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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编制招标控制价已是高速公路项目招标阶段的必备环节。控制价总额是评标阶段对投标文件商报部分进行评审的

基础,控制价的构成单价是合同谈判阶段对不平衡报价进行调整的重要参考。控制价的高低水平将直接影响项目的最终投资、
编制质量将决定项目实施过程中合同管理的难易程度。本文将结合工作经验,采用测算人材机单价、管理费总额、利润及税
金并用预算定额校核方式对控制价编制过程、编制思路予以归纳总结。
[关键词] 招标控制价；工程量清单；招标图纸；材料价格；定额校核
前言

页阅读,对控制价影响较大的材料、结构、施工工艺做好相

高速公路招标控制价是根据国家及省级行业建设主管

应记录)。全面掌握招标文件的计价意图,逐项阅读技术规范

部门颁发的有关计价依据和办法,结合批复概算、施工图设

中的计价条款,重点关注不单独计量部分。招标图纸、招标

计、施工方案、当前建设市场人机费单价、到工材料价格、

文件技术规范中含糊不清或相互矛盾之处及时与设计方、招

最新税收政策等资料,对拟招标工程做出的最高工程造价,

标方进行沟通。工程量清单中数量大、造价高的部分,应对

是投标人商务报价的最高限额。

照图纸予以复核,确保清单数量无重大偏差；清单中的漏项

招标控制价应具有完整性,由工程费(含暂估价子目)、

部分,应及时与招标方沟通解决。

计日工、暂列金构成。工程费的构成单价为全费用综合单价,

在工程量清单的复核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含不单独计量支付的辅助工程、管理费、利润、税金及一定

2.2.1要特别注意设计图纸中特殊结构的计价方式,如

范围内的风险费用。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范围、编制内容、编

果容易引起合同纠纷或不宜含入相关单价中,就应单独计量

制依据必须与招标文件中的相关规定相一致。

支付,并作出详细说明。如某项目桥梁工程因穿越岩溶发育

1 招标控制价的编制依据及参考资料

区,招标图纸中要求在桩基外缘设置长度10～25m,壁厚8mm

控制价的编制依据主要有以下文件：(1)招标文件、招

的钢护筒。该部分估算总额260万元。若摊销到桩基单价中,

标图纸；(2)招标文件中明示的招标范围、所附工程量清单

则将来面临承包人多做难以计量,少做无法扣回的风险。经与

及技术规范；(3)造价管理部门发布的价格信息或市场询价

招标方沟通,在工程量清单中增加钢护筒子目,予以单独计量

确定的材料价格；(4)项目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及水文地质情

支付,并在计价规范中对计价原则及方式作出详细约定。

况；(5)新结构、新工艺、新材料的相关设计说明。

2.2.2注意桥梁桩基的计价类型。招标图纸中通常不会

控制价编制时主要参考资料为：(1)常规结构物的通常

区分陆上或水中钻孔桩,该部分需要结合桥梁平面图加以判

施工方法；(2)当前高速公路市场的人机费单价水平；(3)

断。为避免新增单价的发生,在招标阶段一般不再考虑施工

相邻地区类似项目合同单价；(4)JTG3830-2018公路工程建

时段的实际水深,均将位于河道范围内的桥梁桩基放入水中

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5)部颁《公路工程预算定额》

钻孔灌注桩子目。

JTG3832-2018；⑹部颁 《公 路工程机 械台 班费用定额》
JTG3833-2018。

2.2.3复核招标图纸中土石方数量表是否存在遗漏或重
复累加、挖填弃借是否平衡。常见的错误有：⑴设计平面图

2 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过程及思路

中有停车区设计,但土石方数量表中无相关数量,造成清单

高速公路招标控制价的编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过程：

数量遗漏；⑵主线段土石方数量表已含立交区土石方,在使

2.1拆分批复概算,确定本次招标工程范围的概算金额。

用立交区图纸时又将立交区数量计入工程量清单中,造成数

招标制价总额一般不能超过已批概算金额。编制控制价之前,
须确定本次招标范围对应的批复概算金额,确保编制总额控
制在概算金额范围内。若最终控制价超出概算金额需及时分
析超概原因,并给出合理解释。

量重复。
2.2.4招标图中土石方数量是否已考虑松方、自然密实方
和压实方的系数影响。注意计价数量与相关数量的一致性。
2.2.5主要工程的分页小计数量是否与合计总量相等、工

2.2熟悉设计图纸、理解设计意图并对招标工程量清单

程数量中是否含有计量规范明确不单独计量的部分。如,预应

进行复核。工程量清单是编制控制价的基础,其质量的优劣

力锚索和锚杆设计数量中通常含工作长度,清单数量应予扣

将决定控制价编制的成败。在编制控制价之前,应全面熟悉

除。边坡加固的预应力锚索在工程数量表中一般是单根数量,

招标图纸充分理解设计意图(从总平图到细部构造图都应逐

清单复核时注意检查是否折算为4束或者6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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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通过平时收集的各家设计院桥梁上部结构、下部
结构砼含筋量对桥梁部分进行大致复核,指标异常的部分进
行深入核查。

总数量,将管理费总额摊销到各子目综合单价中。
2.3.5利润、税金、不可预见费(暂列金)的确定。利润
按高速公路平均利润率7%计取、按国家最新税收政策确定增

2.2.7隧道章节中应抽检复核土石方数量、衬砌钢筋和
钢架数量,确保数量无较大偏差。

值税税率9%；以增值税税额为基础计算城市维护建设税
(7%)、教育附加(3%)和地方教育附加(2%)。不可预见费(暂

2.3以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常规施工方案、施工组
织设计为基础,结合当前市场人机费单价、材料到工单价、
管理费、利润、税金等编制招标控制价。
编制过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列金)按项目招标文件约定费率计取。
2.3.6预算定额法对已编控制价进行校核。在确定工程
量清单、材料到工价格及施工方案后,通过套用合适定额方
式对已编控制价进行校核,校核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2.3.1依据项目施工方案确定人机费单价及辅材耗量。控

(1)费率参数选择时,应注意已单独计价的部分,不能在

制价中人机费单价是以常规施工方案为基础编制,遇到特殊

子目单价中重复计算。如标准化建设及安全生产费已在清单

情况时,应先确定施工方案,后确定人机费单价。特别是设计

100章中单独测算,采用定额测算时标准化及安全费费率不

图纸中存在新结构、新工艺就必须重新测算。比如,钢箱梁

再选取；(2)所选定额要与施工方案相匹配,同时将清单子目

一般采用临时支架分段吊装焊接法施工,如果某项目钢箱梁

不单独计量的部分增加到定额消耗中。如钢箱梁桥面铺装采

需跨越既有铁路,就可能采用顶推法施工,两者施工方案不

用钢纤维砼时,要按设计掺量将钢纤维消耗加到定额中。钢

同,人机费单价存在差异,所用的临时支墩等辅材耗量也存

波纹管涵的涵身基础及两侧回填透水性材料一般不单独计

在差异。

量,套用定额时应注意增减材料消耗。(3)补充定额的编制使

2.3.2确定主要材料的供应方式及到工价格。在招标阶

用。高速公路的不断发展,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时有发

段,主要材料(钢筋、水泥、钢绞线、沥青)的供应分两种模

生,在无法找到合适定额时需要单独测算编制。编制补充定

式,一种由业主统一供应,常说的统供材料模式。统供材料的

额应首先通过查阅资料、询问相关专家等方式熟悉施工工艺,

种类及到工价格在招标文件中有明确说明,招标控制价必须

弄清机械设备种类及台班价格,同时确定人材机耗量,并依

以统供材料价格为基础测算相关子目材料单价。在工程实施

照定额编制的方法进行编制。跟踪后续实际施工情况,及时

过程中发包方根据承包方领用数量与统供单价扣回材料款,

对补充定额予以修正,为今后类似项目运用打下基础。(4)

材料不调价；另一种由承包人自行采购材料,发包方在工程

注意材料种类的抽换与调整。当定额中的混凝土等级、材料

实施过程中,对主要材料实行调价,调价方式在招标文件中

种类、耗用系数与设计图纸不同时,需要对定额中相关部分

有明确说明。采用该种模式时,主要材料价格须依据造价管

进行调整。

理部门发布的价格信息及市场询价确定,同时考虑运杂费及
材料损耗影响。

临时工程、标准化建设等予以单独测算。同时在造价软
件中,按预算定额方式对已编招标控制价进行校核。

对于地方自产材料,如中粗砂、片碎石等,须通过工程所
在地的市场调查并考虑运杂费及材料损耗后综合确定。

3 招标控制价中的特殊事项处理
在招标控制价的编制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将来必然

2.3.3清单100章中临时工程、承包人驻地建设依据项目

发生,但招标阶段无法预测费用或预测的费用可能出现重大

实际情况进行测算。控制价中的临时工程,如临时道路、临

偏差的事项,如省道国道维修恢复费、扩建工程保通费、跨

时占地、临时供电等费用总额需要依据项目实际情况,结合

越既有铁路的天窗费,协调费,管理费等事项,均在招标阶段

地形地貌、桥隧位置及长度综合测算。

难以做出准确测算。该部分需要与业主深入沟通,在充分讨

承包人办公场地建设费用通常按租用既有房屋考虑,在
现场调查无法租用时可按新建测算。

论各种计价方案利弊的基础上做出合理安排,并在招标文件
中做出详细说明。常规的处理方式为：对风险较小,承包人

拌合站、钢筋加工厂、预制场的建设费用首先依据桥隧

可以承受的部分采用总额包干；对超出承包人承受范围的部

长度及位置、预制梁榀数等信息进行合理布置,再对每个位

分可以约定计量方式,或采用暂估价的方式在后期落实解

置估算出相关的建设及标准化费用。预制梁场通常考虑

决。暂估价金额在征得招标方同意后直接计入控制价总额中,

300～400榀设置一处,桥梁间路基较短时可适当增加,有长

不得进行调整。
4 招标控制价合理性分析

隧道时按隧道两端分别考虑。
2.3.4管理费的测算思路。管理费分两个层级：项目部

经过上述过程编制出的招标控制价,需要进行合理性分

本级管理费和公司层级管理费。测算时以项目部本级管理费

析,主要包括：⑴与相邻项目类似工程进行造价的横向对比；

为主,根据里程长度、结构物情况、工期要求等合理估算管

⑵工程量清单子目单价的纵向对比；⑶控制价与定额预算价

理人员数量,同时对项目部车辆使用、办公耗材、员工差旅

之间的相互校核对比。若发现不合理之处,及时查出原因,

费用等作出估算。公司层级管理管理费可按项目造价的2～

并与相关方沟通解决。

3%计取。管理费总额测算完成后,依据招标清单中所列子目
16

5 持续关注项目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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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工程地质勘查中存在的问题
赵永刚
乌海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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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地质勘探是项目建设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从事地质勘探的技术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职

业道德,精通业务认真开展工程地质勘探工作,不断提高地质调查水平。本文首先阐述了工程地质勘探的主要方法,探讨和分析
了工程地质勘探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参考解决方案。
[关键词] 工程地质勘查；存在问题；措施
1 工程地质勘查的主要方法

验等。其他勘探方法提供依据。在地形复杂,地质条件复杂

工程地质勘查工作主要方法有勘探与取样、室内试验工

的地区,必须进行工程地质填图；然而,对于地形平坦且地质

程地质测绘与原位测试。

条件简单和狭窄的地点,可以使用调查代替工程地质测绘。工

1.1勘探工作包括各种方法

程地质勘察是了解现场工程地质条件最经济有效的方法。高

它用于研究地下地质；它可以进行采样以进行现场测试

质量的测绘可以准确地推断出地下地质条件,有效地指导其

和监测。应根据调查目的和土工土壤的特性选择适当的勘探

他勘探方法。

方法。钻探和坑道勘探,也称为勘探工程,是可以可靠地了解

1.3现场试验和实验室试验

地下地质条件的直接勘探方法,在岩土工程勘探中是必不可

主要为岩土工程问题的分析和评价提供所需的技术参

少的。其中钻井工作使用最为广泛,可根据地层类别和勘探

数,包括物性,强度参数,固结变形参数,渗透率参数和应力

要求选择不同的钻井方法。当钻井方法难以确定地下地质条

和应变时间参数。现场试验一般采用勘探工程进行,是详细

件时,可以使用坑道勘探方法。地球物理勘探是一种间接勘

勘探阶段的主要勘探方法。

探方法。它的优点是比钻井和坑道勘探更轻,更经济,更快

2 工程地质勘查工作存在的问题

捷。它可以解决工程地质填图中难以推断和迫切需要理解的

2.1未能充分认识到地质勘探质量的重要性

地下地质条件,常与地质填图结合使用。它也可以用作钻井

地质勘探工作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制定相关合理的力

和坑道勘探的急救或辅助。由于地球物理结果的解释通常是

学指标,指标参数的合理性直接影响项目的总工程造价。另一

多解的,因此地形条件限制了方法的使用,因此需要通过勘

方面,分析场地的工程地质结构直接决定了基础和基本处理

探工程验证结果。当钻井方法难以准确确定地下条件时,可

方案的选择。对于地下结构我们既不能看也不能触摸,所以

以采用勘探井,沟渠等手工或机械挖掘坑,槽井和洞穴,直接

只能通过一些合理的手段进行探索。

观察岩土层的自然状态和地质构造。各层。并且可以取出接

2.2探索方法

近实际未受干扰结构的土壤样品。应根据调查要求和实际情

一些测量部门使用所谓的静载试验来确定压裂坑两侧

况选择调查方法。

土壤的承载力。这种做法具有误导性和不科学性。想象一下

1.2工程地质填图是岩土工程勘探的基础工作

破碎较浅和较深层土壤所需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使用哪种压

一般来说,它是在勘探的初始阶段进行的。该方法的实

力设定作为基础承载力。另外如何在压裂两侧的土层代替或

质是利用地质和工程地质理论对地面地质现象进行观测和
描述,分析其性质和规律,推断地下地质条件,进行勘探,试
招标控制价的质量将会在三个阶段显现出来：⑴招标阶
段通过投标报价数量反映控制价总额是否低于市场水平；⑵
合同谈判阶段对不平衡报价调整的难易程度反映出控制价
中的单价是否偏高或偏低；⑶在项目实施阶段,通过对项目
管理过程中纠纷事项产生的原因分析,找出招标文件或控制
价总额中的不足。持续关注项目后评价是积攒工作经验的有
效途径,是工作能力逐步提高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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