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 标 总 价

招  标  人： 鄢陵县南坞镇人民政府

工 程 名 称： 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投 标 总 价 (小写)： 1,453,328.27

(大写)： 壹佰肆拾伍万叁仟叁佰贰拾捌元贰角柒分

投  标  人： 河南鼎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编  制  人：
（造价人员签字盖专用章）

时      间： 2017年12月5日
扉-3



单位工程投标报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汇 总 内 容 金 额(元) 其中：暂估价(元)

1 分部分项工程 1239850.53

1.1 混凝土道路 1174675.2

1.2 混凝土桥 65175.33

2 措施项目 38623.29

2.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34573.9

2.2 其他措施费（费率类）

2.3 单价措施费 4049.39

3 其他项目 －

3.1 其中：1）暂列金额 －

3.2 2）专业工程暂估价 －

3.3 3）计日工 －

3.4 4）总承包服务费 －

3.5 5）其他

4 规费 30830.93 －

4.1 定额规费 30830.93 －

4.2 工程排污费 －

4.3 其他

5 不含税工程造价合计 1309304.75

6 增值税 144023.52 －

7 含税工程造价合计 1453328.27

投标报价合计=1+2+3+4+6 1,453,328.27 0

注：本表适用于单位工程招标控制价或投标报价的汇总，如无单位工程划分，单项工程也使用本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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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1页 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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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道路 1174675.2

1 040103001001 回填方 1.路基回填土 m3 400.00 38.07 15228

2 040203007001 水泥混凝土

1.18cm厚C30混凝土路面

2.20cm厚含灰量10%石灰稳
定土基层

3.路床整形碾压
4.混凝土路面棉毡养护、切

缝等

m2 9840.00 117.83 1159447.2

混凝土桥 65175.33

1 041001008001 拆除混凝土结构

1.拆除原有涵管桥，宽7m，

长4m
2.垃圾外运5km

项 1 1708.78 1708.78

2 040101002001 挖沟槽土方 1.桥墩基坑开挖 m3 90.00 7.54 678.6

3 040303001001 混凝土垫层 1.200厚C20混凝土垫层 m3 4.60 548.46 2522.92

4 040303002001 混凝土基础
1.1000*500桥墩基础
2.C35混凝土

m3 6.90 542.18 3741.04

5 040303005001 混凝土墩（台）身
1.500厚桥墩
2.C35混凝土

m3 15.00 948.86 14232.9

6 040303013001 混凝土板梁
1.350厚混凝土桥板
2.C35混凝土

m3 12.25 924.12 11320.47

7 040303018001 混凝土防撞护栏
1.500*300C30混凝土防撞护
栏

m 14.00 128.87 1804.18

8 040901001001 现浇构件钢筋
1.现浇混凝土钢筋
2.钢筋规格：HRB400 φ16

t 2.270 5786.09 13134.42

9 040901001002 现浇构件钢筋
1.现浇混凝土钢筋
2.钢筋规格：HRB400 φ18

t 2.160 5586.08 12065.93

10 040901001003 现浇构件钢筋
1.现浇混凝土钢筋
2.钢筋规格：HPB300 φ8

t 0.580 6838.09 3966.09

1 041106001001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
及安拆

项 1 4049.39 4049.39

本页小计 1243899.92

合  计 1243899.92

注：为计取规费等的使用，可在表中增设其中：“定额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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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1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103001001 项目名称 回填方 计量单位 m3 工程量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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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1-1-345
填土碾压 拖式双筒羊足碾

75kW
1000m3 0.001 380.04 51 2833.85 313.77 0.38 0.05 2.83 0.31

人工单价 小计 0.38 0.05 2.83 0.31

普工87.1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34.5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38.07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水 m3 0.015 3.4 0.05

外购土方 m3 1 34.5 34.5

其他材料费 - 0.00 -

材料费小计 - 3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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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2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203007001 项目名称 水泥混凝土 计量单位 m2 工程量 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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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2-3-49 

H80210575 
80210561

水泥混凝土路面 预拌混凝土 

厚度18cm �换为【预拌混凝土 
C30】

100m2 0.01 1329.48 6765.96 770.46 13.29 67.66 7.7

2-2-5
石灰稳定土摊铺 含灰量10% 

厚度20cm
100m2 0.01 473.91 1402.21 344.04 345.63 4.74 14.02 3.44 3.46

2-3-56 水泥混凝土养生 塑料膜养护 100m2 0.01 122 44.26 71.04 1.22 0.44 0.71

2-3-61 锯缝机切缝 缝宽6mm 缝深5cm 100m 0.0016 192.79 367.9 19.42 111.76 0.32 0.6 0.03 0.18

人工单价 小计 19.57 82.72 3.47 12.05

普工87.1元/工日;一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117.83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钢模板 kg 0.0478 4.3 0.21

脱模剂 kg 0.0103 1.79 0.02

水 m3 0.1163 3.4 0.4

电 kW·h 0.0648 0.748 0.05

铁件 综合 kg 0.065 4.5 0.29

其他材料费 元 0.8255 1 0.83

预拌混凝土 C30 m3 0.1836 361 66.28

金刚石锯片 片 0.0007 742.04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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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3 页  共 14 页

生石灰 t 0.0408 339 13.83

塑料薄膜 m2 1.15 0.26 0.3

黄土 m3 0.2626

其他材料费 - 0.00 -

材料费小计 - 8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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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4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1001008001 项目名称 拆除混凝土结构 计量单位 项 工程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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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10-6-3 拆除砖砌其他构筑物 10m3 0.756 889.77 340 672.67 257.04

1-2-67
自卸汽车运石碴(载重10t以

内) 运距5km
1000m3 0.0122 18576.86 802.42 227.19 9.81

10-4-4
拆除混凝土管道 管径φ

1000mm以内
100m 0.07 3036.86 3490.75 1216.33 212.58 244.35 85.14

人工单价 小计 885.25 471.55 351.99

普工87.1元/工日;一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1708.78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其他材料费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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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5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101002001 项目名称 挖沟槽土方 计量单位 m3 工程量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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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1-1-4
人工挖一般土方 三类土深度

2m以内
100m3 0.001 3411.8 1052.04 3.41 1.05

1-1-218
反铲挖掘机(斗容量1.0m3)不
装车 三类土

1000m3 0.0009 380.04 2780.75 261.61 0.34 2.5 0.24

人工单价 小计 3.75 2.5 1.29

普工87.1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7.54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其他材料费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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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6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303001001 项目名称 混凝土垫层 计量单位 m3 工程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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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4-7-2 基坑垫层 混凝土垫层 10m3 0.1 698.04 3699.13 471.02 616.48 69.8 369.91 47.1 61.65

人工单价 小计 69.8 369.91 47.1 61.65

高级技工201元/工日;普工87.1元/工日;一
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548.46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水 m3 0.9381 3.4 3.19

电 kW·h 0.0914 0.748 0.07

预拌混凝土 C20 m3 1.01 350 353.5

其他材料费 - 13.16 -

材料费小计 - 36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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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7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303002001 项目名称 混凝土基础 计量单位 m3 工程量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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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3-3-4 

H80210557 
80210561

现浇混凝土 混凝土基础 混凝
土 �换为【预拌混凝土 C30】

10m3 0.1 391.3 3827.64 186.82 39.13 382.76 18.68

3-3-5 现浇混凝土 混凝土基础 模板 10m2 0.1978 241.84 156.13 115.65 47.84 30.89 22.88

人工单价 小计 86.97 413.65 41.56

高级技工201元/工日;普工87.1元/工日;一

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542.18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脱模剂 kg 0.1978 1.79 0.35

水 m3 0.1659 3.4 0.56

电 kW·h 0.4457 0.748 0.33

预拌混凝土 C35 m3 1.01 377 380.77

组合钢模板 kg 1.1672 4.3 5.02

钢支撑 kg 0.459 5.02 2.3

板方材 m3 0.0059 2100 12.39

其他材料费 - 11.84 -

材料费小计 - 41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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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8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303005001 项目名称 混凝土墩（台）身 计量单位 m3 工程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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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3-3-15
现浇混凝土 实体式桥台 混凝

土
10m3 0.1 561.08 3819.37 268.17 56.11 381.94 26.82

3-3-16 现浇混凝土 实体式桥台 模板 10m2 0.4704 475.1 173.8 130.91 249.1 223.49 81.76 61.58 117.18

人工单价 小计 279.6 463.7 61.58 144

高级技工201元/工日;普工87.1元/工日;一
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948.86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脱模剂 kg 0.4704 1.79 0.84

水 m3 0.1171 3.4 0.4

电 kW·h 0.5638 0.748 0.42

铁件 综合 kg 3.7256 4.5 16.77

预拌混凝土 C35 m3 1.01 377 380.77

组合钢模板 kg 2.7754 4.3 11.93

钢支撑 kg 2.1827 5.02 10.96

板方材 m3 0.0151 2100 31.71

其他材料费 - 9.99 -

材料费小计 - 46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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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9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303013001 项目名称 混凝土板梁 计量单位 m3 工程量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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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3-3-51
现浇混凝土 矩形空心连续板 

混凝土
10m3 0.1 785.72 3893.05 375.55 78.57 389.31 37.56

3-3-52
现浇混凝土 矩形空心连续板 
模板

10m2 0.3765 463.28 325.75 87.95 235.12 174.42 122.64 33.11 88.52

人工单价 小计 252.99 511.95 33.11 126.08

高级技工201元/工日;普工87.1元/工日;一
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924.12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脱模剂 kg 0.3765 1.79 0.67

水 m3 0.924 3.4 3.14

电 kW·h 1.28 0.748 0.96

铁件 综合 kg 0.9789 4.5 4.41

预拌混凝土 C35 m3 1.01 377 380.77

板方材 m3 0.0553 2100 116.13

其他材料费 - 5.77 -

材料费小计 - 51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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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10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303018001 项目名称 混凝土防撞护栏 计量单位 m 工程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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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3-3-60 现浇混凝土 防撞护栏 模板 10m2 0.0534 525.4 53.74 110.72 270.06 28.07 2.87 5.92 14.43

3-3-59 现浇混凝土 防撞护栏 混凝土 10m3 0.0146 1100.26 3672.46 525.51 16.11 53.78 7.69

人工单价 小计 44.18 56.65 5.92 22.12

高级技工201元/工日;普工87.1元/工日;一

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128.87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脱模剂 kg 0.0534 1.79 0.1

水 m3 0.0414 3.4 0.14

电 kW·h 0.2042 0.748 0.15

预拌混凝土 C30 m3 0.1479 361 53.39

其他材料费 - 2.87 -

材料费小计 - 56.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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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11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901001001 项目名称 现浇构件钢筋 计量单位 t 工程量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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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9-1-15 带肋钢筋直径16mm t 1 1037.15 4068.93 43.42 636.59 1037.15 4068.93 43.42 636.59

人工单价 小计 1037.15 4068.93 43.42 636.59

普工87.1元/工日;一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5786.09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钢筋 HRB400φ16 kg 1025 3.92 4018

镀锌铁丝 φ0.7 kg 6.13 5.95 36.47

其他材料费 - 14.46 -

材料费小计 - 4068.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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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12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901001002 项目名称 现浇构件钢筋 计量单位 t 工程量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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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9-1-16 带肋钢筋直径18mm t 1 916.86 4064.82 41.95 562.45 916.86 4064.82 41.95 562.45

人工单价 小计 916.86 4064.82 41.95 562.45

普工87.1元/工日;一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5586.08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镀锌铁丝 φ0.7 kg 5.44 5.95 32.37

钢筋 HRB400φ18 kg 1025 3.92 4018

其他材料费 - 14.46 -

材料费小计 - 406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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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13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0901001003 项目名称 现浇构件钢筋 计量单位 t 工程量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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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9-1-4 圆钢直径8mm t 1 1727.83 4015.19 34.62 1060.44 1727.83 4015.19 34.62 1060.44

人工单价 小计 1727.83 4015.19 34.62 1060.44

普工87.1元/工日;一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6838.09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镀锌铁丝 φ0.7 kg 12.25 5.95 72.89

钢筋 HPB300φ8 kg 1020 3.865 3942.3

其他材料费 - 0.00 -

材料费小计 - 401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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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综合单价分析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 14 页  共 14 页

项目编码 041106001001 项目名称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
及安拆

计量单位 项 工程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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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利润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管理费

和利润

借17-129
进出场费 履带式 挖掘机 1m3

以内
台次 1 836.96 128.95 2381.66 701.82 836.96 128.95 2381.66 701.82

人工单价 小计 836.96 128.95 2381.66 701.82

普工87.1元/工日;一般技工134元/工日 未计价材料费

清单项目综合单价 4049.39

材
料

费

明
细

主要材料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暂估单价
（元）

暂估合价
（元）

其他材料费 - 128.95 -

材料费小计 - 128.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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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1页 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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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041109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34573.90

2 其他措施费（费率类）

2.1 041109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2.2 041109003001 二次搬运费  

2.3 041109004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2.4 041109008001 其他  

3 041109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合  计 345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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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1页 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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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2 暂估价

2.1 　材料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 明细详见表12-2-3

3 计日工 明细详见表12-2-4

4 总承包服务费 明细详见表12-2-5

5 索赔与现场签证 明细详见表-12-6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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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列金额明细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暂定金额(元) 备注

合计

注：此表由招标人填写，如不能详列，也可只列暂列金额总额，投标人应将上述暂列金额计入投标

总价中。
表-12-1



材料(工程设备)暂估单价及调整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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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估 确认 单价 合价 单价 合价 单价 合价

合计 0

注：1.此表由招标人填写“暂估单价”，并在备注栏说明暂估价的材料、工程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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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2



专业工程暂估价及结算价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暂估金额

(元)

结算金额

(元)
差额±(元) 备注

合  计

注：此表“暂估金额”由招标人填写，投标人应将“暂估金额”计入投标总价中。结算时按合同约定结算金
额填写。

表-12-3



计 日 工 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单位 暂定数量 实际数量 综合单价(元)
合价(元)

暂定 实际

一 人工

1

2

3

人 工 小 计

二 材料

1

2

3

材 料 小 计

三 施工机械

1

2

3

施工机械小计

四、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合    计

注：此表项目名称、暂定数量由招标人填写，编制招标控制价时，单价由招标人按有关计价规定确定；投标时，
单价由投标人自主报价，按暂定数量计算合价计入投标总价中。结算时，按发承包双方确认的实际数量计算合价

。

表-12-4



总承包服务费计价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 目 名 称 项目价值(元) 服务内容 计算基础 费率(%) 金额(元)

1 发包人分包专业工程

2 发包人供应材料

合计 — — —

注：此表项目名称、服务内容由招标人填写，编制招标控制价时，费率及金额由招标人按有关计价规定确定；
投标时，费率及金额由投标人自主报价，计入投标总价中。

表-12-5



规费、税金项目计价表

工程名称: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标段: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计算基础 计算基数
计算费率

(%)
金额(元)

1 规费 定额基价分析 30830.93 100 30830.93

1.1 社会保险费

(1) 养老保险费

(2) 失业保险费

(3) 医疗保育费

(4) 工伤保险费

(5) 生育保险费

1.2 住房公积金

1.3 工程排污费
按工程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收

取标准、按实计入

2 税金 税前造价合计 1309304.75 11 144023.52

合  计 174854.45

编制人(造价人员): 复核人(造价工程师):

表-13



主要材料价格表

工程名称： 鄢陵县南坞镇清流河堤下路建设工程 第 1 页 共 1 页

序号 材料编码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等特殊要求
单位 数 量 单 价 合 价

1 01010113 钢筋 HPB300φ8 kg 591.6 3.865 2286.53

2 01010135 钢筋 HRB400φ16 kg 2326.75 3.92 9120.86

3 01010137 钢筋 HRB400φ18 kg 2214 3.92 8678.88

4 01030727 镀锌铁丝 φ0.7 kg 32.7705 5.95 194.98

5 02090101 塑料薄膜 m2 11316 0.26 2942.16

6 03130709 金刚石锯片 片 7.106 742.04 5272.94

7 03210593 铁件 综合 kg 707.47472 4.5 3183.64

8 04090213 生石灰 t 401.3736 339 136065.65

9 05030105 板方材 m3 0.944706 2100 1983.88

10 14350309 脱模剂 kg 115.0346 1.79 205.91

11 33010171 钢支撑 kg 35.90664 5.02 180.25

12 34110103 电 kW·h 668.123085 0.748 499.76

13 34110117 水 m3 1169.833595 3.4 3977.43

14 35010146 钢模板 kg 469.86 4.3 2020.4

15 35010166 组合钢模板 kg 49.6839 4.3 213.64

16 QTCLF-1 其他材料费 元 8122.717456 1 8122.72

17 80210557 预拌混凝土 C20 m3 4.646 350 1626.1

18 80210561 预拌混凝土 C30 m3 1808.6945 361 652938.71

19 80210561@1 预拌混凝土 C35 m3 34.4915 377 13003.3

20 补充主材002@1 外购土方 m3 400 34.5 13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