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部分总预算表

工程名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

费(元)

设备购置

费(元)

独立费

用 (元)
合计(元)

占静态投

资比例

(%)

一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89.73%

1
一 龙头坳连通渠清淤疏

浚工程
44.97%

2 二 放水涵、闸门维修工程 25.61%

3 三 深水井工程 19.15%

二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65363.25 65363.25 5.10%

1
一 龙头坳连通渠导流工

程
43881.2 43881.2 3.43%

2 安全生产措施费 14321.37 14321.37 1.12%

3 其他临时工程费 7160.68 7160.68 0.56%

五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66213.65 66213.65 5.17%

1 建设管理费

2 招标业务费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1.90%

4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5 勘测设计费 2.84%

6 其他 0.43%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100.00%

基本预备费

静态投资 100.00%

建筑工程预算表
工程名

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

(元)
采用定额 备注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一 龙头坳连通渠清淤疏浚

工程

一)清淤疏浚工程

1.
挖掘机挖渠道土方 土类级

别 III
m3 3314.6 [Y01234]

2.
挖掘机挖渠道土方 强风化

土
m3 1641.9 [Y02360];[Y01235]

3.
石方开挖 液压岩石破碎

机拆除(弱风化)
m3 3442.73 [Y02364];[Y02366]

4.
石方开挖 破碎剂涨裂拆除

(微风化)
m3 640.75 [Y02365];[Y02366]

二 放水涵、闸门维修工程

一)忠良所(10 宗)

1.
铸铁闸门更换 宽×高

600mm×600mm 以内更换
套 2.

2. 启闭机(手动)更换 台 1.

3. 阀门槽钢、焊钢板 项 2.

4. 螺杆上油 根 1.

5. 钢螺杆(3.5m)更换 套 4.

6. 焊接启闭机底座 项 6.

7.

人工挖沟槽土方 上口宽度

2～4m 深度 3～4m

土料回填 夯填 木石夯实

m3 22. [Y01036];[Y03140]

8.
人工铺筑砂石垫层 石粉垫

层
m3 3.78 [Y03004]

9. C25 混凝土进水口 m3 6.5 [Y04073];[Y04251]

10. 普通标准钢模板 ㎡ 24.375 [Y05001]

11.
C20 垫层混凝土 平均厚度

30cm
m3 1.98 [Y04113];[Y04251]

12.

钢筋混凝土管管道铺设 公

称内径 500mm//换:预应力

混凝土管 DN300

m 8. [Y08032]



13. 人工铺筑反滤层 坡面 m3 1.26 [Y03006]

建筑工程预算表
工程名

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

(元)
采用定额 备注

14.
C25 明渠边坡 平均厚度

15cm
m3 8.1 [Y04056]

15.
浆砌石 浆砌块石 护坡 平

面
m3 42. [Y03063]

16. C25 混凝土工作桥 m3 4.9 [Y04101];[Y04251]

17. 钢筋加工与安装 一般钢筋 t 0.387 [Y04234]

二)大同所(14 宗)

1.
铸铁闸门更换 宽×高

800mm×1000mm 以内更换
套 5.

2. 启闭机(手动)更换 台 4.

3. 螺杆、启闭机(手动)上油 座 1.

4. 钢螺杆(4m)更换 套 2.

5. 建拦污网 项 1.

6.

人工挖沟槽土方 上口宽度

2～4m 深度 3～4m

土料回填 夯填 木石夯实

m3 60. [Y01036];[Y03140]

7. C25 混凝土进水口 m3 7. [Y04073];[Y04251]

8. 普通标准钢模板 ㎡ 16.5 [Y05001]

9.

钢筋混凝土管管道铺设 公

称内径 500mm//换:预应力

混凝土管 DN300

m 6. [Y08032]

10. 人工铺筑反滤层 坡面 m3 1.26 [Y03006]

11.
C25 明渠边坡 平均厚度

15cm
m3 4.5 [Y04056]



12. C25 混凝土工作桥 m3 3.5 [Y04101];[Y04251]

13. 钢筋加工与安装 一般钢筋 t 0.221 [Y04234]

14.

建筑物土料回填 夯填 木

石夯实

挖掘机挖装土自卸汽车运

输 1m3 挖掘机 运距 10km

m3 50. [Y03140];[Y01180]

三)义山所(58 宗)

1.
铸铁闸门板更换 宽×高

400mm×600mm 以内更换
套 16.

2. 焊接启闭机底座 项 13.

建筑工程预算表

工程名

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

(元)
采用定额 备注

3.
金属结构防腐 除锈、刷漆

刷漆 第 2道 喷砂除锈
m2 18.72 [Y11065];[Y11064]

4. 钢螺杆(3.5m)更换 套 24.

5. 螺杆除锈上油 根 16.

6. 止水 橡胶止水 m 64. [Y04364]

7. 1.5kw 电机 台 2.

8.

导线架设 绝缘铝绞线(截

面 mm2 以下) 35//换:BLV

铝芯单层塑料电线 16mm2

1km/

单线
0.8 C2-10-102

9.

人工单项拆除 门窗 木(塑

料)门

不锈钢门

㎡ 3.6 R1-1-65;A12-236

10.

人工单项拆除 门窗 木(塑

料)窗

钢窗波纹窗花

m2 2.88 R1-1-67;A12-226

四)高州所(33 宗)



1.
铸铁闸门板更换 宽×高

400mm×600mm 以内更换
套 10.

2. 焊接启闭机底座 项 4.

3.
金属结构防腐 除锈、刷漆

刷漆 第 2道 喷砂除锈
m2 14.4 [Y11065];[Y11064]

4. 钢螺杆(3.5m)更换 套 4.

5. 螺杆除锈上油 根 23.

6. 配套摇把 个 11.

7.
C30 二期混凝土 闸门槽二

期
m3 10.8 [Y04108];[Y04251]

8. 普通标准钢模板 ㎡ 27. [Y05001]

9.
人工挖沟槽土方 上口宽度

≤1m
m3 30. [Y01029]

10.

塑料管管道铺设 热熔接

公称外径 50mm//换:PE 环

保给水管材 DN50

m 300. [Y08092]

11.
塑料管件安装 热熔接 公

称外径 50mm

套

(个)
75. [Y08202]

五)南盛所(19 宗)

建筑工程预算表

工程名

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

(元)
采用定额 备注

1.
铸铁闸门更换 宽×高

800mm×1000mm 以内更换
套 2.

2.
铸铁闸门板更换 宽×高

400mm×800mm 以内更换
套 2.

3. 启闭机(手动)更换 台 2.

4. 13cm 钢螺杆(8m)更换 套 2.

5. 10cm 钢螺杆(8m)更换 套 2.

6. 7cm 钢螺杆(6m)更换 套 3.



7. 钢螺杆(3m)更换 套 1.

8. 焊接钢板 3 厚 t 0.754 [Y07218]

9.
C20 回填、封堵混凝土 填

腹
m3 20. [Y04106];[Y04251]

10. 焊接启闭机底座 项 1.

11.
金属结构防腐 除锈、刷漆

刷漆 第 2道 喷砂除锈
m2 10. [Y11065];[Y11064]

12. 阀门槽钢 项 2.

13. 螺杆除锈上油 根 4.

14. 配套摇把 个 2.

15. 更换轴承、调正齿轮立轴 项 1.

16.
更换电路开关、感应开关、

排除故障
项 2.

六)良德所(2宗)

1. 阀门安装 公称直径 200mm 个 2. [Y08215]

2.
金属结构防腐 除锈、刷漆

刷漆 第 2道 喷砂除锈
m2 12.56 [Y11065];[Y11064]

三 深水井工程

一)南盛所

1.

辐射井管安装 套外径(mm

以内) Φ159//换:PE 环保

给水管材 D110-159×6

m 200. D4-4-5

建筑工程预算表
工程名

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

(元)
采用定额 备注

2.
380V 潜水泵三相高扬程

7.5KW(包安装)(备用 1台)
台 2.

3.
电缆安装 控制电缆 电缆

芯数 ≤6芯//换:VV1KV-4
m 50. [Y07065]



×6mm2

4.

塑料管管道铺设 热熔接

公称外径 50mm//换:PE 环

保给水管材 DN50

m 50. [Y08092]

5. PVC 难燃电线管 DN50 m 60. [Y08092]

6.

管内穿线 动力线路(铝芯)

导线截面(mm2 以内) 16//

换:BVR 铜芯单层塑料软电

线 16mm2

m 200. C2-11-209

7. C25 其他小体积混凝土 m3 2.7 [Y04122];[Y04251]

8.
配电箱、饮用水管等其他配

套材料(包安装)
项 1.

二)大同所

1.

辐射井管安装 套外径(mm

以内) Φ159//换:PE 环保

给水管材 D110-159×6

m 150. D4-4-5

2.
380V 潜水泵三相高扬程

7.5KW(包安装)(备用 1台)
台 2.

3.

电缆安装 控制电缆 电缆

芯数 ≤6芯//换:VV1KV-4

×6mm2

m 50. [Y07065]

4.

塑料管管道铺设 热熔接

公称外径 50mm//换:PE 环

保给水管材 DN50

m 50. [Y08092]

5. PVC 难燃电线管 DN50 m 60. [Y08092]

6.

管内穿线 动力线路(铝芯)

导线截面(mm2 以内) 16//

换:BVR 铜芯单层塑料软电

线 16mm2

m 200. C2-11-209

7. C25 其他小体积混凝土 m3 2.7 [Y04122];[Y04251]

8.
配电箱、饮用水管等其他配

套材料(包安装)
项 1.

三)忠良所



建筑工程预算表
工程名

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

(元)
采用定额 备注

1.

辐射井管安装 套外径(mm

以内) Φ159//换:PE 环保

给水管材 D110-159×6

m 150. D4-4-5

2.
380V 潜水泵三相高扬程

7.5KW(包安装)(备用 1台)
台 2.

3.

电缆安装 控制电缆 电缆

芯数 ≤6芯//换:VV1KV-4

×6mm2

m 50. [Y07065]

4.

塑料管管道铺设 热熔接

公称外径 50mm//换:PE 环

保给水管材 DN50

m 50. [Y08092]

5. PVC 难燃电线管 DN50 m 60. [Y08092]

6.

管内穿线 动力线路(铝芯)

导线截面(mm2 以内) 16//

换:BVR 铜芯单层塑料软电

线 16mm2

m 200. C2-11-209

7. C25 其他小体积混凝土 m3 2.7 [Y04122];[Y04251]

8.
配电箱、饮用水管等其他配

套材料(包安装)
项 1.

合 计 元

临时工程预算表
工程名

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

(元)
采用定额

单

价

编

号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

程
65363.25

一 龙头坳连通渠导流

工程
43881.2



三)土石围堰工程 43881.2

1

堰体填筑

挖掘机挖装土自卸汽车

运输 1m3 挖掘机 运距

3km

推土机压实 土料

m3 732 22.53 16491.96 [Y01179];[Y03119]

2

袋装土石围堰 填筑 编

织袋装土

挖掘机挖装土自卸汽车

运输 1m3 挖掘机 运距

3km

m3 94 135.05 12694.7 [Y10033];[Y01179]

3

堰体拆除

挖掘机挖装土自卸汽车

运输 1m3 挖掘机 运距

3km

m3 826 17.79 14694.54 [Y01179]

安全生产措施费 元 1193447.28 0.012 14321.37

其他临时工程费 元 1193447.28 0.006 7160.68

合 计 元 65363.25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工程名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

位

预算价格

(元)
消耗量

运输

费

装卸

费

原

价

1 钢筋 (综合) t 0.620466

2 水泥 42.5R kg 24528.26

3 砂 m3 52.890678

4 碎石 m3 53.351366

5 块石 m3 52.08

6 汽油 (综合) kg 0.032

7 汽油 92# kg 3.4644

8
C25 商品泵送混凝土(河

砂) (商品)
m3 12.978

9 汽油 (机械用) kg 28.7851743

10 柴油 (机械用) kg 16248.51308



11 汽油 (机械用)国Ⅲ93# kg 1.6288

其他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工程名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预算价格

(元)
消耗量

1 技工 (机械用) 工日 438.4281901

2 技工 工日 377.1309353

3 普工 工日 1217.265618

4 综合工日 工日 765.8831072

5 综合工日 (机械用) 工日 0.136

6 型钢 kg 29.1658875

7 热轧薄钢板 3厚 t 0.79128

8 铁丝 kg 2.4332

9 扁钢 (综合) t 0.011808

10 空心钢 kg 693.996325

11 橡胶止水圈 DN500 个 2.94

12 编织袋 个 2744.8

13 电焊条 kg 15.118426

14 铁件 kg 1.018125

15 预埋铁件 kg 82.5903

16 低碳钢焊条 (综合) kg 475.3168

17 镀锌低碳钢丝 φ2.0 m 63.36

18 松杂原木 m3 0.05

19 不锈钢门 ㎡ 3.78

20 防锈漆 C53-1 kg 0.04

21 油性防锈漆 kg 0.176256

22 油漆 kg 30.67968



23 橡胶止水带 m 65.92

24
PE 环保给水管材 D110-159×

6
m 510

25 破碎剂 kg 13724.865

26 石粉 m3 4.0068

27 PE 环保给水管材 DN50 m 459

其他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工程名称： 2021 年高州水库抗旱设施修复工程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预算价格

(元)
消耗量

28 PVC 难燃电线管 DN50 m 183.6

29 预应力混凝土管 DN300 m 14.14

30 PE 管件 DN50 个 76.5

31 法兰阀门 DN200 个 2

32
铜芯单层塑料软电线

BVR-16mm2
m 630

33 钳接管 QL-16 个 18.3

34 钳接管 QL-35 个 3.232

35 并沟线夹 35mm2 个 4.04

36 VV1KV-4×6mm2 m 157.5

37 水 m3 872.4241368

38 风 m3 243542.2343

39 标准钢模板 kg 67.508475

40 电 (机械用) kw.h 1130.623352

41 水 (机械用) m3 339.67934

42 电 (机械用) kw·h 17089.85517

43 金具 套 808

44 BLV 铝芯单层塑料电线 16mm2 m 814.4



45 绝缘子 个 816

关于暂列金的说明：

1、预算中凡属暂估价的材料指目前未能准确确定其价格的材料，其价格应

由发包人及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根据市场实际确定，作为最终结算价格；暂列金

额为按规定暂计入招标控制价的属建设单位的款项，用于支付在施工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变更及额外增加的工作费用。

2、安全生产措施费、其他临时工程费、基本预备费不参与竞争，所有投标

单位必须按工程量清单公布的安全生产措施费、其他临时工程费、基本预备费进

行报价，不得调整，属软件误差的除外，否则其投标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3、本项目采购预算不含独立费，采购人无须对独立费进行报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