（2）招标文件没有不合理条款、招标程序符合规定，需要采用其他采购方

式采购的，采购人应当依法报财政部门批准。

27. 废标

27.1 在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性响应的投标人不足三

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投标人的报价均超出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废标后，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布废标公告。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

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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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合同条款及格式

（GF—2017—0201）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以示范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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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响应文件格式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本格式要求编制磋商响应文件，胶装成册并

编制相应页码，否则其磋商响应文件将不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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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副本

附件 1：磋商响应文件封面

青海省政府采购项目

磋商响应文件

采购项目编号：

采购项目名称：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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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磋商响应文件目录

目录

（1）磋商函……………………………………………………………所在页码

（2）法定代表人证明…………………………………………………所在页码

（3）法定代表人授权…………………………………………………所在页码

（4）首次报价表………………………………………………………所在页码

（5）供应商承诺函……………………………………………………所在页码

（6）供应商诚信承诺书………………………………………………所在页码

（7）资格审查资料……………………………………………………所在页码

（8）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所在页码

（9）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所在页码

（10）磋商保证金………………………………………………………所在页码

（11）供应商诚信承诺书………………………………………………所在页码

（12）项目管理机构……………………………………………………所在页码

（13）近三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所在页码

（14）施工组织设计……………………………………………………所在页码

（15）供应商认为在其他方面有必要说明的事项……………………所在页码

（16）中小企业声明函…………………………………………………所在页码

（17）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所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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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磋商函

磋商函

致：贵德县教育局

我们收到青海创研竞磋（工程）2022-041 磋商文件，经研究，法定代表人

（姓名、职务）正式授权（委托代理人姓名、职务）代表供应商（供应商名称、

地址）提交响应文件。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我方已详阅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包括澄清、修改条款等有关附件，承诺对

其完全理解并接受。

2、磋商有效期自开标之日起 天内有效。如果在规定的磋商时间后，我方在

磋商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成交后不签约的，磋商保证金将被贵方没收。

3、我方同意按照贵方要求提供与磋商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理解并接受贵方

制定的评标办法。

4、与本磋商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姓名： 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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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法定代表人证明

法定代表人证明

致：贵德县教育局

（法定代表人姓名）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

性别： 年龄： 民族：

地址：

身份证号码：

附法定代表人第二代身份证双面扫描（或复印）件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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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法定代表人授权

法定代表人授权

致：贵德县教育局

（供应商名称）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法定地址 。

（法定代表人姓名）特授权（委托代理人姓名）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

项目的投标、答疑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的

文件、资料。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

被授权人联系电话：

被授权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授权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职务： 职务：

附被授权人第二代身份证双面扫描（或复印）件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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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首次报价表

首次报价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
大写：

小写：

施工工期

工程质量

项目经理

优惠承诺及其他：

注: 1、填写此表时不得改变表格形式。

2、投标总价应与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总价一致。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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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供应商承诺函

供应商承诺函

致：贵德县教育局

关于贵方 2022 年 月 日青海创研竞磋（工程）2022-041 采购项目，本签

字人愿意参加磋商，提供采购项目要求及技术参数的所有服务，并证实提交的所

有资料是准确的和真实的。同时，我代表（供应商名称），在此作如下承诺：

1、完全理解和接受磋商文件的一切规定和要求；

2、若成交，我方将按照磋商文件的具体规定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并且严

格履行合同义务，按时提供优质的服务。如果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现服务质量、

数量出现问题，我方一定尽快完善，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3、在整个磋商过程中我方若有违规行为，贵方可按磋商文件之规定给予处罚，

我方完全接受。

4、若成交，本承诺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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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供应商诚信承诺书

供应商诚信承诺书

致：贵德县教育局

为了诚实、客观、有序地参与青海省政府采购活动，愿就以下内容作出承诺：

一、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公德，维护廉洁环境，与同

场竞争的供应商平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二、参加青海创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政府采购活动时，严格按照磋商文件

的规定和要求提供所需的相关材料，并对所提供的各类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不虚

假应标，不虚列业绩。

三、尊重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各相关方的合法行为，接受政府采购活动依法形成的

意见、结果。

四、依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不围标、串标，维护市场秩序，不提供“三无”产

品、以次充好。

五、积极推动政府采购活动健康开展，对采购活动有疑问、异议时，按法律规定

的程序实名反映情况，不恶意中伤、无事生非，以和谐、平等的心态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

六、认真履行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全面执行采购合同规定的各项内

容，保质保量地按时提供采购物品。

若本企业（单位）发生有悖于上述承诺的行为，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对供应商的相关处理。

本承诺是采购项目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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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资格审查资料

资格审查资料

投标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组织结构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企业资质等级

其中

项目经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号码
高级职称人员

注册资金 中级职称人员

开户银行 初级职称人员

账号 技 工

经营范围

备注

注：附相关资料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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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按照磋商文件第2.2款（1）中第<2>条规定提供以下相关材料。

1、投标人基本开户银行近三个月内出具的资信证明或 2021年度经第三方审

计的财务状况报告（扫描或复印件应全面、完整、清晰），包括资产负债表、现

金流量表、利润表和财务（会计）报表附注，并提供第三方机构的营业执照、执

业证书。

2、提供近半年内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记录的证明材料；依法免

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需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

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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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致：贵德县教育局

我单位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特此声明。

若招标采购单位在本项目采购过程中发现我单位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有

重大违法记录，我单位将无条件地退出本项目的投标，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

果。

附“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查询截图，时间为磋商截止时间前20

天内。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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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磋商保证金

磋商保证金

致：青海创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我方为 （项目名称）（青海创研竞磋（工程）

2022-041）递交保证金人民币 （大写：人民币 元）已于 年 月

日以基本户转账方式汇入你方账户。

附件：保证金交款证明复印件及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退还保证金时请按以下内容汇入至我方账户（同递交保证金账户）。若因提

供内容不全、错误等原因导致该项目保证金未能及时退还或退还过程中发生错

误，我方将承担全部责任和损失。

户 名：

开户银行：

开户帐号：

供应商：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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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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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项目管理机构

项目管理机构

（一）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

职务 姓名 职称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备注

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养老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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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人员简历表

姓名 年龄 学历

职称 职务 拟在本合同任职

毕业学校 年毕业于 学校 专业

主要工作经历

时 间 参加过的类似项目 担任职务
发包人及联

系电话

注：附相关资料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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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近三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近三年完成的类似项目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所在地

发包人名称

发包人地址

发包人电话

合同价格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承担的工作

工程质量

项目经理

技术负责人

备注

注：本表后附合同协议书复印件（或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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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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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供应商认为在其他方面有必要说明的事项

供应商认为在其他方面有必要说明的事项

格式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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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致：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 的规定， 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

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

（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企

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 资产总额为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制造商为（企

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若无此项内容，可不提供此函。

企业名称： （公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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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致：杂多县扶贫开发局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

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为 人，安置的残疾人人数

人。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

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

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若无此项内容，可不提供此函。

企业名称： （公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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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最终报价表

最终报价表

项目名称：

最初报价 调整因素 最终报价 施工工期 工程质量 项目经理

最终报价（大写）：

最终确定的质量保证及服务承诺（优惠条件）

注：此表不需装订在响应文件中，供应商事先须盖章、签字。在磋商期间，由磋

商小组确定合格的供应商现场填写。

供应商：（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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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采购项目要求

一、磋商内容

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该项目已具备施工条件，现组织磋商

活动。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现场实际情况，本次采购项目的施工图纸及现

场实际情况，请供应商与采购单位自行联系。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1.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磋商文件中包括的、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以及有关工

程量清单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编制。约定

计算规则中没有的子目，其工程量按照有合同约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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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工程量清单应与磋商文件中的有关说明、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

技术标准和要求及图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

3.本工程量清单仅是磋商报价的共同基础，工程价款按实际完成工程量结

算。

4.补充子目工程量计算规则及子目工作内容说明： 。

5.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应按国家、省级或行业建

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计取，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6.磋商人应严格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编

制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不得擅自改变工程量清单编码、名称和数量。

三、磋商报价

磋商报价应根据磋商文件中的有关计价要求，并按照下列依据自主报价。

1.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录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2.工程量清单中标价的单价或金额，应包括所需的人工费、材料和施工机具

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等。

3.工程量清单中磋商人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录，其费用视为已分摊在

工程量清单中其他相关子目录的单价或价格之中。

4.参加磋商的磋商人必须对磋商文件工程量清单内容全部磋商，不能拆分、

少报或改变工程量清单编码、名称和数量。暂估价严格按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列

入，否则，视为无效磋商。

5.磋商文件规定的采购预算额度为采购控制价，参加磋商的磋商人报价不得

超出此价格，否则，磋商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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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标准和要求

1.1 本工程项目管理目标：

1.1.1 工程质量：合格；

1.1.2 施工工期：180 日历天；

1.1.3 施工现场应做好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

1.1.4 付款方式:签定合同时约定。

2.2 承包人必须按照本项目的施工图及国家现行有关施工验收规范、质量验

评标准组织施工。建立和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以承包人主体行为规范和施工人员

的工作质量确保各单位工程的施工质量。

2.3 本工程所需主要施工材料均由施工单位负责供应，调剂材料需满足设计

和符合国家标准，并征得建设单位同意。加工订货成品、半成品及构件的供应方

式，由中标单位按进度、设计要求标准，在征得招标方同意后，负责加工订货，

建设单位有权对质量负责监督。施工所用的材料、设备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

设计要求，所购的材料、设备必须有生产许可证、质量保证书、出厂合格证，否

则，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负责采购的单位负责。

2.4 突出抓好施工过程中的“三控制”，加强全过程质量管理。在施工过程

中要认真做好原材料控制、工艺流程控制、施工操作控制；加强每道工序的质量

管理，对各工序间的交接检验及专业工种之间交接环节的工程质量应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检查验收，抓好全过程质量管理。同时，还应健全为满足施工图设计和

建筑物功能要求的抽验检查制度。

2.5 建筑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建筑构配件、器具和设备应

进行现场验收。凡涉及安全、功能的有关产品，应按各专业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规

定进行复验，并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技术负责人）检查认可。

2.6 各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查。

相关各专业工种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形成记录。未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

位技术负责人）检查认可，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2.7 承包人必须编制好切实可行的施工进度计划，以保证施工连续均衡、有

节奏地进行，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确保工程按期完成。

2.8 承包人应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保障体系和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执行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提高安全生产工作和文明施工的管

理水平。施工现场不但应该做到安全生产不发生事故，同时还应做到文明施工、

整齐有序，尽量减少施工噪音和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争创“施工现场文明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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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施工期间应努力做好与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及质量监督部门

的工作协调、配合工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提高管理

水平。

2.10 单位工程完工后，承包人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评定，并向建

设单位提交工程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承包人在质量保修期内，应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管理规定和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承担本工程质量保修责任。

2.11 工程建设应执行的技术规范

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行业的现行有关各专业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及验收统一标准。



46

第七部分 工程量清单

1.工程量清单说明

1.1 本工程量清单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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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和要求及图纸等一起阅读和理解。

1.3 本工程量清单仅是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竣工结算的工程量按合同约定

确定。实际工程计量和工程价款的支付应遵循合同条款和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

求”中的约定及本章的有关规定。

1.4 措施项目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应按国家、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

的规定计价，不得作为竞争性费用。

1.5 规费和税金应按国家、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计算，不得作为

竞争性费用。

2、工程量清单(另附)







总 说 明

一、工程名称：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二、建设地点：海南州贵德县河西镇

三、项目概述：

1、本项目主要由建筑与装饰工程、强电工程、弱电工程、采暖

工程、给排水工程、室外总图工程组成。

四、编制依据：

1、甲方提供的设计图纸；

2、《工程量清单项目计量规范》（2013-青海）；

3、《青海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20）；

4、《青海省通用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20）；

五、其他

1、取消弱电工程中综合布线系统和有限电视系统；

2、取消室外总图土建中检漏沟、水表井；

3、取消衣帽柜、储藏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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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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石方工程

1 010101001003 平整场地
1.弃土运距:自行考虑
2.取土运距:自行考虑 m2 521.35

2 010101002003 挖一般土方

1.土壤类别:详地勘报
告
2.挖土深度:4.04,局部
4.54
3.弃土运距:自行考虑

m3 2499.72

3 010103001003 回填方
1.密实度要求:≥0.94
2.填方材料品种:用非
湿陷、非盐渍素土回填

m3 2360.67

4 010103002003 余方弃置 1.运距:自行考虑 m3 139.05

分部小计

砌筑工程

5 010402001006 砌块墙

1.砌块品种、规格、强
度等级:A3.5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
2.墙体类型:300厚
3.砂浆强度等级:Mb3.0
专用砂浆

m3 108.71

6 010402001007 砌块墙

1.砌块品种、规格、强
度等级:A3.5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
2.墙体类型:200厚
3.砂浆强度等级:Mb3.0
专用砂浆

m3 88.18

7 010402001008 砌块墙

1.砌块品种、规格、强
度等级:煤矸石 砖
2.墙体类型:120厚
3.砂浆强度等级:M5.0
水泥砂浆

m3 5.31

8 010402001009 砌块墙

1.砌块品种、规格、强
度等级:A3.5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
2.墙体类型:电梯井壁
墙300厚
3.砂浆强度等级:Mb3.0
专用砂浆

m3 1.04

9 010402001010 砌块墙

1.砌块品种、规格、强
度等级:A3.5蒸压加气
混凝土砌块
2.墙体类型:电梯井壁
墙200厚

m3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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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页  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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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砂浆强度等级:Mb3.0
专用砂浆

分部小计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
土工程

10 010501001003 刚性地面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64.85

11 010501001004 垫层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0

m3 12.06

12 010501003003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41.7

13 010502001003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65.01

14 010502002003 构造柱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14.03

15 010503002005 矩形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120.11

16 010503005003 过梁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1.02

17 010503004003 圈梁
1.部位:电梯井
2.混凝土种类:商砼
3.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0.45

18 010505001003 有梁板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91.23

19 010505006003 栏板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5 m3 12.58

20 010505008003 雨篷板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3 4.35

21 010506001001 直形楼梯 1.混凝土种类:商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2 40.54

22 010507001005 散水

做法详：青19J2-12-散
2
1.50厚C20细石混凝土
随打随抹，上撒1：1水
泥砂子压光
2.150厚3：7灰土垫层
，宽出面层100
3.素土碾压，向外坡3%
~5%

m2 133.2

23 010507001006 坡道
做法详：青19J2-10-坡
5
1.20厚花岗石铺面，

m2 6.48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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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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背面及四周满涂防
污剂，稀水泥浆擦缝
2.撒素水泥面（撒适量
清水）
3.30厚1：3干硬性水泥
砂浆粘接层
4.素水泥浆一道（内掺
建筑胶）
5.100（150）厚C20混
凝土
6.300厚3：7灰土垫层
分两层夯实
7.素土碾压（坡度按工
程设计）

24 010507004003 台阶

做法详：青19J2-8-台5
1.20厚花岗石铺面，正
、背面及四周满涂防污
剂，稀水泥浆擦缝
2.撒素水泥面（撒适量
清水）
3.30厚1：3干硬性水泥
砂浆粘接层
4.素水泥浆一道（内掺
建筑胶）
5.60厚C20混凝土（厚
度不包括踏步三角部分
），台阶面外坡1%
6.300厚级配砂砾层
7.300厚3：7灰土垫层
分两层夯实，宽出面层
100
8.素土碾压

m2 29.46

25 010507004004 台阶
部位：上人屋面门口
1.防滑地砖台阶面层
2.轻集料混凝土台阶

m2 0.52

26 010503004004 有水房间反坎
1.混凝土种类:细石混
凝土
2.混凝土强度等级:C20

m3 4.17

27 010503004005 楼梯栏杆下翻边 做150高混凝土翻边  C
20 m3 0.31

28 040601012005 盥洗池
做法详：青19J10-2-10
4-1,高度0.5m m 10.68

29 040601012006 单洗菜池 做法详：青19J10-2-97 个 1

30 040601012007 单洗碗池 做法详：青 个 1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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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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J10-2-100

31 010507003007 电缆沟、地沟

1.室内混凝土管沟选用
青2013G02-20页-C2型
，(bxh=1000x1200),地
沟壁厚为150mm;地沟过
梁见青2013G02-38。
2.室内地沟盖板选用青
2013G02-33页,GB-32;

m 68.88

32 010507003008 检漏沟

1、室内管沟(宽*深)80
0*800处,见青2013G02-
19(SG-22-Ⅱ)、青2013
G02-20(SG-40-Ⅱ)    
                 2.
管沟盖板:GB-23，见青
2013G02-33。

m 58.18

33 010515001011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HPB
300级Φ10mm以内

t 0.731

34 010515001012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HRB
400级Φ10以内 t 24.121

35 010515001013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HRB
400级Φ18mm以内 t 15.749

36 010515001014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HRB
400级Φ25mm以内 t 25.872

37 010515001015 现浇构件钢筋 1.钢筋种类、规格:砌
体加固筋 t 1.17

38 010516003003 机械连接
1.连接方式:直螺纹连
接
2.规格:≤25

个 291

分部小计

金属结构工程

39 010606013003 零星钢构件 室外爬梯，做法详：青
19J9-109-1

t 0.046

40 010607005003 砌块墙钢丝网加固 填充墙与框架柱铺设镀
锌钢丝网 m2 287.05

41 010607005004 砌块墙钢丝网加固

楼梯间和人流通道的填
充墙采用%%1304@150的
双向钢丝网砂浆面层加
强。

m2 328.75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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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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窗工程

42 010802004005 防盗门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
DM1021  1000*2100
2.门框、扇材质:成品
防盗门

樘 1

43 010802004007 防盗门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
DM1321  1000*2100
2.门框、扇材质:成品
防盗门

樘 1

44 010802004006 防盗门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
DM1521  1500*2100
2.门框、扇材质:成品
防盗门

樘 1

45 B010801001009 成品装饰木门及门
套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M
0821 800*2100
2.成品装饰木门及门套
材质:成品实木门(包含
门套）
3.五金配件:包含五金
配件

樘 3

46 B010801001010 成品装饰木门及门
套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M
0921 900*2100
2.成品装饰木门及门套
材质:成品实木门(包含
门套）
3.五金配件:包含五金
配件

樘 3

47 B010801001011 成品装饰木门及门
套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M
1021  1000*2100
2.成品装饰木门及门套
材质:成品实木门(包含
门套）
3.五金配件:包含五金
配件

樘 3

48 B010801001012 成品装饰木门及门
套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M
1321 1300*2100
2.成品装饰木门及门套
材质:成品实木门，距
地0.6米处幼儿专用拉
手，设观察窗
3.五金配件:包含五金
配件

樘 8

49 010802001004 金属(塑钢）门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 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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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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130  3100*3000
2.门框、扇材质:断桥
铝合金节能保温平开门

50 010802003004 钢质防火门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
丙FM0921  900*2100
2.门框、扇材质:钢制
防火门

樘 2

51 010802003005 钢质防火门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
乙FM0821  800*2100
2.门框、扇材质:钢制
防火门

樘 1

52 010802003006 钢质防火门

1.门代号及洞口尺寸:
乙FM1021  1000*2100
2.门框、扇材质:钢制
防火门

樘 6

53 010807001011 金属（塑钢、断桥
）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C
0920  900*2000
2.框、扇材质:75系列
平开铝合金隔热窗
3.玻璃品种、厚度:6+1
2Ar+6LOW-E

樘 6

54 010807001012 金属（塑钢、断桥
）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C
0920a 900*2000
2.框、扇材质:75系列
平开铝合金隔热窗
3.玻璃品种、厚度:6+1
2Ar+6LOW-E

樘 2

55 010807001013
金属（塑钢、断桥
）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C
1820  1800*2000
2.框、扇材质:75系列
平开铝合金隔热窗
3.玻璃品种、厚度:6+1
2Ar+6LOW-E
4.设纱窗

樘 3

56 010807001014
金属（塑钢、断桥
）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C
1820a  1800*2000
2.框、扇材质:75系列
平开铝合金隔热窗
3.玻璃品种、厚度:6+1
2Ar+6LOW-E
4.设纱窗

樘 3

57 010807001015 金属（塑钢、断桥
）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C
1824  1800*2400
2.框、扇材质:75系列

樘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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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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开铝合金隔热窗
3.玻璃品种、厚度:6+1
2Ar+6LOW-E
4.设纱窗

58 010807001016
金属（塑钢、断桥
）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
CR15
2.框、扇材质:75系列
平开铝合金隔热窗
3.玻璃品种、厚度:6+1
2Ar+6LOW-E
4.设纱窗

樘 2

59 010807001017
金属（塑钢、断桥
）窗

1.窗代号及洞口尺寸:
GC1212  1200*1200
2.框、扇材质:铝合金
单框单玻平开窗
3.设纱窗

樘 5

分部小计

屋面及防水工程

60 010902001003 屋面卷材防水

不上人屋面做法详：青
19J2-223-屋8
1.浅色涂料保护层
2.4厚SBS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两道
3.20厚1：3水泥砂浆找
平层
4.最薄30厚LC5.0轻集
料混凝土2%找坡层
5.保温层（另列项）
6.钢筋混凝土屋面板

m2 423.32

61 010902001004 屋面卷材防水

上人屋面做法详：青19
J2-225-屋14
1.防滑地砖，防水砂浆
勾缝
2.20厚聚合物砂浆铺卧
3.10厚低强度等级砂浆
隔离层
4.4厚SBS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两道
5.20厚1∶3水泥砂浆找
平层
6.最薄30厚LC5.0轻集
料混凝土2%找坡层
7.保温层（另列项）
8.钢筋混凝土屋面板

m2 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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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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010902003003 雨棚屋面防水 1.刚性层厚度:20厚1：
2.5防水砂浆抹面 m2 7.42

63 010902006001 屋面（廊、阳台）
泄（吐）水管

1.吐水管品种、规格:
φ50镀锌钢管水舌 根 4

64 010904003002 楼（地）面砂浆防
水(防潮）

1.防水层做法:-0.60m
处做20厚水泥砂浆，加
5%防水剂

m2 100.85

65 010902007003 屋面天沟、檐沟

内天沟宽300mm
1.铸铁篦子
2.浅色涂料保护层
3.4厚SBS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一道
4.20厚1：3水泥砂浆找
平层
5.最薄30厚LC5.0轻集
料混凝土2%找坡层

m2 9.81

66 010507003009 室内排水明沟

做法详图纸大样。沟底
起坡起点深150mm，沟
壁1：3水泥砂浆找平20
mm厚，上铺不锈钢格栅
盖板

m 3.95

分部小计

保温、隔热、防腐
工程

67 011001001007 保温隔热屋面
1.保温隔热材料品种、
规格、厚度:190厚石墨
聚苯板

m2 410.2

68 011001001008 保温隔热屋面

1.保温隔热材料品种、
规格、厚度:190厚 BS
改性防火保温板防火隔
离带500宽

m2 80.28

69 011001003005 保温隔热墙面

1.保温隔热部位:外墙
面
2.保温隔热方式:外墙
外保温
3.保温隔热材料品种、
规格及厚度:150厚BS改
性防火保温板

m2 791.64

70 011001003006 保温隔热墙面

1.保温隔热部位:栏板
内侧
2.保温隔热材料品种、
规格及厚度:150厚BS改
性防火 保温板

m2 121.42

7 011003001005 基础防 基础表面刷沥青冷底子 m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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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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腐 油两遍，沥青胶泥涂层
，厚度≥300um 2 4

72 011003001006 梁、柱防腐
地梁及0.000以下柱表
面刷环氧沥青涂层，厚
度≥300um

m2 498.66

73 01B006 基础梁防冻胀
1.240砖竖放
2.粗砂回填，宽200mm m 98.03

分部小计

楼地面装饰工程

74 011102003010
地板辐射采暖铺地
砖楼面

做法详：青19J2-91-楼
59
1.6~10厚铺地砖.干水
泥擦缝
2.20厚1∶3厚干硬性水
泥砂浆结合层
3.水泥浆一道（内掺建
筑胶）
4.60厚C20细石混凝土.
随打随抹平，散热管上
皮最薄处30厚
5.20厚1∶2.5水泥砂浆
找平，压实抹光
6.水泥浆一道（内掺建
筑胶）
7.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或预制楼板现浇叠合层
.随打随抹光

m2 264.3

75 011104002004
地板辐射采暖品牌
双层强化复合木地
板楼面

做法详：青19J2-97-楼
78基层采用青19J19-91
-楼59

1.8厚全口强化复合木
地板（企椎涂胶粘结）
2.3~5厚泡沫塑料衬垫
3.15厚松木毛底板（满
刮防腐剂），45° 铺，
水泥钉固定
4.60厚C20细石混凝土.
随打随抹平，散热管上
皮最薄处30厚
5.20厚1∶2.5水泥砂浆
找平，压实抹光
6.水泥浆一道（内掺建

m2 4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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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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胶）
7.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或预制楼板现浇叠合层
.随打随抹光

76 011102003011
地板辐射采暖铺地
砖楼面（有防水）

做法详：青19J2-91-楼
60
1.6~10厚铺地砖，干水
泥擦缝
2.30厚1∶3厚干硬性水
泥砂浆结合层
3.1.5厚合成高分子涂
膜防水层，四周翻起15
0高
4.60厚C20细石混凝土
，随打随抹平，散热管
上皮最薄处≥30厚
5.20厚1∶2.5水泥砂浆
找平，压实抹光
6.水泥浆一道（内掺建
筑胶）
7.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
或预制楼板现浇叠合层
，随打随抹光

m2 81.89

77 011102003012 卫生间蹲便器处楼
面

1、6~10厚铺地砖,干水
泥擦缝
2、30厚1:3干硬性水泥
砂浆结合层
3、1.5厚合成高分子涂
膜防潮层,四周翻起150
高
4、20厚1:3水泥砂浆找
平层
5、1:6水泥焦渣填充层
6、1.5厚合成高分子涂
膜防潮层,四周翻起150
高
7、1:3水泥砂浆找平层

m2 23.35

78 011101001004 水泥砂浆楼地面

做法详：青19J2-73-楼
3
1.20厚1∶2.5水泥砂浆
压实抹光
2.水泥浆一道（内掺建
筑胶）
3.钢筋混凝土楼板或预
制楼板之现浇叠合层，
随打随抹光

m2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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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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011102003013 楼梯预制磨石面层 防滑面砖踏步做法详青
19J9-76-11 m2 40.54

80 011105003003 块料踢脚线

做法详：青19J02-111-
踢20 （踢脚高150mm）
1. 6~10厚铺地砖踢脚
，稀水泥浆（或彩色水
泥浆）擦缝
2. 6厚1：2水泥砂浆（
内掺建筑胶）粘接层
3. 6厚1：1：6水泥石
灰膏砂浆打底扫毛
4. 刷加气混凝土界面
处理剂一道（墙面先用
水湿润）

m 238.45

81 011105005003 木质踢脚线

做法详：青19J2-115-
踢37  （踢脚高150mm
）
1. 木材面刷油漆
2. 18厚硬（松）木踢
脚板（背面刷氟化钠防
腐漆）与墙体钉结（墙
内预埋40*60*60防腐木
砖中距500；砖墙预埋
，加气混凝土砌块墙及
轻质实心条板墙用扩孔
钻钻孔以聚合物水泥砂
浆卧牢）或粘接（适用
于混凝土墙及有空腔轻
质墙，用专用胶粘剂粘
贴）
3. 钉结墙面用1：1：6
水泥石灰膏砂浆修补平
整，粘接墙面刷专用界
面处理剂一道甩毛

m 187.28

82 011105001003 水泥砂浆踢脚线

做法详：青19J2-106-
踢2 （踢脚高150mm）
1. 8厚1：2.5水泥砂浆
罩面压实赶光
2. 10厚1：3水泥砂浆
打底扫毛或划出纹道

m 7.6

分部小计

墙、柱面装饰与隔
断、幕墙工程

83 011201001005 油漆墙裙 做法详：青19J2-162-
裙7  高1300mm m2 2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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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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刷无光油漆或乳胶
漆（另列项）
2. 5厚1：0.3：2.5水
泥石灰膏砂浆压实抹光
3. 6厚1：1:6水泥石灰
膏砂浆木抹子抹平
4. 6厚1：0.5：4水泥
石灰膏砂浆打底扫毛
5. 刷加气混凝土界面
处理剂一道（墙面先用
水湿润）

84 011207001002 软木装饰板墙裙

做法详青19J154-内106
1.钉边框。装饰布分格
条（也可不做，由工程
设计定）            
            2.5厚软
木装饰板面层.建筑胶
粘贴
3.6厚1∶0.5∶2.5水泥
石灰膏砂架压实抹平
4.9厚1;0.5;3水泥石灰
青砂浆打底扫毛或划出
纹道
5.素水泥浆一道甩毛（
内掺建筑胶）

m2 199.41

85 011204003006 瓷砖墙裙

做法详：青19J2-163-
裙10
1.白水泥擦缝
2.贴5~8厚釉面砖（粘
贴前先将釉面砖浸水2
小时以上）3.5厚1∶2
建筑胶水泥砂浆（或专
用胶）粘结层
4. 9厚1∶3水泥砂浆打
底压实抹平扫毛（大模
时无此工序，改用聚合
物水泥砂浆补平）
5.素水泥浆一道甩毛（
内掺建筑胶）

m2 39.41

86 011201001006 墙面一般抹灰

做法详：青19J2-130-
内39
1. 5厚1∶2.5水泥砂浆
找平
2. 9厚1∶3水泥砂浆打
底扫毛
3. 刷素水泥浆一道（

m2 9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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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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掺建筑胶）

87 011204003007 块料墙面

做法详：青19J2-147-
内86
1. 白水泥擦缝（或：
彩色水泥细砂浆勾缝）
2. 6～12厚仿石砖（或
彩轴砖）（粘贴前先将
面砖浸水）
3. 4厚强力胶水泥粘结
层，揉挤压实
4. 2厚聚合物水泥基复
合防水涂料防水层
5. 6厚1：0.5：2.5水
泥石灰膏砂浆打底压实
抹平
6. 8厚1：1：6水泥石
灰膏砂浆打底扫毛或纹
道
7. 3厚外加剂专用砂浆
抹基面刮糙或界面剂一
道甩毛（抹前先将墙体
用水润湿）
8. 聚合物水泥砂浆修
补墙面

m2 192.6

88 011204003008 块料墙面

1.墙体类型:外墙面
2.安装方式:粘贴
3.面层材料品种、规格
、颜色:灰色面砖

m2 97.21

89 011210005005 成品隔断
厕所隔断安装做法详见
青19J10-2-21-1 m2 15.36

90 011210005006 小便斗隔断
厕所隔断安装做法详见
青19J10-2-18-2 m2 3.6

分部小计

天棚工程

91 011302001006 吊顶天棚

做法详：青19J2-194-
棚46
1. 0.5~0.8厚铝合金方
板（穿孔或不穿孔）面
层，嵌人式安装
2. K型轻钢横撑龙骨K3
0.5x45.中距600（或50
0、1200）
3. K型轻钢中龙骨

m2 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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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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0.5x45.中距≤600（
或500）
4. U型轻钢大龙骨[45x
15x1.2，中距≤1200，
找平后与钢筋吊杆固定
5. 龙骨档内填50厚超
细玻璃棉用玻璃丝布包
好（A无此工序）
6. Φ6钢筋吊杆，双向
中距≤1200，与钢筋吊
环固定7. 现浇钢筋混
凝土板底预埋Φ10钢筋
吊环，双向中距≤1200
 预制板可在板缝内预
埋吊环）

92 011301001003 天棚抹灰

做法详：青19J02-178
棚5
1. 喷（刷）涂料（另
列项）
2. 5厚1;2.5水泥砂浆
抹面找平
3. 5厚1∶3水泥砂浆打
底
4. 刷素水泥浆一道（
内掺建筑胶）
5. 现浇或预制钢筋混
凝土板（预制板底用水
加10%火碱清洗油渍）

m2 844.58

分部小计

油漆、涂料、裱糊
工程

93 011406001004 内墙面油漆

做法详：青19J2-130-
内39
1. 乳胶漆两遍
2. 满刮腻子两遍
3. 刷稀释乳胶漆一道
4. 局部腻子找平

m2 947.53

94 011407001004 墙面喷刷涂料
部位：雨篷
喷涂防水涂料 m2 8.31

95 011406001005 外墙面油漆

1.罩面涂料一遍
2.涂饰第二遍面层涂料
（透明）
3.涂饰面层涂料（透明
）

m2 8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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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页  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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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喷主层涂料
5.辗、刷或喷底层涂料
6.填补缝隙，局部刮腻
子，磨平7.清理基层
7.高度2m范围内做钢丝
网加强措施

96 011407002001 天棚喷刷涂料
详见图集19J2-178-棚5
1.刷(喷)无极涂料  A
级

m2 844.58

分部小计

其他装饰工程

97 011503001004 窗户护栏

青19J9-69-2距地1000
mm
1. 50*1.5不锈钢管扶
手 
2. C20不锈钢栏杆

m 40.8

98 011503001005 扶手栏杆

扶手栏杆做法:青19J5-
1-55扶手栏杆高度为60
0和1050,钢管间距不大
于90mm

m 4.32

99 011503001006
金属扶手、栏杆、
栏板

上人屋面不锈钢管扶手
栏杆做法详青19J9-49
，安全栏杆高度0.7m，
屋面从可踏部位算起防
护高度不应低于1.3m，
竖向栏杆间距不大于90
mm。

m 17.15

100 011503001007 金属扶手、栏杆、
栏板

幼儿楼梯栏杆做法详见
:青19J9-61，梯段高度
900mm和600mm，水平扶
手完成高度不小于1100
mm，栏杆为钢管间距不
大于90mm，

m 20.73

101 011503005001 金属靠墙扶手
靠墙扶手栏杆(高度为6
00mm)做法详见:青19J9
-65

m 17.38

102 011505010003 镜面玻璃

做法详：19J10-2-64-1
,镜箱顶距地2米,与洗
手盆及盥洗台台面同宽
,镜底距台面0.2米

m2 7.54

103 011505001003 洗漱台
1.材料品种、规格、颜
色:大理石洗漱台 m2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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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页  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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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011505005003 卫生间扶手 安全抓杆安装做法详见
青19J10-2-93; 个 24

105 011505005004 卫生间扶手 无障碍卫生间 套 2

分部小计

补充分部

106 01B007 屋面上人孔 1.屋面上人孔 个 1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107 011701001003 综合脚手架
1.建筑结构形式:框架
结构
2.檐口高度:7.56

m2 976.02

108 011702001005 基础垫层模板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m2 21

109 011702001006 独立基础模板 1.基础类型:独立基础 m2 93.12

110 011702002005 矩形柱 m2 494.91

111 011702002006 矩形柱模板超高 m2 30.82

112 011702003004 构造柱 m2 114.4

113 011702003005 构造柱超高模板 m2 0.91

114 011702006005 矩形梁 m2 875.18

115 011702006006 矩形梁模板超高 m2 283.5

116 011702009003 过梁 m2 15.95

117 011702014003 有梁板 1.支撑高度:3.6m m2 751.29

118 011702014004 有梁板超高模板 m2 388.04

119 011702023003 雨篷模板 m2 9.01

120 011702008003 有水房间反坎 m2 38.99

121 011702021003 栏板模板 m2 251.59

122 011702029001 散水 m2 17.89

123 011702027001 台阶 m2 29.46

124 011703001003 垂直运输 m2 976.02

125 0117050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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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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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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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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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工程 第  1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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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4 控制设备及低压电
器安装

1 030404017006 配电箱 1.名称:配电箱  APST
2.型号:详见系统图

台 1

2 030404017007 配电箱

1.名称:厨房一般动力
配电箱  CFX
2.型号:详见系统图
3.安装方式:箱底距地1
.4m暗装

台 1

3 030404017008 配电箱

1.名称:配电箱  1AL
2.型号:XM型照明配电
箱
3.安装方式:箱底距地1
.4m暗装

台 1

4 030404017009 配电箱

1.名称:配电箱  2AL
2.型号:XM型照明配电
箱
3.安装方式:箱底距地1
.4m暗装

台 1

5 030404017010 配电箱

1.名称:一般照明配电
箱  ZML
2.型号:详见系统图
3.安装方式:箱底距地1
.4m暗装

台 1

6 030404018002 插座箱 1.名称:插座箱
2.规格:详见设计

台 1

7 030404016002 控制箱
1.名称:油烟机电控箱 
 YYJ
2.型号:详见系统图

台 1

8 030404017011 配电箱

1.名称:A型应急照明集
中电源  1ALE
2.型号:0.36kVA   DC3
6V输出
3.规格:400x600x150
4.安装方式:底边距地1
.4m明装

台 1

9 030404017012 配电箱

1.名称:A型应急照明集
中电源  2ALE
2.型号:0.36kVA   DC3
6V输出
3.规格:400x600x150
4.安装方式:底边距地1
.4m明装

台 1

10 030404034011 照明开关 1.名称:单联开关
2.规格:10A 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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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工程 第  2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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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安装方式:暗装

11 030404034012 照明开关
1.名称:双联开关
2.规格:10A
3.安装方式:暗装

个 13

12 030404034013 照明开关
1.名称:三联开关
2.规格:10A
3.安装方式:暗装

个 1

13 030404034014 照明开关
1.名称:防水二联开关
2.规格:10A
3.安装方式:暗装

个 12

14 030404034015 照明开关
1.名称:防水三联开关
2.规格:10A
3.安装方式:暗装

个 1

15 030404034016 照明开关
1.名称:防水单联开关
2.规格:10A
3.安装方式:暗装

个 1

16 030404035004 插座

1.名称:二位二、三孔
插座
2.规格:10A
3.安装方式:暗装

个 39

17 030404035005 插座
1.名称:防水插座
2.规格:10A
3.安装方式:暗装

个 11

18 030404034017 照明开关

1.名称:声光控延时开
关
2.规格:10A
3.安装方式:暗装

个 15

分部小计

C.4.8 电缆安装

19 030408003004 电缆保护管

1.名称:电缆保护管
2.材质:钢管
3.规格:SC100
4.敷设方式:暗敷

m 8.8

20 030408001004 电力电缆

1.名称:电缆敷设
2.型号:WDZ-YJV22
3.规格:4*95mm2
4.材质:铜芯
5.敷设方式、部位:穿
管敷设

m 13.3

21 030408001005 电力电缆
1.名称:电缆敷设
2.型号:WDZ-YJY
3.规格:4*50+1*25mm2

m 22.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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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工程 第  3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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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材质:铜芯
5.敷设方式、部位:穿
管、桥架/室内

22 030408001006 电力电缆

1.名称:电缆敷设
2.型号:WDZ-YJY
3.规格:5*10mm2
4.材质:铜芯
5.敷设方式、部位:穿
管、桥架/室内

m 22.755

23 030408001007 电力电缆

1.名称:电缆敷设
2.型号:WDZ-YJY
3.规格:5*6mm2
4.材质:铜芯
5.敷设方式、部位:穿
管、桥架/室内

m 27.5725

24 030408003005 电缆保护管

1.名称:电缆保护管
2.材质:钢管
3.规格:SC70
4.敷设方式:暗敷

m 2.67

25 030408006002 电力电缆头

1.名称:电缆终端头制
作安装
2.规格:4*50+1*25mm2
3.材质、类型:铜芯/干
包式

个 2

26 030408006003 电力电缆头

1.名称:电缆终端头制
作安装
2.规格:5*10mm2
3.材质、类型:铜芯/干
包式

个 4

分部小计

C.4.9 防雷及接地装置

27 030409001003 接地极 1.名称:接地跨接线安
装 处 24

28 030409002005 接地母线

1.名称:接地母线
2.材质:钢筋
3.规格:Φ16
4.安装形式:利用基础
梁两根主筋（Φ16以上
）焊成闭合通路

m 213.7

29 030409002006 接地母线
1.名称:接地母线
2.材质:热镀锌扁钢
3.规格:-40*4

m 29

30 030409003003 避雷引下线 1.名称:自然引下线 m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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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工程 第  4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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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格:利用柱内或混
凝土墙内两根主钢筋上
下连通

31 030409005003 避雷网

1.名称:接闪带
2.材质:热镀锌圆钢
3.规格:Φ12
4.安装形式:沿女儿墙
支架敷设

m 151.5

32 030409008005 等电位端子箱、测
试板

1.名称:总等电位接线
箱 MEB

台 1

33 030409008006 等电位端子箱、测
试板

1.名称:局部等电位接
线箱 LEB 台 10

分部小计

C.4.11 配管、配线

34 030411001018 配管

1.名称:配管
2.材质:塑料
3.规格:PC20
4.配置形式:暗配

m 456.8

35 030411001019 配管

1.名称:配管
2.材质:塑料
3.规格:PVC25
4.配置形式:暗配

m 263

36 030411001020 配管

1.名称:配管
2.材质:塑料
3.规格:PVC32
4.配置形式:暗配

m 63.5

37 030411001021 配管

1.名称:电气配管
2.材质:JDG
3.规格:JDG20
4.配置形式:暗配

m 362.4

38 030411001022 配管

1.名称:配管
2.材质:钢管
3.规格:SC20
4.配置形式:暗配

m 157.8

39 030411004016 配线

1.名称:管内穿线
2.型号:WDZ-BYJ
3.规格:2.5mm2
4.材质:铜芯

m 1391.6

40 030411004017 配线

1.名称:桥架内敷设
2.型号:WDZ-BYJ
3.规格:2.5mm2
4.材质:铜芯

m 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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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工程 第  5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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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030411004018 配线

1.名称:管内穿线
2.型号:WDN-BYJ
3.规格:2.5mm2
4.材质:铜芯

m 733.6

42 030411004019 配线

1.名称:管内穿线
2.型号:WDZ-BYJ
3.规格:4mm2
4.材质:铜芯

m 1125.4

43 030411004020 配线

1.名称:桥架内敷设
2.型号:WDZ-BYJ
3.规格:4mm2
4.材质:铜芯

m 138.2

44 030411004021 配线

1.名称:管内穿线
2.型号:WDZ-BYJ
3.规格:6mm2
4.材质:铜芯

m 166.3

45 030411004022 配线

1.名称:管内穿线
2.型号:WDZN-BYJ
3.规格:2.5mm2
4.材质:铜芯

m 530.4

46 030411003003 桥架
1.名称:桥架
2.规格:200*100
3.材质:钢制

m 52.4

47 030411004023 配线

1.名称:桥架内敷设
2.型号:WDZN-BYJ
3.规格:6mm2
4.材质:铜芯

m 30.8

48 030411006007 接线盒
1.名称:灯头接线盒
2.材质:钢制
3.安装形式:暗转

个 33

49 030411006008 接线盒
1.名称:灯头接线盒
2.材质:塑料
3.安装形式:暗转

个 192

50 030411006009 接线盒

1.名称:开关、插座接
线盒
2.材质:塑料
3.安装形式:暗装

个 105

分部小计

C.4.12 照明器具安装

51 030412001005 普通灯具

1.名称:自带蓄电池吸
顶灯
2.规格:40W
3.类型:吸顶

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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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工程 第  6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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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030412001006 普通灯具
1.名称:吸顶灯
2.规格:40W
3.类型:吸顶

套 9

53 030412002005 工厂灯
1.名称:防水防尘灯
2.规格:1x14W
3.安装形式:吸顶

套 20

54 030412002006 工厂灯

1.名称:非集中控制型
消防应急壁挂照明灯
2.规格:巡检、强启照
明、灭灯功能 IS-ZFJC
-E5W-ISM-BG01,A型灯
具  7W
3.安装形式:底边距地2
.5米处壁装

套 31

55 030412004007 装饰灯

1.名称:非集中控制型
消防应急出口标志灯
2.规格:巡检、频闪、
灭灯功能 IS-BLJC-1OE
 I 1.2W-ISM-LCBG23,A
型灯具  1W
3.安装形式:底边距门
框上方0.2m壁装

套 19

56 030412004008 装饰灯

1.名称:非集中控制型
消防应急多信息复合双
面标志灯
2.规格:巡检、频闪、
灭灯功能|显示安全出
口方向、楼层信息 IS-
BLJC-2REⅡ1.2W-ISM-
XD01,A型灯具  1W
3.安装形式:底边距地2
.5米处吊装

套 7

57 030412004009 装饰灯

1.名称:非集中控制型
消防应急双向可调标志
灯
2.规格:巡检、频闪、
方向可调功能 IS-BLJC
-1LRE I 1.2W-ISM-
LCBG20,A型灯具  1W
3.安装形式:底边距地0
.5米壁装

套 1

58 030412004010 装饰灯
1.名称:非集中控制型
消防应急右向不可调标
志灯

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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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工程 第  7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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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规格:巡检、频闪、
方向可调功能 IS-BLJC
-1LRE I 1.2W-ISM-
LCBG20,A型灯具  1W
3.安装形式:底边距地0
.5米壁装

59 030412005005 荧光灯

1.名称:单管荧光灯
2.型号:T8细管,配电子
镇流器
3.规格:36W
4.安装形式:吸顶

套 12

60 030412005006 荧光灯

1.名称:双管荧光灯
2.型号:T8细管,配电子
镇流器
3.规格:2*36W
4.安装形式:吸顶

套 31

61 030412005007 荧光灯

1.名称:三管荧光灯
2.型号:T8细管,配电子
镇流器
3.规格:3*36W
4.安装形式:吸顶

套 2

62 030412006003 医疗专用灯 1.名称:紫外线杀菌灯
2.规格:50W 套 21

分部小计

C.4.14 电气调整试验

63 030414002003 送配电装置系统

1.名称:用配电装置系
统调试
2.电压等级(kV):1
3.类型:综合

系统 1

64 030414011003 接地装置
1.名称:接地装置系统
调试
2.类别:接地网

系统 1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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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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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302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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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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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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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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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031302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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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7 0313020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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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8 0313020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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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强电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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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电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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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工程 第  1  页  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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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监控系统

1 030411001023 配管

1.名称:配管
2.材质:钢管
3.规格:SC20
4.配置形式:暗配

m 106.26

2 030411003004 桥架
1.名称:桥架
2.规格:200*100
3.材质:钢制

m 61.4

3 030411004024 配线
1.名称:监控电源线
2.型号:RVV
3.规格:2*1.5mm2

m 360.36

4 030502005005 双绞线缆
1.名称:双绞线缆
2.规格:UTP
3.敷设方式:穿管敷设

m 360.36

5 030502010005 配线架
1.名称:视频监控配线
架
2.规格:详见系统图

个 1

6 030507008003 监控摄像设备
1.名称:半球形彩色电
视摄像机
2.安装方式:吸顶

台 17

7 030507008004 监控摄像设备
1.名称:电梯摄像机
2.安装方式:吸顶 台 1

8 030507009003 视频控制设备
1.名称:视频监控主机
2.类别:成套配备
3.路数:详见系统图

套 1

分部小计

广播系统

9 030411001026 配管

1.名称:配管
2.材质:塑料
3.规格:PC20
4.配置形式:暗配

m 18.6

10 030411004025 配线
1.名称:广播线
2.型号:RVVP
3.规格:2*1.5mm2

m 174

11 030506001003 扩声系统设备 1.名称:广播主机 台 1

12 030904007003 消防广播(扬声器） 1.名称:广播 个 11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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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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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302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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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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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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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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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031302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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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7 0313020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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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8 0313020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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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弱电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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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电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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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工程 第  1  页  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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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暖工程

1 030503003003 控制器
1.名称:地暖分室控制
器 台 1

2 031001002006 钢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热媒体
3.规格、压力等级:无
缝钢管、DN40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水压试验、水
冲洗

m 37.4

3 031001002007 钢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热媒体
3.规格、压力等级:无
缝钢管、DN32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水压试验、水
冲洗

m 151.8

4 031001002008 钢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热媒体
3.规格、压力等级:无
缝钢管、DN50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水压试验、水
冲洗

m 24.4

5 031001002009 钢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热媒体
3.规格、压力等级:无
缝钢管、DN80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水压试验、水
冲洗

m 55.8

6 031001002010 钢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热媒体
3.规格、压力等级:无
缝钢管、DN70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水压试验、水
冲洗

m 21.6

7 031002001009 管道支架
1.材质:型钢
2.管架形式:一般管道
支

kg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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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工程 第  2  页  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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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

8 031002003006 套管

1.名称、类型:钢套管
2.材质:钢
3.规格:介质管道、DN8
0
4.填料材质:防火材料
密实封堵

个 2

9 031002003007 套管

1.名称、类型:钢套管
2.材质:钢
3.规格:介质管道、DN3
2
4.填料材质:防火材料
密实封堵

个 44

10 031003001020 螺纹阀门

1.类型:自动排气阀
2.规格、压力等级:DN2
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14

11 031003001021 螺纹阀门

1.类型:截止阀
2.规格、压力等级:DN2
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14

12 031003001022 螺纹阀门

1.类型:闸阀
2.规格、压力等级:DN3
2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26

13 031003014003 热力入口装置

1.类型:热力入口装置
2.型号、规格:DN8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4.成套配置详见图纸:

块 1

14 031005006005 地板辐射采暖

1.保温层材质、厚度:4
0厚石墨聚苯板绝热层
2.钢丝网设计要求:Φ3
间距50双向间距钢丝网
片,
3.0.2真空镀铝聚脂薄
膜:
4.管道材质、规格:带
阻氧层耐高温高密度聚
乙烯（PE-RTII)管、S4
系列

m2 801.95

15 031005006006 地板辐射采暖

1.管道材质、规格:带
阻氧层耐高温高密度聚
乙烯（PE-RTII)管、S4
系列、Dn20*2.0

m 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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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工程 第  3  页  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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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031005007005 热媒集配装置

1.材质:地暖分集水器
箱
2.规格:DN32  环路七
3.附件名称、规格、数
量:成套、详见图纸

台 21

17 031201001003 管道刷油

1.除锈级别:轻锈
2.油漆品种:防锈漆
3.涂刷遍数、漆膜厚度
:两遍

m2 30.9

18 031201003009 金属结构刷油

1.除锈级别:轻锈
2.油漆品种:防锈漆
3.涂刷遍数、漆膜厚度
:两遍

kg 75.6

19 031208002005 管道绝热

1.绝热材料品种:B1级
橡塑管壳
2.绝热厚度:60mm
3.管道外径:Φ47

m3 0.4

分部小计

通风工程

20 030108003002 轴流通风机

1.名称:防爆低噪声轴
流风机
2.型号:FBDZ型
3.规格:NO2.8,L=1230m
3/h,n=1450rpm.H=45Pa
,N=0.040Kw,~220V,出
口配自垂百叶,

台 1

21 030108006007 其他风机

1.名称:柜式新风机组(
机组带室内控制器)
2.规格:风量600m3/h,
风量8档调节,热回收效
率85%%%,噪声:20~45dB
,
额定功率:200W,86Kg,
手动/自动/定时运行,
触控按键及APP手动/自
动定时运行出外墙预留
送排风口洞口为D150,
标高现场确定，设PM2.
5加强过滤网设PM2.5、
二氧化碳、温湿度控制

台 4

22 030108006008 其他风机 1.名称:吸顶式换气扇 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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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工程 第  4  页  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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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型号:BLD-700
3.规格:,Q=700m3/h,N=
60w

23 030108006009 其他风机

1.名称:吸顶式换气扇
2.型号:BLD-500
3.规格:Q=500m3/h,N=5
0w

台 3

24 030701011002 净化工作台

1.名称:厨房餐饮低空
排放环保抽油烟净化一
体机(含油烟排风罩+2
个排风机+油烟净化器)
2.规格:单个排风机风
量L=2050m3/h;风压H=3
00Pa;
功率N=750W;转速n=145
0r/min,50dB(A) 油烟
净化器风量L=5000m3/h
,功率N=2kW;

台 1

25 030702001003 碳钢通风管道

1.名称:风管
2.材质:镀锌钢板风管
3.形状:圆形
4.规格:D150
5.板材厚度:(δ=1mm
6.管件、法兰等附件及
支架设计要求:

m2 7.51

26 030703001002 碳钢阀门
1.名称:70℃常开防火
的阀
2.规格:200*200

个 2

27 030703008003 不锈钢风口、散流
器、百叶窗

1.名称:防水百叶风口
2.规格:200*200 个 2

28 030704001003 通风工程检测、调
试 系统 1

29 031009001003 采暖工程系统调试 系统 1

30 03B001 双层通透夹丝防火
玻璃挡烟垂壁 m2 9.92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31 031301017007 脚手架搭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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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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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302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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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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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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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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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031302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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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7 0313020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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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8 0313020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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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采暖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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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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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 第  1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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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水工程

1 031001007016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40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8.9

2 031001007017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32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14.9

3 031001007018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25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43.6

4 031001007019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20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43.7

5 031001007020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50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16.4

6 031002001010 管道支架
1.材质:型钢
2.管架形式:一般管道
支架

kg 31.92

7 031002003008 套管 1.名称、类型:钢套管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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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 第  2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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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材质:钢
3.规格:介质管道、DN5
0
4.填料材质:防火材料
密实封堵

8 031002003009 套管

1.名称、类型:钢套管
2.材质:钢
3.规格:介质管道、DN2
5
4.填料材质:防火材料
密实封堵

个 2

9 031002003010 套管

1.名称、类型:钢套管
2.材质:钢
3.规格:介质管道、DN2
0
4.填料材质:防火材料
密实封堵

个 4

10 031003001023 螺纹阀门

1.类型:截止阀
2.规格、压力等级:DN2
5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6

11 031003001024 螺纹阀门

1.类型:减压型倒流防
止器
2.规格、压力等级:DN2
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3

12 031003001025 螺纹阀门

1.类型:闸阀
2.规格、压力等级:DN2
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3

13 031003001026 螺纹阀门

1.类型:截止阀
2.规格、压力等级:DN2
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5

14 031003013005 水表

1.安装部位(室内外）:
室内
2.型号、规格:远传智
能水表、DN5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4.附件配置:详见图纸

组 1

15 031201003010 金属结构刷油

1.除锈级别:轻锈
2.油漆品种:防锈漆
3.涂刷遍数、漆膜厚度
:两遍

kg 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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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 第  3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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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031208002006 管道绝热

1.绝热材料品种:B1级
橡塑管壳
2.绝热厚度:60mm
3.管道外径:Φ47

m3 0.3

分部小计

排水系统

17 031001006009 塑料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排水
3.材质、规格:聚乙烯
静音排水管、De160
4.连接形式:电热熔连
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27

18 031001006010 塑料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排水
3.材质、规格:聚乙烯
静音排水管、De110
4.连接形式:电热熔连
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55

19 031001006011 塑料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排水
3.材质、规格:聚乙烯
静音排水管、De75
4.连接形式:电热熔连
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26.4

20 031002001011 管道支架
1.材质:型钢
2.管架形式:一般管道
支架

kg 36.6

21 031004004003 洗涤盆

1.规格、类型:幼托盥
洗槽
2.组装形式:详见09S30
4-29

m 10.5

22 031004006005 大便器

1.材质:陶瓷
2.规格、类型:儿童用
坐便器
3.组装形式:详见

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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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 第  4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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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S304-71

23 031004006006 大便器

1.材质:陶瓷
2.规格、类型:低水箱
儿童用蹲便器
3.组装形式:详见09S30
4-88

组 19

24 031004007003 小便器

1.材质:陶瓷
2.规格、类型:自动感
应冲洗小便器
3.组装形式:详见09S30
4-113

组 12

25 031004008003 其他成品卫生器具

1.材质:陶瓷
2.规格、类型:拖布池
3.组装形式:详见09S30
4-20（甲）

组 1

26 031004014010 给、排水附(配)件 1.材质:单向捡漏地漏
2.型号、规格:DN50

个 11

27 031004014011 给、排水附(配)件 1.材质:地面清扫口
2.型号、规格:De50

个 7

28 031004019002 隔油器 1.类型:隔油器
2.型号、规格:De75 套 1

29 031201003011 金属结构刷油

1.除锈级别:轻锈
2.油漆品种:防锈漆
3.涂刷遍数、漆膜厚度
:两遍

kg 36.6

分部小计

雨水系统

30 031001006012 塑料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雨水
3.材质、规格:高密度
聚乙烯（HDPE)S16系列
、De110
4.连接形式:对接热熔
连接

m 62.7

31 031004014012 给、排水附(配)件 1.材质:87型雨水斗
2.型号、规格:De110

个 4

32 031004014013 给、排水附(配)件 1.材质:地面清扫口
2.型号、规格:De110 个 13

分部小计

热水系统

33 030609005003 管缆 1.名称:电伴热 m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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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 第  5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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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材质:线功率15W/m，
工作电压220V（屋面集
热供回水管）

34 031001007021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20  压力
级别2.0Mpa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66.6

35 031002003011 套管

1.名称、类型:钢套管
2.材质:钢
3.规格:介质管道、DN2
0
4.填料材质:防火材料
密实封堵

个 8

36 031003001027 螺纹阀门

1.类型:截止阀
2.规格、压力等级:DN2
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9

37 031004014014 给、排水附(配)件 1.材质:水龙头
2.型号、规格:DN20 个 23

38 031006005003 太阳能集热装置

1.名称:太阳能热水器
2.型号、规格:型号：
JB4715-12-85，容积85
L，电功率1.5KW

套 3

分部小计

消防系统

39 030901010003 轻便水龙

1.名称:轻便水龙
2.型号、规格:LQG16-3
0，1000X380 X160 套 4

40 030901013004 灭火器
1.形式:灭火器
2.规格、型号:MF/ABC4 具 8

41 030901013005 灭火器
1.形式:灭火器
2.规格、型号:MF/ABC5 具 2

42 031001007022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32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m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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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 第  6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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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43 031001007023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25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9.6

44 031001007024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40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16.6

45 031001007025 复合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内村塑
复合钢管、DN20
4.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压力试验及吹、洗设
计要求:压力试验、水
冲洗

m 3.7

46 031002001012 管道支架
1.材质:型钢
2.管架形式:一般管道
支架

kg 19.92

47 031002003012 套管

1.名称、类型:钢套管
2.材质:钢
3.规格:介质管道、DN2
0
4.填料材质:防火材料
密实封堵

个 2

48 031003001028 螺纹阀门

1.类型:闸阀
2.规格、压力等级:DN2
5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4

49 031003001029 螺纹阀门

1.类型:自动排气阀
2.规格、压力等级:DN2
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个 2

5 031003001030 螺纹阀 1.类型:截止阀 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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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 第  7  页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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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门
2.规格、压力等级:DN2
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51 031003013006 水表

1.安装部位(室内外）:
室内
2.型号、规格:远传智
能水表、DN40
3.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4.附件配置:详见图纸

组 1

52 031201003012 金属结构刷油

1.除锈级别:轻锈
2.油漆品种:防锈漆
3.涂刷遍数、漆膜厚度
:两遍

kg 19.92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53 031301017008 脚手架搭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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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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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302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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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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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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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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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031302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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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

7 0313020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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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8 0313020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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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给排水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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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工程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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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总图土建 第  1  页  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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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场地

1 010507002003 室外活动场地

1、13厚混合型塑胶面
层
2、C30混凝土150厚混
凝土面层,(分块捣制,
震捣密实,随打随抹平,
每块路面长不大于6米,
沥青砂子或沥青处理松
木条嵌缝)
3、20厚的粗砂垫层
4、300厚3:7灰土分层
回填夯实,要求压实系
数达到0.95;
5、素土压实,压实系数
大于0.97

m2 350

分部小计

措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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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总图土建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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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总图土建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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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总图土建

标段：贵德县河西镇喜洋洋幼儿园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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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