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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明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政工程费用定额》（以下简称本费用定

额）是根据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和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

用项目组成〉的通知》（建标[2013]44号）文件精神及有关规定，并

结合我区实际情况进行编制的。

二、本费用定额是编制建筑安装工程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招标控制

价、施工图预算和调解、处理建设工程造价纠份等工程计价活动的

指导性依据，可作为编制企业定额、投标报价、签订施工合同、工

程结算的参考性依据。

三、本费用定额应与 201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

(1~12册)》以及自治区各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相应定额单位估

价汇总表配套使用。

四、自治区各级施工企业、中央及外省各级施工企业，凡承担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区域内的市政工程的应执行 201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市政工程消耗量定额》及本费用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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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是指按一个总体规划或设计进行建设的，由一个或若

干个互有内在联系的单项工程组成的工程总和。

2.0.2 单项工程

单项工程指具有独立设计文件，建成后能够独立发挥生产能力

或使用功能的工程项目。

2.0.3 单位工程

单位工程指具有独立的设计，能够独立组织施工，但不能独立

发挥生产能力或使用功能的工程项目。

2.0.4 分部分项工程

分部工程是单位工程的组成部分，是按结构部位、路段长度及施

工特点或施工任务将单位工程划分为若干个项目单元工程；分项工

程是分部工程的组成部分，是按不同施工方法、材料、工序、路段

长度等将分部工程划分为若干个项目单元。

2.0.5 措施项目

措施项目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施工准备和施工过程中

的技术、生活、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项目。

2.0.6 企业定额

企业定额指施工单位根据本企业的施工技术、机械装备和管理

水平编制的人工、施工机械和材料等的消耗标准。

2.0.7 定额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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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人工费指按照现行预算定额人工消耗量乘以定额人工单价

计算出的费用，是计取各项费用的基数。

2.0.8 综合单价

综合单价指完成一个规定清单项目所需要的人工费、材料费、

机械费和对应的企业管理费、利润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

2.0.9 现场签证

现场签证指发包人现场代表（或其授权的监理人、工程造价咨

询人）与承包人现场代表就施工过程中涉及的责任事件所做的签认

证明。

2.0.10 工程造价信息

工程造价信息是指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建设工程人工、材

料、工程设备、施工机械台班的价格信息，以及各类工程的造价指

数、指标等。

2.0.11 工程造价指数

工程造价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的工程造价相对于某一固定时

期或上一时期工程造价的变化方向、趋势和程度的比值或比率。

2.0.12 工程造价指标

工程造价指标是对建筑、安装工程各分部分项费用及措施项

目费用组成的分析，包括总造价指标，费用构成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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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市政工程费用项目

第一节 市政工程费用项目构成要素

一、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按费用构成要素组成划分为人工费、材

料费、机械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和税金。

市

政

工

程

费

1.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

2.奖金

3.津贴、补贴

4.加班加点工资

5.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1.材料及工程设备原价

2.运杂费

3.运输损耗费

4.采购及保管费

1.管理人员工资

2.办公费

3.差旅交通费

4.固定资产使用费

5.工具用具使用费

6.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费

7.劳动保护费

8.检验试验费

9.工程定位复测、点交清理费

10.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

11.工会经费

12.职工教育经费

13.财产保险费

14.财务费

15.税金

16.其他

1.社会保险费

2.住房公积金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企业管理费

利润

规费

税金

①折旧费

②检修费

③维护费

④安拆费及场外运费

⑤人工费

⑥燃料动力费

⑦税费

①养老保险费

②失业保险费

③医疗保险费

④生育保险费

⑤工伤保险费

增值税

1.分部分项工程费

2.措施项目费

3.其他项目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

仪器仪表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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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费：是指按工资总额构成规定，支付给从事建筑安装工

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和附属生产单位工人的各项费用。内容包括：

1.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是指按计时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或对已做

工作按计件单价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

2.奖金：是指对超额劳动和增收节支支付给个人的劳动报酬。如节

约奖、劳动竞赛奖等。

3.津贴补贴：是指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

殊原因支付给个人的津贴，以及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影

响支付给个人的物价补贴。如流动施工津贴、特殊地区施工津贴、

高温（寒）作业临时津贴、高空津贴等。

4.加班加点工资：是指按规定支付的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加班工资

和在法定日工作时间外延时工作的加点工资。

5.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是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因病、工伤、产假、计划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定期休

假、停工学习、执行国家或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时工资标准或计时

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

6.生产工人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二）材料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构配件、

零件、半成品或成品、工程设备的费用。内容包括：

1.材料原价：是指材料、工程设备的出厂价格或商家供应价格。

2.运杂费：是指材料、工程设备自来源地运至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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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3.运输损耗费：是指材料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

4.采购及保管费：是指为组织采购、供应和保管材料、工程设备的

过程中所需要的各项费用。包括采购费、仓储费、工地保管费、仓

储损耗。

（三）机械费：是指施工作业所发生的施工机械使用费、仪器仪表

使用费。

1.机械使用费：以施工机械台班耗用量乘以施工机械台班单价表示，

施工机械台班单价应由下列七项费用组成：

（1）折旧费：指施工机械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陆续收回其原值

的费用。

（2）检修费：指施工机械在规定的耐用总台班内，按规定的检修

间隔进行必要的检修，以恢复其正常功能所需的费用。

（3）维护费：指施工机械在规定的耐用总台班内，按规定的维护

间隔进行各级维护和临时故障排除所需的费用，包括为保障机械正

常运转所需替换的设备与随机配备工具附具的摊销费用、机械运转

及日常维护所需润滑与擦拭的材料费用及机械停滞期间的维护费

用。

（4）安拆费及场外运费：安拆费指施工机械（大型机械除外）在

现场进行安装与拆卸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和试运转费用以及机

械辅助设施的折旧、搭设、拆除等费用；场外运费指施工机械整体

或分体自停放地点运至施工现场或由一施工地点运至另一施工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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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输、装卸、辅助材料及架线等费用。

（5）人工费：指机上司机（司炉）和其他操作人员的人工费。

（6）燃料动力费：指施工机械在运转作业中所消耗的各种燃料及

水、电等。

（7）税费：指施工机械按照国家规定应缴纳的车船使用税、保险

费及年检费等。

2.仪器仪表使用费：是指工程施工所需使用的仪器仪表的摊销及

维修费用。

（四）企业管理费：是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

所需的费用。内容包括：

1.管理人员工资：是指按规定支付给管理人员的计时工资、奖金、

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2.办公费：是指企业管理办公用的文具、纸张、帐表、印刷、邮电、

书报、办公软件、会议、水电、烧水和集体取暖降温（包括现场临

时宿舍取暖降温）等费用。

3.差旅交通费：是指职工因公出差、调动工作的差旅费、住勤补助

费，市内交通费和误餐补助费，职工探亲路费，劳动力招募费，职

工退休、退职一次性路费，工伤人员就医路费，工地转移费以及管

理部门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油料、燃料等费用。

4.固定资产使用费：是指管理和试验部门及附属生产单位使用的属

于固定资产的房屋、设备、仪器等的折旧、大修、维修或租赁费。

5.工具用具使用费：是指企业施工生产和管理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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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工具、器具、家具、交通工具和检验、试验、测绘、消防用具

等的购置、维修和摊销费。

6.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费：是指由企业支付的职工退职金、按规定

支付给离休干部的经费，集体福利费、夏季防暑降温、冬季取暖补

贴、上下班交通补贴等。

7.劳动保护费：是企业按规定发放的劳动保护用品的支出。如工作

服、手套、防暑降温饮料以及在有碍身体健康的环境中施工的保健

费用等。

8.检验试验费：是指施工企业按照有关标准规定，对建筑以及材料、

构件和建筑安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自设试

验室进行试验所耗用的材料等费用。不包括新结构、新材料的试验

费，对构件做破坏性试验及其他特殊要求检验试验的费用和建设单

位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的费用，对此类检测发生的费用，由建设

单位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中列支。但对施工企业提供的具有合格证

明的材料进行检测不合格的，该检测费用由施工企业支付。

9.工程定位复测、点交清理费：是指工程施工过程中进行全部施工测

算放线和复测工作的费用。

10.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是指竣工验收前，对已完工程及工程设

备采取的必要保护措施所发生的费用。

11.工会经费：是指企业按《工会法》规定的全部职工工资总额比例

计提的工会经费。

12.职工教育经费：是指按职工工资总额的规定比例计提，企业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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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进行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职工职

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认定以及根据需要对职工进行各类文化教育

所发生的费用。

13.财产保险费：是指施工管理用财产、车辆等的保险费用。

14.财务费：是指企业为施工生产筹集资金或提供预付款担保、履约

担保、职工工资支付担保等所发生的各种费用。

15.税金：是指根据国家税法规定应计放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城市

建设维护税、教育税附加及地方教育税附加，以及企业按规定缴纳

的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环保税等。

16.其他：包括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投标费、业务招待费、绿

化费、广告费、公证费、法律顾问费、审计费、咨询费、保险费等。

（五）利润：是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

（六）规费：是指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由省级政府和省级有关

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或计取的费用。包括：

1.社会保险费

（1）养老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

（2）失业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

费。

（3）医疗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

保险费。

（4）生育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生育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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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5）工伤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2.住房公积金：是指企业按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七）税金：是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建

筑服务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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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政工程费用按工程造价形成顺序划分为分部分项工程费、措

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和税金。

市

政

工

程

费

市政工程

①土石方工程

②道路工程

③桥涵工程

④隧道工程

⑤给水工程

⑥排水工程

⑦燃气与集中供热工程

⑧水处理工程

⑨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

分部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其他项目费

规费

税金

1.人工费

2.材料费

3.施工机具使用费

4.企业管理费

5.利润

1．安全文明施工费

2．安全文明施工增加费

3．夜间施工增加费

4．二次搬运费

5．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6．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

7．脚手架工程费

8．其他施工组织措施费

1. 暂列金额

2. 暂估价

2．计日工

3．总承包服务费

1.社会保险费

2.住房公积金

①养老保险费

②失业保险费

③医疗保险费

④生育保险费

⑤工伤保险费

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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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部分项工程费：是指各专业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应予列支

的各项费用。

1.专业工程：是指按现行国家计量规范划分的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仿古建筑工程、通用安装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矿山工

程、构筑物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爆破工程等各类工程。

2.分部分项工程：指按现行国家计量规范对各专业工程划分的项目。

如市政工程划分的土石方工程、道路工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工

程、给水工程等。

各类专业工程的分部分项工程划分见现行国家或行业计量规范。

（二）措施项目费：是指为完成建设工程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

前和施工过程中的技术、生活、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费用。内

容包括：

1.安全文明施工费：是指按照国家现行的建筑施工安全、施工现

场环境与卫生标准和有关规定，满足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以及

环境保护、职工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各项费用。根据建设部（建办

[2005]89号）《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

定》，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费、文明施工费、

安全施工费、临时设施费。

①环境保护费：是指施工现场为达到环保部门要求所需要的各项费

用。

②文明施工费：是指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③安全施工费：是指施工现场安全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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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临时设施费：是指施工企业为进行建设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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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包括临时

设施的搭设、维修、拆除、清理费或摊销费等。不包括现场搭设的

围墙、行车道路硬化等项目的内容，如发生，则以经审定的施工组

织设计中的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和施工过程中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或

摊销量）计算，围墙按相应专业定额计取，道路工程单独计列，不

参与取费，只计税金。

2.安全文明施工增加费：

标准化施工工地增加费：是指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增加

的费用。是指根据《大力推进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建协安[2017]4号）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

准》（JGJ59-2011）、《自治区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活动评选办法》（新建协安[2017]1号）等有关规定评选的市

级和自治区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优质工程增加费：适用于工程质量综合性奖项工程增加的费用。

是按照《国家优质工程奖评选办法》（2018 年修订版）（中施企协

字〔2018〕19 号）、自治区《新疆建筑工程天山奖（自治区优质工

程）评选办法》评选的优质工程。

扬尘防治增加费：扬尘防治增加费指因扬尘防治标准提高、降

尘设备智能化程度提高，在现行计价依据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基础上

增加的费用。按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关于印发建筑工地施工扬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新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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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2017]11号）有关要求发生的费用。

数字化工地建设增加费：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

实现信息技术与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监管深度融合，提升施工现场现

代化管理所增加的费用。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提

升行动方案》、《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安全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建质[2018]31号）、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入推进自治

区数字化工地建设的通知》（新建质函[2016]9号）及各地区相应的

施工现场数字化工地的要求实施的内容。

3．夜间施工增加费：是指因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费、夜间施

工降效、夜间施工照明设备摊销及照明用电等费用。

4．二次搬运费：是指因施工场地条件限制而发生的材料、构配件、

半成品等一次运输不能到达堆放地点，必须进行二次或多次搬运所

发生的费用。

5．冬雨季施工增加费：是指在冬季或雨季施工需增加的临时设施、

防滑、排除雨雪，人工及施工机械效率降低等费用。

6．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是指机械整体或分体自停放场地

运至施工现场或由一个施工地点运至另一个施工地点，所发生的机

械进出场运输及转移费用及机械在施工现场进行安装、拆卸所需的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试运转费和安装所需的辅助设施的费用。

7．脚手架工程费：是指施工需要的各种脚手架搭、拆、运输费用以

及脚手架购置费的摊销费用。

8.混凝土模板及支架费：是指混凝土施工过程中需要的各种模板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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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等的支、拆、运输费用以及模板、支架的摊销费用。

9.施工降排水费：是指为确保工程在正常条件下施工，采取各种排水、

降水措施所发生的各种费用。

措施项目及其包含的内容详见各类专业工程的现行国家或行业计

量规范。

（三）其他项目费

1.暂列金额：是指建设单位在工程量清单中暂定并包括在工程合同

价款中的一笔款项。用于施工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或者不可预见的

所需材料、工程设备、服务的采购，施工中可能发生的工程变更、

合同约定调整因素出现时的工程价款调整以及发生的索赔、现场签

证确认等的费用和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优质工程等费用的追

加。

2.暂估价：是指招标人在工程量清单中提供用于支付必然发生但不能

确定价格的材料、工程设备的单价以及施工技术专项措施项目、专

业工程等的金额。其中

（1）材料及工程设备暂估价：是指发包阶段已经确认发生的材料、

工程设备，由于 设计标准未明确等原因造成无法当时确定准确价

格，或者设计标准虽已明确，但一时无法取得合理询价，由招标人

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的若干暂估单价。

（2）专业工程暂估价：是指发包阶段已经确认发生的专业工程，由

于设计未详尽、标准未明确或者需要由专业承包人完成等原因造成

无法当时确定价格，由招标人在工程量清单中给定的一个暂估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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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日工：是指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企业完成建设单位提出的施工

图纸以外的零星项目或工作所需的费用。

4.总承包服务费：是指总承包人为配合、协调建设单位进行的专业

工程发包，对建设单位自行采购的材料、工程设备等进行保管以及

施工现场管理、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服务所需的费用。

（四）规费：是指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由省级政府和省级有关

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或计取的费用。包括：

1.社会保险费

（1）养老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

（2）失业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

费。

（3）医疗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

保险费。

（4）生育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生育保险

费。

（5）工伤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2.住房公积金：是指企业按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其他应列而未列入的规费，按实际发生计取。

（五）税金：是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建

筑服务增值税。



19

第二节 市政工程费用计算程序

一、定额计价的计价程序（以人工费为取费基数）

序号 费用项目 计算程序

一 直接费 直接工程费+措施费

（一） 直接工程费

1.1人工费

1.2 材料费

1.3 机械费

工程量×消耗量定额基价

（二） 措施费

2.1 施工技术措施费

2.2 施工组织措施费

技术措施项目工程量×专业消耗量定额基价

定额人工费×费率

二 企业管理费 定额人工费×费率

三 利润 定额人工费×费率

四 规费 定额人工费×费率

五 税金 （一+二+三+四）×增值税税率

六 建筑工程造价 一+二+三+四+五

二、以工程量清单计价的计价程序

1.建筑安装工程综合单价的计算（以人工费为计算基数）

序号 费用项目 计算公式

1 人工费 人工消耗量×人工单价

2 材料费 材料消耗量×材料单价

3 机械费 机械消耗量×机械单价

4 企业管理费 人工费×费率

5 利润 人工费×费率

6 风险费用

7 综合单价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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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工程量清单计价的计价程序（以人工费为计算基数）

序号 费用项目 计算程序

一 分部分项工程费 分部分项工程量×综合单价

二 施工组织措施费 分部分项人工费×费率

三 其他项目费

1.暂列金额 按招标文件规定或参考本定额相关规定计算

2.暂估价 按招标文件规定或参考本定额相关规定计算

3.计日工 按招标文件规定或参考本定额相关规定计算

4.总承包服务费 按招标文件规定或参考本定额相关规定计算

四 规费 分部分项人工费×费率

五 税金 （一+二+三+四）×增值税税率

六 建筑工程造价 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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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市政工程费用标准

第一节 市政单位工程划分

一、道路工程及广场工程：是指城市快速路、城区主干道、街巷道

道路 、单独人行道、机场跑道、滑行道、机坪以及停车场、广场工

程。

二、桥涵及构筑物工程：是指立交桥、高架桥、过街天桥、地下通

道及构筑物。

三、场站工程：是指给水厂、污水处理工程、污水泵站、雨水泵站、

液化气贮罐场（站）、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四、各类管道、场站安装、路灯太配电工程：是指供水管道、污水

管道、热力管道、燃气管道场站的安装工程。

五、土石方工程：是指各单位工程中的土石方工程。

第二节 施工组织措施费

一、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是根据建设部 JGJ59-2011《建筑施工安全

检查标准》及《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2013），《自

治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文明工地评选办法》新建建（2009）6号文 的

要求所发生的费用（二次装饰装修工程除外），内容包括：施工现

场搭设的厕所、浴室、变电室、医务室、门卫室、木工棚、钢筋棚、

电焊棚、花池、吸烟室、会议室、砂石料场、地坪、盥洗室、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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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大门、水泥库房、食堂、工具库房、搅拌机棚、娱乐活动

室、卷扬机棚、各种标牌（标志牌、规章制度牌、操作规程牌、门

头牌、安全警示牌、五图一牌、安全标语牌）、读报宣传栏、黑板

报及现场摄像、拍照、布标、彩旗、工作卡及宣传资料等。

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标准

二、安全文明施工增加费

1. 标准化工地施工的基本内容已在安全文明施工费中综合考虑，但

获得省、市级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的，应计算标准化工地增加

费。

标准化工地增加费费率

2. 优质工程增加费：建筑工程产品质量标准是按合格产品考虑的，

为了更好将建设工程造价和质量紧密结合，体现优质优价，如发包

方要求且达到了相关标准者，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双方应在合同中

道路工程 桥涵工程 场站

土建工程

各类管道、场站安

装、路灯及配电工程

土石方工程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计

税

简易计税 一般计

税

简易计

税

计费基础 定额人工费

(一)安全文明措施

费

1.环境保护费（%）

2.安全防护费（%）

3.文明施工费（%）

4.临时设施费（%）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费基础

费率（%）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一 标准化工地增加费

1.市级 定额人工费

2.自治区级 定额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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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奖励费用予以约定。

优质工程增加费费率

3. 扬尘防治增加费：

按照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

发建筑工地施工扬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新建质函[2017]11

号）有关要求发生的费用。

扬尘防治增加费指因扬尘防治标准提高、降尘设备智能化程度

提高，在现行计价依据的安全文明施工费基础上增加的费用，独立

计取。

扬尘防治增加费由车辆清洗系统费、裸露部分密目网覆盖费、

喷淋（雾）降尘系统费、洒水车洒水、移动式喷雾降尘费等组成 。

扬尘防治增加费由项目承包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逐项计取，用于

施工现场扬尘防治专项工作，若实行项目总承包的工程，由总承包

单位计取。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费基础 费率（%）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一 优质工程增加费

1.市级 定额人工费

2.自治区级 定额人工费

3.国家级 定额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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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防治增加费费率

4. .数字化工地建设增加费：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关于

开展建筑工地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建质[2018]31）号及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入推进自治区数字化工地建设的

通知》（新建质函[2016]9号）有关要求所发生的费用。

数字化工地建设增加费费率

专业工程 取费基础
扬尘防治增

加费

其中

出入口场地硬

化费

车辆清洗系统费 移动喷雾降

尘费

道路工程

（%）

定额人工费

桥涵工程

（%）

定额人工费

场站土建工

程（%）

定额人工费

土石方工程

（%）

定额人工费

项目名称 计费基础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数字化工地建设增加费（%）

1.道路工程 定额人工费

2.桥涵工程 定额人工费

3.场站土建工程 定额人工费

4.土石方工程 定额人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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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冬雨季施工费

冬雨季施工费率

单位：（％）

气温地区

工程类别 取费基础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四类地区 五类地区

3.5个月 4—4.5个月 5—5.5个月 6个月

1.道路工程 定额人工费

2.桥涵工程 定额人工费

3.场站土建工程 定额人工费

4.各类管道、场站安装、路灯及配

电工程
定额人工费

5.土石方工程 定额人工费

1.取暖气温区域划分

二类地区：和田地区（于田、皮山、民丰县除外）

三类地区：和田地区的于田、皮山、民丰县，喀什地区（塔什库尔

干县除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自治州的阿图什市、

阿合奇县，阿克苏地区（拜城、乌什县除外），吐鲁番地区，哈密

地区的哈密市，伊犁地区的伊宁市、县。

四类地区：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自治州，塔城地区（和

布克赛尔县除外），博尔塔拉自治州，伊犁地区直属县（伊宁县除

外），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乌什县，哈密地区的巴里坤县、伊吾县，

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县，石河子，奎屯属区。

五类地区：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县。

2.内容包括：

因冬雨季施工增加工序，从而增加的人工工资及劳动效率降低的因

素；防冻保温增加的设施、材料、加热养护及临时取暖费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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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养护、材料加热、覆盖材料、暖棚等）；冬季施工需要提高混

凝土、砂浆标号所增加的材料及附加化学药剂等费用。

3.计取规定：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可按实际进入冬季施工天数之比例，相应乘以该

地区冬雨季施工增加费率，计取该费用。

四、二次搬运费

1. 二次搬运费，是由于运输道路无法直接运至工地或因场地狭小现

场堆放条件所限等特殊原因而发生的所有材料、成品、半成品（不

包括混凝土预制构件和金属构件）的二次搬运。按二次搬运费标准

执行。

2. 若确属场地狭小不能一次堆放发生了部分材料、成品、半成品的

二次搬运，且不是施工单位施工组织设计深度不够、布置不合理而

自行造成的，甲、乙双方可根据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办理经济签

证手续，据此结算。

3. 二次搬运增加费按实际发生计取，不发生则不计取。

二次搬运费标准费率

项目名称 道路工程 桥涵工程 场站

土建工程

各类管道、场站安

装、路灯及配电工程

土石方工程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计

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计

税

一般计

税

简易计税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计费基础 定额人工费

二次搬运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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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承包服务费

总承包服务费是指总承包人为配合协调发包人进行的专业工

程发包、对发包人自行采购的材料、工程设备等进行保管以及施工

现场管理、竣工资料汇总整理等服务所需的费用。总承包单位依法

将专业工程进行分包的，总承包单位向分包单位提供服务应收取总

承包服务费，费用视服务内容的多少，由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也可

参照下列标准计算。

1.招标人仅要求对分包的专业工程进行总承包管理和协调时，按分包

的专业工程造价的 1.5%计算。

2.招标人要求对分包的专业工程进行总承包管理和协调，并同时要求

提供配合服务时，根据招标文件中列出的配合服务内容和提出的要

求，按分包的专业工程造价的 3%~5%计算。配合服务的内容包括：

对分包单位的管理、协调和施工配合等费用；施工现场水电设施、

管线敷设的摊销费用；共用脚手架搭拆的摊销费用；共用垂直运输

设备，加压设备的使用、折旧、维修费用等。

3.招标人自行供应材料、工程设备的，按招标人供应材料、工程设备

价值的 1%计算。

六、夜间施工费：

1. 夜间施工费，是指根据设计、施工的技术要求，必须连续施工和

合理的施工进度安排必须在夜间连续施工及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

为提前工期需要组织夜间施工而发生的费用。

内容包括：照明设施的安装、拆卸及摊销费、降低工效、夜间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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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2. 夜间施工费按实际发生计取，不发生不计取。

其计算方法：按实际参加夜间施工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人数，

每人每夜**元计算（照明费及设施摊销**元，降低工效费**元，夜

餐补助费**元），夜间施工不足 4h按半个工日计算，超过 4h按一

个工日计算。

3. 白天施工需要照明的地下室，无窗厂房、坑道、洞库、隧道等工

程，亦视同夜间施工。

其计算方法同夜间施工费，但应扣减夜餐补助费，每工日按**计算。

七、建筑垃圾运输费：

建筑垃圾运输费=建筑垃圾量×**元/T

八、竣工验收资料编制费：

竣工验收资料编制费费率

项目名称 道路工程 桥涵工程 场站

土建工程

各类管道、场站安

装、路灯及配电工程

土石方工程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计

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计

税

一般计

税

简易计税 一般计税 简易计税

计费基础 定额人工费

竣工验收资料

编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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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规费

第三节 企业管理费和利润

企业管理费和利润费率

第四节 税 金

注：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税时，税前工程造价中的各费用项目均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采用简易计税方法

计税时，税前工程造价中的各费用项目均应包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项目名称

道路工程 桥涵工程 场站

土建工程

各类管道、场

站安装、路灯

及配电工程

土石方

工程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计费基础 定额人工费

一、社会保障费率

1. 养老保险费率（%）

2. 失业保险费率（%）

3. 医疗保险费率（%）

4. 生育保险费率（%）

5. 工伤保险费率（%）

二、住房公积金（%）

项目名称

道路工程 桥涵工程 场站

土建工程

各类管道、场

站安装、路灯

及配电工程

土石方

工程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一般

计税

简易

计税

计费基础 定额人工费

一、企业管理费（%）

二、利润（%）

序号 项目名称 适用计税方法 计算基数 税率（%）

增值税

1 增值税销项税 一般计税方法

税前工程造价

9.00

2 增值税征收率 简易计税方法 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