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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说 明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 第1页 共1页 

1.工程概况
  建设规模：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
  工程特征：
  计划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施工现场实际情况：施工现场已具备招标条件。
  自然地理条件：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环境保护要求：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2.工程招标和专业工程发包范围：具体详见招标工程量清单。
3.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及配套文件，川建造价发[2013] 370号(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贯彻实施《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及《房屋建筑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584-2013）等9本工程量计算
规范有关事项的通知)；
3.2.《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以下简称2020《四川计价定额》）全套及相关定额解释、补充定额、配套文件；
3.3.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四川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川建造价发[2016]349号)；
3.4.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重新调整《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四川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川建造价发〔2019〕181
号）；
3.5.材料价格按《成都工程造价信息》2022年第7期新都区及成都市区材料价格及部分市场材料价格，信息价中没有的材料按照当地市场询价；
3.6.2020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人工费调整的批复（川建价发〔2022〕14号）；
3.7.安全文明施工费按《四川省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计价管理办法》（川建发〔2017〕5号）及川建发（2019）180号文执行；
3.8.与建设工程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3.9.施工现场情况、地勘水文资料、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4.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特殊要求
4.1 工程质量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合格；
4.2 工程材料特殊要求：满足图纸、清单和现行规范的要求。
4.3 施工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符合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
5.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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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标段： 第1页共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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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装饰   

1 0116100021155 人工拆除旧卷帘门

1.室内高度：详设计 
2.门窗洞口尺寸：详设计
3.拆除部位名称：人工拆除
旧卷帘门
4.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11

2 0116080021153 人工铲除原墙面乳胶漆

1.铲除部位名称：人工铲除
原墙面乳胶漆 
2.铲除部位的截面尺寸：详
设计
3.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70

3 011204003011 隔墙 双面石膏板（轻钢龙骨）

1.1mm厚（暂按）轻钢龙骨 
75× 50，轻钢龙骨 75× 40
2.9厚（暂按）双面石膏
板，不防水
3.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36

4 010802001012
成品地弹玻璃门及玻璃固定窗【
5+0.76PVB+5夹胶玻璃，含五金
配件】

1.玻璃品种、厚度：
5+0.76PVB+5夹胶玻璃，含
五金配件
2.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21.6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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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标段： 第2页共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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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5 010807001013
1.4厚铝合金推拉窗【5mm单层钢
化玻璃】带纱窗

1..框、扇材质：1.4mm厚铝
合金，带纱窗
2.玻璃品种、厚度：5mm单
层钢化玻璃
3.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4.66

6 0108080041147 不锈钢门套安装

1.龙骨材料种类、规格、中
距：木龙骨
2.面层材料品种、规格、颜
色：0.5厚不锈钢
3.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10

7 0113020011148 天棚 吊顶（不上人）

1.龙骨材料种类、规格、中
距 ：0.4厚（暂按）装配式
U形轻钢龙骨
2.面层材料品种、规格：
9.5厚（暂按）防水石膏板
3.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24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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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标段： 第3页共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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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8 0111020011149 地面 通体地砖800× 800

1.找平层：15mm厚1:3水泥
砂浆找平层
2.结合层：15mm厚1:3水泥
砂浆结合层
3.面层材料品种、规格、颜
色:通体砖 800× 800
4.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80

9 0112010011151 墙面 乳胶漆

1.装饰面材料种类：乳胶
漆，二层腻子二层面漆
2.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105

10 0112090011152 墙面 铝塑板

1.骨架材料种类、规格、中
距 ：30x30木龙骨
2.面层材料品种、规格、颜
色： 12mm阻燃板，粘贴5mm
铝塑板
3.其他：满足设计、技术规
范、施工验收规范及招标文
件要求

m2 6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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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标段： 第1页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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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脚手架工程    

1 011701001001 综合脚手架
1．建筑结构形式 
2．檐口高度

m2  

2 011701003 里脚手架

1.搭设形式：综合
2.搭设高度：4.2m
3.满足设计及现行施工规范要
求，综合单价中包含完成此项
目的全部工作内容的费用

m2 92.63

3 011701002001 外脚手架
1．搭设方式 
2．搭设高度 
3．脚手架材质

m2  

4 011701008001 外装饰吊篮
1．升降方式及启动装置 
2. 搭设高度及吊篮型号

m2  

  小计    

  混凝土模板及支架（撑 ）    

5 011702001001 基础 基础类型 m2  

6 011702002001 矩形柱 基础类型 m2  

7 011702003001 构造柱 基础类型 m2  

8 011702004001 异形柱 柱截面形状 m2  

9 011702005001 基础梁 梁截面形状 m2  

10 011702006001 矩形梁 支撑高度 m2  

11 011702007001 异形梁
1.梁截面形状 
2.支撑高度

m2  

12 011702008001 圈梁
1.梁截面形状 
2.支撑高度

m2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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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标段： 第2页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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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13 011702009001 过梁
1.梁截面形状 
2.支撑高度

m2  

14 011702010001 弧形、拱形梁
1.梁截面形状 
2.支撑高度

m2  

15 011702011001 直形墙
1.梁截面形状 
2.支撑高度

m2  

16 011702012001 弧形墙
1.梁截面形状 
2.支撑高度

m2  

17 011702013001 短肢剪力墙、电梯井壁
1.梁截面形状 
2.支撑高度

m2  

18 011702014001 有梁板 支撑高度 m2  

19 011702015001 无梁板 支撑高度 m2  

20 011702016001 平板 支撑高度 m2  

21 011702017001 拱板 支撑高度 m2  

22 011702018001 薄壳板 支撑高度 m2  

23 011702019001 空心板 支撑高度 m2  

24 011702020001 其它板 支撑高度 m2  

25 011702021001 栏板 支撑高度 m2  

26 011702022001 天沟、檐沟 构件类型 m2  

27 011702023001 雨篷、悬挑板、阳台板
1.构件类型 
2.板厚度

m2  

28 011702024001 楼梯 类型 m2  

29 011702025001 其它现浇构件 构件类型 m2  

30 011702026001 电缆沟、地沟
1.沟类型 
2.沟截面

m2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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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标段： 第3页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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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31 011702027001 台阶 台阶踏步宽 m2  

32 011702028001 扶手 扶手断面尺寸 m2  

33 011702029001 散水 扶手断面尺寸 m2  

34 011702030001 后浇带 后浇带部位 m2  

35 011702031001 化粪池
1.化粪池部位 
2.化粪池规格

m2  

36 011702032001 检查井
1.检查井部位 
2.检查井规格

m2  

  小计    

  垂直运输    

37 011703001001 垂直运输

1. 建筑物建筑类型及结构形式
 
2. 地下室建筑面积 
3. 建筑物檐口高度、层数

m2 |天  

  小计    

  超高施工增加    

38 011704001001 超高施工增加

1. 建筑物建筑类型及结构形式
 
2. 建筑物檐口高度、层数 
3.单层建筑物檐口高度超过
20m，多层建筑物超过6层部分
的建筑面积

m2  

  小计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    

39 011705001001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
1.机械设备名称 
2.机械设备规格型号

台次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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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标段： 第4页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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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小计    

  施工排水、降水    

40 011706001001 成井

1.成井方式 
2.地层情况 
3.成井直径 
4.井（滤）管类型、直径

m  

41 011706002001 排水、降水
1.机械规格型号 
2.降排水管规格

昼夜  

  小计    

本页小计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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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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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机械费)

1 011707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1.1 ①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
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
0.55  

1.2 ②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
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
1.25  

1.3 ③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
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
1.95  

1.4 ④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
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
3.2  

2 011707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3 011707003001 非夜间施工照明    

4 011707004001 二次搬运费    

5 011707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6 011707006001
地上、地下设施、建筑物的临时保
护设施

   

7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8 011707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合计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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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投标报价时，“ 调整费
率” 及“ 调整后的金额” 无需填写。 

表-11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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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工程设备)暂估价/结算价 明细详见表-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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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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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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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暂列金额 项 4151.72  

合　　计 4151.72 -

注：此表由招标人填写，如不能详列，也可只列暂定金额总额，投标人应将上述暂列金额计入投标总价中。
                                                                                                                                 表-12-1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适用造价信息差额调整法）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装饰工程】 标段： 第1页共1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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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此表由招标人填写除“ 投标单价” 栏的内容，投标人在投标时自主确定投标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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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0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1页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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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拆除部分   

1 030404034001 灯开关

1.名称：灯开关 
2.型号、规格：250V 10A
3.安装形式：距地1.3米安
装
4.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个 1

2 030404035002 五孔面板

1.名称：五孔面板 
2.型号、规格：250V,16A 
3.安装形式：高度综合考虑
4.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个 3

3 030411001003 φ25upvc塑料阻燃管

1.名称：塑料管
2.材质：刚性阻燃
3.规格：DN25mm
4.配置形式：综合考虑
5.包含预留孔洞、打孔洞、
补孔洞、防火堵洞；支架制
作安装；管件及附件等
6.所有穿越建筑物伸缩缝、
沉降缝、后浇带管线的做法
按规范要求
7.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20

本页小计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2页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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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4 030411004004 BV2.5㎜2铜芯线

1.配线形式：管内穿线
2.导线型号、材质、规格：
BV2.5㎜2铜芯线
3.敷设部位或线制：照明线
路
4.材质：铜芯绝缘导线
5.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30

5 030411004005 BV4㎜2铜芯线

1.配线形式：管内穿线
2.导线型号、材质、规格：
BV4㎜2铜芯线
3.敷设部位或线制：照明线
路
4.材质：铜芯绝缘导线
5.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20

6 030412005006 日光吊灯

1.名称：日光吊灯 
2.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套 2

  分部小计   

  新建部分   

本页小计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3页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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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7 030404034007 照明开关 双开

1.名称：双开 
2.型号、规格：250V 10A
3.安装形式：距地1.3米安
装
4.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个 2

8 030404017008 配电盒 明装

1.名称：配电盒 
2.型号规格：综合考虑
3.安装方式：明装
4.含本体安装及调试、设备
间连线、基础型钢（支架）
制安、开孔（含其他专业预
留位置配合开孔费用）、盘
柜配线整理、焊（压）接线
端子、补刷（喷）油漆，门
锁、标志牌、接地等配电箱
（柜）安装的全部工作内容
5.包含配电箱（柜）系统图
中安装在箱（柜）内的所有
内容（消防电源模块及电气
火灾监控探测器除外）
6.其他要求：满足设计、相
关图集、标准及招标技术要
求

台 1

本页小计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4页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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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9 030404035009 插座 5孔，明敷

1.名称：5孔，明敷 
2.型号、规格：250V,10A 
3.安装形式：高度综合考虑
4.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个 10

10 030404035010 空调插座

1.名称：空调插座 
2.型号、规格：250V,16A 
3.安装形式：高度综合考虑
4.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个 10

11 030411001011 配管 φ25upvc塑料阻燃管

1.名称：塑料管
2.材质：刚性阻燃
3.规格：DN25mm
4.配置形式：明敷
5.包含预留孔洞、打孔洞、
补孔洞、防火堵洞；支架制
作安装；管件及附件等
6.所有穿越建筑物伸缩缝、
沉降缝、后浇带管线的做法
按规范要求
7.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60

本页小计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5页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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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12 030411004012 配线 BV2.5㎜2铜芯线

1.配线形式：管内穿线
2.导线型号、材质、规格：
BV2.5㎜2铜芯线
3.敷设部位或线制：照明线
路
4.材质：铜芯绝缘导线
5.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60

13 030411004013 配线 BV4㎜2铜芯线

1.配线形式：管内穿线
2.导线型号、材质、规格：
BV4㎜2铜芯线
3.敷设部位或线制：照明线
路
4.材质：铜芯绝缘导线
5.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60

14 030411004014 配线 BV6㎜2铜芯线

1.配线形式：管内穿线
2.导线型号、材质、规格：
BV6㎜2铜芯线
3.敷设部位或线制：照明线
路
4.材质：铜芯绝缘导线
5.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40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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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6页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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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15 030412005015 600x600磨砂LED灯具

1.名称：LED灯具 
2.型号：600x600磨砂
3.规格：功率综合考虑
4.安装形式：嵌入式 
5.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套 4

16 030502005016 弱电线 8类

1.名称：弱电线 
2.规格：8类
3.线缆对数：综合考虑
4.敷设方式：综合考虑
5.包含水晶头制作、安装
6.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40

17 030502012017 网络面板

1.名称：网络面板 
2.安装方式：综合考虑
3.含模块安装
4.其他：投标人应充分考虑
满足设计、招标文件、《技
术标准及要求》、设计、施
工规范、合同的要求

个 2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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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7页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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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18 031001006018 DN20PPR给水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给水 
3.材质、规格：DN20PPR给
水管 
4.连接形式：热熔连接
5.包含：给水管道消毒、冲
洗、水压试验
6.预留孔洞，吊洞修补等
7.管件制作安装，各种管件
综合考虑，不作调整
8.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29

本页小计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8页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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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19 031001006019 φ80upvc排水管

1.安装部位：室内 
2.介质：排水 
3.材质、规格：φ80upvc排
水管 
4.连接形式：粘接 
5.包含：打洞、留洞以及修
复
6.包含：管道灌水、闭水试
验
7.包含：管件制作安装，各
种管件综合考虑，不作调整
8.包含：管道支架制作、安
装、除锈刷油
9.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22

20 031004003020 陶瓷柱盆

1.材质：陶瓷柱盆 
2.规格、类型、组装形式：
成套
3.附件名称、数量：含洗脸
盆、水龙头、角阀、金属软
管等全套配件安装
4.其他要求：详设计，满足
设计、规范及业主要求

组 1

本页小计

表-08 



分部分项工程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9页共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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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21 030413002021 砖结构地、墙面开槽及恢复

1.名称：砖结构地、墙面开
槽及恢复
2.规格：规格综合考虑
3.部位：综合考虑
4.其他：满足设计、现行相
关标准、验收规范、招标文
件要求

m 51

  分部小计   

本页小计

合    计

表-08 



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1页共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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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其他措施项目    

1 031302007001 高层施工增加费  项  

  小计    

  专业措施项目    

2 031301001001 吊装加固  项  

3 031301002001 金属抱杆安装拆除、移位  项  

4 031301003001 平台铺设、拆除  项  

5 031301004001 顶升、提升装置  项  

6 031301005001 大型设备专用机具  项  

7 031301006001 焊接工艺评定  项  

8 031301007001 胎（模）具制作、安装、拆除  项  

9 031301008001 防护棚制作安装拆除  项  

10 031301009001 特殊地区施工增加  项  

11 031301010001 安装与生产同时进行施工增加  项  

12 031301011001
在有害身体健康环境中施工增
加

 项  

13 031301012001 工程系统检测、检验  项  

14 031301013001
设备、管道施工的安全、防冻
和焊接保护

 项  

15 031301014001 焦炉烘炉、热态工程  项  

16 031301015001 管道安拆后的充气保护  项  

17 031301016001
隧道内施工的通风、供水、供
气、供电、照明及通讯设施

 项  

18 031301017001 脚手架搭拆  项  

本页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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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2页共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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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 暂估价

19 031301018001 其他措施  项  

  小计    

本页小计

合    计

表-08 



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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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额(人工费+机械费)

1 031302001001 安全文明施工费    

1.1 ① 环境保护费
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
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
0.55  

1.2 ② 文明施工费
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
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
1.25  

1.3 ③ 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
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
1.95  

1.4 ④ 临时设施费
分部分项工程及单价措施
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
3.2  

2 031302002001 夜间施工增加费    

3 031302003001 非夜间施工增加    

4 031302004001 二次搬运费    

5 031302005001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6 031302006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7 031302008001 工程定位复测费    

合计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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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投标报价时，“ 调整费
率” 及“ 调整后的金额” 无需填写。 

表-11



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汇总表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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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 暂估价  

2.1 材料(工程设备)暂估价/结算价 明细详见表-12-2

2.2 专业工程暂估价/结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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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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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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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暂列金额 项 707.32  

合　　计 707.32 -

注：此表由招标人填写，如不能详列，也可只列暂定金额总额，投标人应将上述暂列金额计入投标总价中。
                                                                                                                                 表-12-1 



 承包人提供主要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
（适用造价信息差额调整法）

工程名称： 眼科视光中心铺面改造工程\单项工程1【安装工程】 标段： 第1页共1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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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此表由招标人填写除“ 投标单价” 栏的内容，投标人在投标时自主确定投标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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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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