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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背景

2013年12月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琼建定【2013】
255号《关于颁发<三沙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暂行）
的通知》（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发布了指导三沙
市建设工程编制概预算、招标控制价及投标报价的计
价办法，暂行办法对指导三沙市成立以来的建设项目
投资起了重要的作用。自2012年6月三沙建市，三沙市
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暂行办法未充分考虑到
三沙市工程建设项目的差异化以及建筑业营改增后计
价办法的调整等问题，亟需对暂行办法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三沙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岛礁建设条件的差异化问题：

 1.岛礁建设发展情况不同对工程造价影响：暂行办法未考虑到
三沙市不同岛礁特点。三沙建市6年多以来，不同岛礁的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发展情况不一致，部分岛礁工程项目施工条件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如永兴岛、赵述岛等部分岛礁的交通、生产生
活等市政基础设施逐渐完善，而其他大部分岛礁施工环境和施
工条件尚未跟上。



修订后的《三沙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人材机价格需要解决的问题

 1.人工单价差异问题：暂行办法对三沙市所有岛礁的建设工程
人工单价均按不超过海南本岛人工单价的240%考虑，而实际生

产过程中大部分中西部岛礁施工条件艰苦，工人在高温、高湿、
高盐、高辐射的环境下作业，如无法得到差异化的劳动报酬，
施工承包单位很难找到合格的作业人员。

 2.水、电、混凝土等材料价格问题：施工（市政）用电主要为

柴油发机发电，用水主要为海水淡化、雨水收集、船舶运输方
式供应，水电成本远高于海南本岛。

 3.机械费差异：暂行办法未考虑到不同专业（建筑与装饰工程、
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机械化施工程度不一致
的差异。



修订后的《三沙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海运运费需要解决的问题：

1.材料海运运费问题：暂行办法未考虑海运要求产生
的特殊包装费（如水泥、砂、石、砌体等）；对无码
头岛礁的材料搬运上岛的费用考虑不够充分。

2.土方、砂、石、砌体等：暂行办法对上述材料的单
位体积的（堆）密度未说明，编制造价时容易造成争
议。



修订后的《三沙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3.暂行办法材料运输未考虑营改增问题。



修订后的《三沙市
建设工程计价办法》
需要解决的问题

4.暂行办法材料运输费作为独
立费考虑，不适用清单计价办
法规定，且无法在招投标阶段
进行有效充分的竞争。



修订后的《三沙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其他存在的问题：

 1.施工措施主要是模板摊销次数调整问题：暂行办法未考虑模
板摊销次数无法达到定额中规定摊销次数产生对三沙市建设项
目成本的变化。

 2.远途工程增加费：暂行办法在计价程序内单独列项，不符合
清单计价规范费用类型。

 3.建筑垃圾处置费问题。三沙环境保护要求高，原有建筑垃圾
通过集中堆放处理，今后对建筑垃圾要进行回收到海南本岛处
理，相关费用暂行办法未规定。

 4.不可抗力损失问题。暂行办法未提及。

 5.停窝工损失计算问题：暂行办法未规定停窝工损失计算标准，
而目前建设单位在目前环境下不愿损失标准进行约定，致使承
包单位很难确认停窝工损失补偿。



修订过程简要介绍

 2018年4月在省建设厅组织下，由省建设标准定额站林明泉站长带队，
省建设系统定额方面的专家共8人在三沙市海洋国土资源规划环保局
带领下对三沙中西部岛礁的建设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了解《三沙市建
设工程计价办法（暂行）》存在的问题以及目前造成三沙市建设成本
的增加的主要原因。2018年5～9月先后在省建设标准定额站召开了多
次会议，对如何修订暂行办法进行了讨论，并测算修订后的计价办法
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同时征求了参与三沙市项目建设的主要施工承包
单位、三沙市各主管部门的意见，整个编制过程对修订后的计价办法
根据各方意见进行8次调整。

 2018年11月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关于发布<三沙市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的通知》（琼建定[2018]266号）正式发布修订后的《三沙
市建设工程计价办法》（以下简称“新计价办法”），自2019年1月1
日开始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三沙市工程计价行为，客观反映三沙市高温、高湿、
高盐、高辐射的建设状况，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维护工程
发承包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海
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省人民政府令第228号)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等规定，结合《三沙市建设工程计价》（暂行）》，对三沙
市建设工程计价制定出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及其周边区域进行发承包
计价的建筑工程、装饰工程、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及园林绿化工程均
应遵守本办法。

 南沙群岛及其周边区域不在本计价办法内考虑，另行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是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编制投资估算、设计概算和招标控
制价的依据，对其他工程仅供参考。



第一章 总则

第四条工程量清单计价是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规范（GB 50500）、《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
规范》(GB 50854 )、《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6)、《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7)和
《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8)等进行计价
的方法。综合定额计价是执行本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的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进行计价的方法。

第五条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发承包，其工程招、
投标必须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法计价。非国有资金投资的
建设工程招、投标，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法计价。



第一章 总则

第六条 编制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应依据本办法

和招标文件的有关规定，由招标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
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或招标代理机构，按照本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依据结合施工设计图
纸、施工现场情况进行编制。

第七条 投标报价由投标人依据招标文件中的有关要

求、施工设计图纸，结合施工现场情况、自行制定的
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按照企业定额或参照本省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依据进行编制。



第二章 岛礁分类——新增章节

第八条 根据三沙行政区域范围内岛礁自然条件、市政设施建设
水平以及施工条件，为了体现各岛礁的建设成本差异，本办法
将三沙市西沙、中沙群岛的岛礁划分为五类。岛礁分类随着三
沙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可动态调整。

岛礁类型 是否有码头 岛礁特点

A类 有永久性码头 3000吨（含）以上的船舶可停靠

B类 有永久性码头 3000吨（不含）以下的船舶可停靠

C类 无永久性码头 有常驻人口及市政水电供应

D1类 无永久性码头 无常驻人口及市政水电供应

D2类 无永久性码头 无陆地，无常驻人口及市政水电供应



岛礁分类表格使用说明

备注：可停靠船舶吨位以工程施工期间码头设
计可停靠货运船舶的最高吨位情况为准，如实
际停靠船舶吨位高于码头设计可停靠船舶吨位
以实际为准。市政水电供应指施工期间岛礁有
满足建设项目参建人员的基本生活用水用电，
不包括因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增加的水电供应。



第三章 人工消耗量及单价的确定

第九条 编制工程招标控制价时，各专业定额的人工消耗量执行
本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计价定额的消耗量标准。

第十一条 人工单价含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
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由工程发承包双方在
合同中明确，其最高限价A~D类岛礁分别不得高于现行建筑人工
定额单价的220%、240%、260%、270%、280%，人工价差不参与
管理费、 利润及措施项目等费用的计算。——修订条文



第四章 材料消耗量、运费及单价的确定

 第十一条 编制工程招标控制价时，各专业定额的材料消耗量执行
本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计价定额的消耗量标准。

 第十二条 材料单价包含海南本岛（或周边省市）抵港材料费及海
南本岛（或周边省市）港口/码头至三沙诸岛的运杂费两部分。

 (一) 海南本岛（或周边省市）抵港材料费:即从材料来源地至海南本
岛（或周边省市）港口/码头堆放地发生的全部费用，即抵达启运港
口/码头的材料及相关费用。包括材料原价、包装费、装卸费、本岛
运输费、运输损耗费、采保费（以上材料价均为不含税价格）。

 (二) 海南本岛（或周边省市港口）至三沙诸岛运杂费:材料自海南本

岛（或周边省市港口）码头运至三沙诸岛施工工地或指定堆放地发生
的全部费用。包括装、卸船费、海上运输费、码头管理费、海运特殊
包装费、岛礁内运输费、目的地岛礁船舶转运费、运输损耗费(三沙
诸岛地理条件不同，具体费用构成也不同，详见附表2-1、2-2 )。



第四章 材料消耗量、运费及单价的确定

第十三条 海南本岛（或周边省市港口）至三沙有码头岛
礁主要建筑材料运杂费按大宗材料和非大宗材料两类分别
计算。

(一) 大宗材料：主要指钢材(含黑色金属管材)、水泥、
墙体材料、地材(土方、砂、石、灰)，按海运里程运价加
其他费用计算。包括装、卸船费、海上运输费、码头管理
费、岛内运输费、运输损耗费(附表2-1《A、B类岛礁大宗
材料海运运杂费用参考表》和附表2-2《C、D类岛礁大宗
材料海运运杂费用参考表》）。 ——与清单规范衔接

 附表2-1、2-2中海运运杂费中的各项费用标准仅作为
估算、概算及招标控制价编制时的参考，不作为工程结算
依据。编制估算概算及招标控制价时，应结合运输条件，
运输海况，船舶吨位大小等实际情况调查了解后综合取定，
招投标阶段投标单位应根据自身对运输情况的调查了解自
行投标报价，结算时以承发包双方的合同约定为准。







第四章 材料消耗量、运费及单价的确定

(二) 非大宗材料：除以上四类材料以外的其他材料，
均按非大宗材料的运杂费率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运
杂费=材料海南本岛（或周边省市港口）运输码头供应
价×运杂费率

A、B类岛礁运杂费参考费率如下

1.有色金属管材、阀门、电线电缆：0.5% 

2.易碎物品：(玻璃、瓷砖、大理石、花岗岩): 7.0% 

3.园林苗木：10.0% 

4.其它材料：5.0%



第四章 材料消耗量、运费及单价的确定

(二) 非大宗材料：除以上四类材料以外的其他材料，均
按非大宗材料的运杂费率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运杂费=
材料海南本岛（或周边省市港口）运输码头供应价×运杂
费率

C、D类岛礁运杂费参考费率如下（为AB类岛礁费率的2倍）

1.有色金属管材、阀门、电线电缆：1% 

2.易碎物品：(玻璃、瓷砖、大理石、花岗岩): 14.0% 

3.园林苗木：20.0% 

4.其它材料：10.0%



第四章 材料消耗量、运费及单价的确定

第十四条材料自海南本岛（或周边省市港口）至三沙
诸岛的运杂费按以下原则用列入工程造价中：

1. 大宗材料：运杂费按措施费中施工技术措施费
（单价措施费）列入工程造价中，控制价编制时可单
独列出各项大宗材料运杂费清单子目——与清单规范
相衔接

2. 非大宗材料：运杂费并入材料市场价中，作为材
料市场价格的组成部分。——便于投标报价与工程结
算



三沙市建设工程大宗材料运杂费补充清单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
量

单
位

工程量计算规则 工作内容

根据规范
自行补充

钢材(含黑色金属管
材)运杂费

1.钢材品种
2.海运运距

t 按实际运输重量计算

装、卸船费、
海上运输费、
码头管理费、
岛内运输费、
运输损耗

根据规范
自行补充

水泥运杂费
1.水泥品种
2.海运运距

t 按实际运输重量计算

根据规范
自行补充

墙体材料运杂费
1.墙体材料类型
2.海运运距

m3 按实际运输体积计算

根据规范
自行补充

各类砂、土运杂费
1.砂、土类型：
2.海运运距

m3 按实际运输体积计算

根据规范
自行补充

各类石运杂费
1.石方类型
2.海运运距

m3 按实际运输体积计算

根据规范
自行补充

石灰、饰灰运杂费
1.石灰品种
2.海运运距

t 按实际运输重量计算



第五章 机械消耗量、运费及单价的确定

第十五条 编制工程招标控制价时，建筑与装饰工程、安装工
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各专业定额的机械消耗量执行
本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工程计价定额的消耗量标准分别乘
以系数1.35、1.35、1.30、1.30进行计算，相应增加的人工、
燃料及动力费按价差处理。 ——修订条文

第十六条 各类进出三沙市的施工机械，其陆地及海上的运费
已包含在工程的远途工程增加费用之中。



第六章 管理费及利润标准的确定

第十七条各专业工程的管理费、利润的费
率标准按现行各专业定额标准乘以系数
1.25执行，作为综合单价的组成。——新
增条文



第七章 措施项目的确定

第十八条 措施项目除雨季施工增加费外，按
现行各专业定额的规定进行计算；雨季施工增
加费按现行各专业定额规定乘以系数1.2进行计
算。

第十九条 木模板中周转摊销材料调整办法。
三沙市木模板周转次数可根据实际情况或合同
约定按以下原则调整周转材用量（鉴于钢模板
以及钢支撑由于一次性投入过大本计价办法不
考虑钢模板及支撑调整摊销系数，如建设项目
实际发生按合同约定调整。）——新增条文



木模板中周转摊销次数计算方法

1.胶合板一次性周转时，胶合板按附表3调整定额用量，
板枋材和木支撑（3次周转）定额消耗量乘以1.82系数。

2.胶合板两次周转时，胶合板按附表3调整定额用量，
板枋材和木支撑（4次周转）定额消耗量乘以1.55系数。

3.胶合板三次周转时，胶合板按附表3调整定额用量，
板枋材和木支撑（6次周转）定额消耗量乘以1.27系数。



胶合板模板周转次数
调整为1～3次后的修
正消耗（摊销量）



模板摊销次数调整的计算说明

模板是一种周转材料，定额中模板是根据周转次数（2011土建
定额为6～7次，2017土建定额为3～5次），按照以下计算公式
来计算的：定额模板摊销量=一次使用量×（1+施工损耗）×
【1+（周转次数-1）×补损率-(1-补损率)×50%】/周转次数

 其中：一次性使用量=每100m2构件一次净用量（如100m2接触面积梁板用量为100m2）

 2011版定额施工损耗：木模板5%，补损率：木模板10%

 2017版定额施工损耗：木模板5%，补损率：木模板15%



2017版房屋建筑工

程综合定额模板一

次使用量及摊销次
数表







第八章 水、电及预拌混凝土价格的确定——新增章节

 第二十条 水电价格按三沙市实收价格计算，计入市
场价。（永兴岛水28元/立方米，电2.6元/KW)

第二十一条 无市政水电供应岛礁按以下原则予以确定：

 自发电供电：0.24×发电机台班单价÷发电机功率

 自有海淡水设备净化淡水：按不超过30元/吨。

 第二十二条 预拌混凝土按岛礁实际成交价格计算。无
成交价格基础数据的情况下可按1200～1500元/立方米
计算。



第九章 远途工程增加费的确定

第二十三条 远途工程增加费是从海南本岛
（或周边省市港口）起算至项目所在岛礁的人
员（含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施工机械调运
（含回程）时所增加的费用。——新增定义

第二十四条 按工程实体项目费和措施项目费
(不含措施其他项目费)之和的2.5%计取，计入
施工组织措施费内。——与清单计价规范相衔
接



第十章 其他项目、规费及税金的确定

 第二十五条 其他项目包含暂列金额、暂估价、计日工，由甲乙双方

在合同中明确计价办法，其中总承包服务费按分包工程税前工程造价
的3~5%计算。

 第二十六条 规费包含建筑垃圾处置费、社会保险费。为政府部门规
定收取和履行社会义务的费用，是强制性、不可竞争的费用。

 第二十七条 建筑垃圾处置费可在概预算编制阶段列入规费，总额原
则上不得超过建安工程投资的0.5%，实际发生时由参建各方对垃圾
数量和费用单价进行确认。 ——新增条文

 第二十八条 社会保险费包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费按本省的现行规定进行计算。

 第二十九条 税金为增值税。



第十一章 不可抗力及其计价（重大新增内容）

第三十条 不可抗力：指发承包双方在工程合同签订时不能预
见的，对其发生的后果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和
社会性突发事件。

第三十一条 停、窝工损失：指因不可抗力或非承包人原因以
及其他异常因素造成工程停、窝工情况下，应对停、窝工损失
的费用进行计价。每个自然月累计超过3日历天方可以计算，按
实际停、窝工天数扣减3天予以计算。

第三十二条 估（概）算、招标控制价阶段应将不可抗力及业
主原因造成的停、窝工费用计入停工损失费，可按建安费的5%
列入工程造价中，结算时按承发包双方确认的人工及机械停、
窝工数量计取。



第十一章 不可抗力及其计价（重大新增内容）

 第三十三条 招标控制价编制时可将不可抗力及业主原因造成的停、
窝工费以“其他项目费——停、窝工损失“列入招标清单中，招投标
阶段投标单位可针对“停、窝工损失单价进行自主报价，其中：

 1. 停、窝工人工损失数量：作业工人窝工数量可按定额人工数量
的5%计，管理人员窝工数量按（2～10）人/天×预计工期×5%计算。

 2. 停、窝工人工损失单价：作业人员按相应三沙市人工单价的80%

计算，管理人员按三沙市人工单价的100%计算。

 3. 停、窝工机械损失数量：按施工主要机械×预计工期×5%计算。

 4. 停、窝工机械损失单价：按折旧费+机上人工市场单价计算。



第十一章 不可抗力及其计价（重大修改章节）

第三十四条 因不可抗力产生的材料、机械损毁，应由发承包
双方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数量清点、办理签证，按照合
同约定进行费用计算。



三沙市建设工程造价计算程序表（定额计价模式）



三沙市建设工程造价计算程序表（清单计价模式）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在工程计价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承包人与发包人
可以申请省建设标准定额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可依法申
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
法院起诉。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委托省建设
标准定额站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