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建价 匚⒛14〕 佴8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

计价规范》 《GB50bO0-?013〉 及其 9本
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各省辖市建设局 (建委),省各有关厅 (局 ),各有关单位 :

为 贯 彻 执 行 《建 设 工程 工程 量 清 单 计价 规 范》

(GB5OsOO∵2013)(以 下简称”013版计价规∴范
”)及 《房屋建

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⒋2013)等 9本王程

量计算规范 (以下简称”013版计算规范
”),现结合我省实际

情况,就执行 ⒛13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

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严格执行 zO13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

1、 2013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作为国家标准,规范了工程

建设各方的计价行为,统∵了建设工程计价文件的编制原则和计



价方法。工程建设各方在建设工程计价管理活动中应严格执行

⒛13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

2、 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以及依法必须招标的非国

有资金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必须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严格执行

⒛13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

3、 工程造价文件的编制与审核 (核对 )应 由具有相应资格

的工程造价专业人员承担。接受委托从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活动

的企业应具有相应的工程造价咨询资质。招标代理机构可以在其

资格等级范围内从事其代理招标的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量清单

与招标控制价的编制工作。

4、 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招标j招标人必须编制招标控

制价。招标控制价作为最高投标限价,应按照⒛13版计价规范

和计算规范的规定编制,不应上调或下浮。各市不再发布招标控

制价调整系数。

招标人应在发布招标文件时公布招标控制价,同 时应将招标

控制价及有关资料报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案。公布的

招标控制价文件应包括 2013版计价规范规定的除表 ⒆̄“
综合单

价分析表
”
以外的所有招标控制价使用表格。投标人对招标控制

价有异议的,应 向招标人提出;招标人不答复或对招标人答复不

满意时,投标人可按规定程序向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机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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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设工程发承包,招标文件、施工合同中有关工程计价

的条款应根据 2013版计价规范的要求制定。实行工程量清单计

价的建设项目应采用单价合同。

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必须明确计价中的风险内容及其范围,

不得采用无限风险、所有风险或类似语句规定计价中的风险内容

及其范围。在风险因素中,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变化 ,

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建设工程人王工资指导价调整,实

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水、电、燃油、燃气价格调整,应 由发包人承

担。在招标文件备案时,招投标监管机构发现风险条款设置不合

理的,应责令修改。

6、 在办理施工合同备案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施工合

同中合同形式、风险范围、价款调整等条款与招标文件不一致时,

应责令改正。

7、 ⒛13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

二、对 2013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中有关内容的明确和调

整

(一 )⒛Is版计价规范

1、 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和工程设备 (以 下简称甲供材料 )应

在招标文件中按照 ⒛13版计价规范附录 L。 1的规定填写 《发包

人提供材料和设备一览表》,写 明甲供材料的名称、规格、单价、

交货方式、交货地点等。未写明交货方式和交货地点的,视为甲



供材料运送至施工现场指定地点并由发包人承担甲供材料的卸

力费用。

投标人投标时,甲供材料的名称、规格、单价、交货方式、

交货地点等必须与招标工程量清单r致。甲供材料价格应计入相

应项目的综合单价中,数量由投标人根据自身的施工技术和管理

水平自主确定。

2、 发承包双方应在施工合同专用条款中约定甲供材料价款

扣除的价格、时间以及领料量超出或少于所报数量时价款的处理

办法。没有约定时,按下述原则执行:

(1)结算时甲供材料应按发包人采购材料的加权平均价格

(含采购保管费)计入相应项目的综合单价中。承包人退还甲供

材料价款时,应按甲供材料实际采购价格 (含采购保管费)除以

1.01,退给发包人 (1%作为承包人的现场保管费 )。

(2)领料量超出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所报数量时,超出部

分的甲供材料由承包人按照发包人采购材料的加权平均价格支

付给发包人;领料量少于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所报数量时,节余

部分的甲供材料归承包人。

3、 对⒛13版计算规范中未列的措施项目,招标人可根据建

设工程实际情况进行补充。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

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

措施项目。结算时,除ェ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

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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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工程变更造成施工方案变更,引 起措施项目发生变化

时,措施项目费的调整,合同有约定的,按合同执行。合同中没

有约定的按下列原则调整:单价措施项目变更原则同分部分项工

程;总价措施项目中以费率报价的,费率不变;总价项目中以费

用报价的,按投标时田径折算成费率调整;原措施费中没有的措

施项目,由承包人提出适当的措施费变更要求,经发包人确认后

调整。

5、 暂列金额不宜超过分部分项工程费的 10%。 招标工程量

清单中暂估价材料的单价由招标人给定,材料单价中应包括场外

运输与采购保管费。“
专业工程暂估价

”
中不包含规费和税金。暂

估价的专业工程达到依法必须招标的标准时,须通过招标确定承

包人。

(二 )⒛1s版计算规范

1、 各专业计算规范的共性规定

(1)由于实际招标工程形式多样,为 了便于操作,同 一单

位工程的项目编码不得有重复,不 强制要求同一招标工程的项目

编码不得重复。

(2)计算规范中工程量计算规则表述不明确时,可以参照

江苏省各专业计价定额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并且应在工程量清单

编制总说明中明确。

(3)挖沟槽、基坑、一般土方因工作面和放坡增加的工程

量并入各土方工程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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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预拌混凝土 (包括屋面、地面细石混凝土 )及预

拌砂浆时,应在项目特征中描述或在清单编制说明中明确。

(5)除市政工程外,现浇混凝土模板∷不与混凝土合并,在

措施项目中列项。市政工程现浇混凝土模板包含在相应的混凝土

的项目中。

预制混凝土的模板包含在相应预制混凝土的项目中。

(6)单价措施项目中,太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计量单

位调整为项,项 目特征可不描述。

2、 各专业计算规范分部分项工程部分

(1)建筑与装饰工程

①01⒄01OO3实心砖墙、01⒄01004多 孔砖墙、01⒄01OO5

空心砖墙、01⒄∞OO1砌块墙、01⒄O3OO3石墙项目工程量计算

规则中
“(2)内墙:。 ⋯ 算̈至楼板顶;有框架梁时算至梁底

”
调

整为
“(2)内 墙:。 ⋯ 算̈至楼板底;有框架梁时算至梁底

”。

②桩的工程量计算规则中,桩长不包含超灌部分长度,超灌

在清单综合单价中考虑。

③01"⒄ OO1、 010501OO1垫 层工程量计算规则中增加:“其

中外墙基础垫层长度按外墙中心线长度计算,内 墙基础垫层长度

按内墙基础垫层净长计算。”

④钢筋连接除机械连接、电渣压力焊接头单独列清单外,其

他连接接头费用不单独列清单,在钢筋清单综合单价中考虑。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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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搭接、锚固长度按照按满足设计图示 (规范)的最小值计入钢

筋清单工程量中。

增补 010516OO4钢 筋电渣压力焊接头:

(2)市政工程

挖沟槽、基坑、一般石方因超挖量、工作面和放坡增加的工

程量并入各石方工程量中。

3、 各专业计算规范措施项目部分具体调整见附件一。

(三 )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调整

1、 2013版计价规范中表口11“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

的总价措施项目根据 ⒛13版计算规范和我省规定列项。表中注

1取消,“注
'改

为
“注”。

2、 其他表格具体调整见附件二。

三、执行时间与要求

1、 ⒛14年 10月 1日 起发布招标文件的招投标工程以及签

订施工合同的非招投标工程,应执行 ⒛13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

范。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⒛ 14版 )、 《江苏省建筑

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 (⒛14版 )、 《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

额》 (⒛ 14版 )、 《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 (⒛14版 )、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GB/T503539013)与 2013

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同时配套执行。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单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010516004
钢筋电渣压

力焊接头
钢筋种类、规格 个 按数量计算

1.接 头清理

2,焊 接固定。

7̄o



2、 凡依据江苏省⒛14版计价定额开发并合法销售的计价软

件,其定额和工料机数据库、计价程序、计价功能、成果文件均

应符合我省的规定和要求。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为申请

企业提供技术测评服务。

3、 各级造价管理机构要做好⒛13版计价规范和计算规范及

其配套实施文件的宣贯工作,招投标监管机构应及时调整相应的

电子评标系统。

4、 既往有关规定与本贯彻意见不符的,按本贯彻意见执行。

5、 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反映给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总站。

附件:1、 措施项目清单调整和增加

2、 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调整部分 (共 5张表 )

设厅

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各市造价管理处 (站 )。



附件一 :

措施项目清单调整和增加

一、单价措施项目:

1、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中增补电梯井脚手架。

项目编码
项目

名称
项目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量计算

规则
工作内容

011701009
电梯井

脚手架
电梯井高度 座

按设计图示

数量计算

1.搭设拆除脚手架、安全网

2.铺、翻脚手板

2、 011702003构造柱模板工程量计算规则调整为:按图示外露部分

计算面积 (锯齿形按锯齿形最宽面计算模板宽度 )。

3、 011703001工程量计算规则中的
“
施工工期日历天

”
为定额工期。

4、 01170钔 01超高施工增加注 1~调整为:超高施工增加适用于建筑

物檐口高度超过 ⒛m或层数超过 6层时。工程量按超过 ⒛m部分与超过 6

层部分建筑面积中的较大值计算。地下室不计算层数。

二、总价措施项目调整和增加如下 :

工程

类型
项目编码

项 目

名称
工作内容及包含范围

房屋建

筑与装

饰工程

011707001

安全

文明

施工

1.环境保护:现场施工机械设备降低噪音、防扰民措施费用;水泥和其他

易飞扬细颗粒建筑材料密闭存放或采取覆盖措施等费用;工程防扬尘洒水费用 ;

土石方、建渣外运车辆冲洗、防洒漏等费用;现场污染源的控制、生活垃圾清

理外运、场地排水排污措施的费用;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费用。

2。 文明施工:“ 五牌一图
”
的费用;现场围挡的墙面关化 (包括内外粉刷、

刷白、标语等 )、 压顶装饰费用;现场厕所便槽刷白、贴面砖,水泥砂浆地面或

地砖费用,建筑物内临时便溺设施费用;其他施工现场临时设施的装饰装修、

美化措施费用;现场生活卫生设施费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水设备、淋浴、消

毒等设施费用;生活用洁净燃料费用;防煤气中毒、防蚊虫叮咬等措施费用 ;

施工现场操作场地的硬化费用;现场绿化费用、治安综合治理费用、现场电子

监控设各费用;现场配备医药保健器材、物品费用和急救人员培训费用;用 于

现场工人的防暑降温费、电风扇、空调等设备及用电费用;其他文明施工措施

费用。

3.安全施工:安全资料、特殊作业专项方案的编制,安全施工标志的购置

及安全宣传的费用;“三宝
”(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 四口”(楼梯口、电

梯井口、通道口、预留洞口), “五临边
” (阳 台围边、楼板围边、屋面围边、

槽坑围边、卸料平台两侧);水平防护架、垂苴防护架、外架封闭等防护的费用 ;

仿古建

筑工程

021007001

通用安

装工程

031302001

市政

工程

041109001



园林绿

化工程

050405001

安全

文明

施工

施工安全用电的费用,包括配电箱三级配电、两级保护装置要求、外电防护措

施;起重机、塔吊等起重设备 (含井架、门架)及外用电梯的安全防护措施 (含

警示标志)费用及卸料平台的临边防护、层间安全门、防护棚等设施费用;建

筑工地起重机械的检验检测费用;施ェ机具防护棚及其围栏的安全保护设施费

用;施工安全防护通道的费用;工人的安全防护用品、用具购置费用;消防设

施与消防器材的配置费用;电气保护、安全照明设施费;其他安全防护措施费

用。

4.绿色施工: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及回收利用费用;夜间焊接作业及大型照

明灯具的挡光措施费用;施工现场办公区、生活区使用节水器具及节能灯具增

加费用;施工现场基坑降水储存使用、雨水收集系统、冲洗设备用水回收利用

设施增加费用;施工现场生活区厕所化粪池、厨房隔油池设置及清理费用;从

事有毒、有害、有刺激性气味和强光、噪音施工人员的防护器具;现场危险设

备、地段、有毒物品存放地安全标识和防护措施;厕所、卫生设施、排水沟、

阴暗潮湿地带定期消毒费用;保障现场施工人员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符合国家

标准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GB3869的 增加费用等。

构筑物

工程

070306001

城市轨

道交通

工程

081311001

工程类型 项 目编码
项目

名称
工作内容及包含范围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011707008

临时

设施

临时设施包括施工所必须搭设的生活和生产用的临时

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临时设施的费用等。包括施工现场临

时宿舍、文化福利及公用事业房屋与构筑物、仓库、办公室、

加工厂、工地实验室以及规定范围内的道路、水、电、管线

等临时设施和小型临时设施等的搭设、维修、拆除、周转或

摊销等费用。

建筑、装饰、安装、修缮、古建园林工程规定范围内是

指建筑物沿边起 50米 以内,多幢建筑两幢间隔 50米内。

市政工程规定范围是指定额基本运距范围内的临时给

水、排水、供电、供热线路 (不包括变压器、锅炉等设各 )、

临时道路。不包括交通疏解分流通道、现场与公路 (市政道

路)的连接道路、道路工程的护栏 (围挡),也不包括单独

的管道工程或单独的驳岸工程施工需要的沿线简易道路。

仿古建筑工程 021007008

通用安装工程 031302008

市政工程 041109008

园林绿化工程 050405009

构筑物工程 070306009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81311007

工程类型 项目编码
项目

名称
工作内容及包含范围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011707009

赶工

措施

施工合同约定工期比我省现行工期定

额提前 ,施工企业为缩短工期所发生的费

用。

仿古建筑工程 021007009

通用安装工程 031302009

市政工程 041109009

园林绿化工程 050405010

构筑物工程 070306010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81311008



工程类型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及包含范围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011707010

工程按质论价

施工合同约定质量标准超过国家规定 ,

施工企业完成工程质量达到经有权部门鉴

定或评定为优质工程 (包括优质结构工程 )

所必须增加的施工成本费。

仿古建筑工程 021007010

通用安装工程 031302010

市政工程 041109010

园林绿化工程 050405011

构筑物工程 0703060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81311009

工程类型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及包含范围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011707011 住宅分户

验收

按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规程》
(DGJ32/TJ103-z01ω 的要求对住宅工程进行

专门验收 (包括蓄水、门窗淋水等)发生的费

用。不包含室内空气污染测试费用。通用安装工程 031302011



附件二 :

工程名称 :

F。 2 综合单价分析表
标段 : 第 页 共 页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工程量

清单综合单价组成明细

定额

编号

定额项目

名称

定额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利润

综合人工工日 小  计

工 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材料费

明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

钸
⑴

暂估单价
(元 )

暂估合价 (元 )

其他材料费

材料费小计

注:1如不使用省级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依据,可不填定额编号、名称等。

2招标文件提供了暂估单价的材料,按暂估的单价填入表内
“
暂估单价

”
栏及

“
暂估合价

”
栏。

表-O9



序号 材料编码
材料(工程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暂估 (元 ) 确认 (元 ) 差额± (元 )

备注

投标 确认 单价 合价 单价 合价 单价 合价

合 计

G。 3 材料 〈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及调整表

工程名称 : 标段 : 第 页 共 页

注:1、 此表由招标人填写
“
材料编码

”、“
材料 (工程设备)名称、规格、型号

”、“
计量单位

”、“
暂估单价

”
,

并在备注栏说明暂估价的材料、工程设各拟用在那些清单项目上,投标人应将上述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计入

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报价中,并填写
“
数量

”
中的

“
投标

”
和

“
暂估合价

” 列。

2、 此表中所列暂估材料 (工程设各)为暂时不能确定价格的材料 (工程设备),不包含发包人供应材料 (工

程设备 )。

昂乏一12-2



附录 H 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 : 标段 : 第 页 共 页

注:工程排污费费率在招标时暂按 0,lO/0计入,结算时按工程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收取标准,按实计入: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元 )

计算费率
(%) 金额 (元 )

规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十措施

项目费+其他项目费
一工程设各费

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工程排污费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

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

费一按规定不计税的工程

设各金额

合  计

编制人 (造价人员): 复核人 (造价工程师):

表△3



L。 1 发包人提供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工程名称 : 标段 : 第  页共  页

注Ⅱ,此表由招标人填写除
“
数量

`“
合价

”
栏之外的内容,“数量

`“
合价

”
由投标人填写。

2,结算时,“单价
”
栏按招标人实际采购价 (包含采保费)列入。

表-z0

序号 材料编码
材料 (工程设备)

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蚴

⑴
合价

(元 )

交货

方式

送达

地点
备注



L。 2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适用于造价信息差额调整法)

工程名称 : 标段 : 第  页共  页

注:1,此表应由招标人填写除
“
数量

`“
投标单价

”
栏之外的内容,投标人在投标时白主确定投标数量和单价。

2.招标人应优先采用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单价作为基准单价,未发布的,通过市场调查确定其基准单价 Q

3.此表中不包含暂估单价的材料 (工程设备 )。

表-z1

序号 材料编码 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风险系数

(%)

基准单价

(元 )

投标单价

〈元 )

发承包人

确认单价

(元 )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