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第一节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 ）为实施 （项目名称），己接

受 （承包人名称，以下简称“承包人”）对该项目施工的投标。发包人和承包人共

同达成如下协议。

1．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投标函；

（3）专用合同条款；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图纸；

（7）其他合同文件。

2．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以合同约定次序在先者为准。

3．签约合同价：人民币（大写） 元（¥ 元）。

4．承包人项目负责人： 。

5．工程质量符合 标准。

6．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7．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8．承包人应按照监理人指示开工，工期为 日历天。

9．本协议书一式四份，合同双方各执二 份。

10．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 (盖单位章) 承包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第二节通用合同条款

通用合同条款使用《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文件示范文本》的通用合同条款。

第三节 专用合同条款

1.履约保证金

1.1中标人在办理中标通知书前按中标价的2%缴纳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指定账户：兰溪市赤山湖

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银行账号：203330781001000001400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兰溪支

行。

1.2工期保证金方面：按合同工期，提前或按期完工，工期不奖不罚；若承包人达不到本工程施工工

期的要求，延误10天内每天向发包人支付500元违约金；延误11-30天每天向发包人支付1000元违约金（含

前面的10天）；延误31天以上每天向发包人支付2000元（含前面的30天）；发包人有权直接从履约保证金

中扣除承包人应支付的违约金，若超过履约保证金的，发包人有权直接从工程款中扣除。

若中途实际施工进度严重延期形象进度工期20%以上时，发包人有权中止合同，同时不支付工程款。

1.3项目管理班子方面：承包人对承诺的工程项目管理班子人员必须全部到位。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

变更项目负责人则处10000元的罚款；若确因特殊原因需更换，需经发包人同意并经主管部门备案后可进

行更换，但更换仅限壹次；更换后的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不得低于原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

承包人项目部管理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在有关部门进行检查、考核时，项目部管理人员须持岗位证接

受检查、考核。项目负责人每月在工地上的天数不得少于22天，其他项目部管理人员在岗率必须达到85%

以上。项目负责人在工地上的天数如少于22天的，按1000元/天在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其他

项目部管理人员在岗率如少于85%的，按500元/人/天在承包人的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

1.4文明施工方面：承包人必须按金华市政府及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实行文明施工，工程竣工时必须做

到工完场清、料清、障清，若违反文明施工方面的有关规定，发包人有权从文明施工保证金及工程款中扣

除相应发生的实际费用。

1.5履约保证金在工程完工验收后15天内退还。

1.6工程管理要求：

1.6.1承包人在施工期间，必须配备专用电管人员，全面负责用电管理，并配备专职安全员，确保安

全生产；

1.6.2参加本工程的施工人员必须具有相应专业工种的上岗证；

1.6.3严格按照施工方案要求进行施工。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必要的标识标牌。严格落实进出工

地车辆的清洁工作，严防废土、废渣和运沙车辆沿途撒漏，污染路面；

1.6.4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要认真做好材料和成品保护，以保证产品不受损害和污染，如产品发生

损害和污染，由承包人负责修复和更换。因失窃失火或其他非发包人原因而造成的损失均由承包人自负，

凡由此损及发包人利益时，承包人应负责赔偿发包人的损失；



1.6.5承包人应按现行的施工安全检查标准和供用电安全规范的要求进行施工，因承包人原因造成的

一切安全事故和其它责任事故，由承包人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

1.6.6承包人因自身施工原因而对相邻工程施工造成影响，由承包人采取措施协调解决，费用由承包

人负担；

1.6.7竣工时必须做到工完场清、料清、障清，如未在发包人指定时间内做到工完场清、料清、障清，

发包人有权在履约保证金中扣罚壹万元整，并应无条件的完成清场工作；

1.6.8承包人在工程竣工时应提前质量自评，在竣工时提交四套完整的文本和一套光盘竣工资料。

2．材料及设备供应

2.1 施工材料由承包人自行采购。若使用劣质建材施工，一经发现，发包人有权制止使用，甚至停工、

返工或中止合同。无论发包人是否发现和制止，由于使用劣质建材施工所引起的一切责任均由承包人承担。

预留金50000元（投标人不得变动），该项费用用于施工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或者不可预见的所

有材料、设备、服务的采购、为解决施工过程中，经上级批准的设计变更和国家政策性调整所增加的投

资以及为解决意外事故而采取措施所增加的工程项目和费用、以及施工过程中合同约定的各种工程价款

调整因素出现时的工程价款调整以及索赔、现场签证确认的费用。未发生时不计取该项费用。

2.2 暂定综合价（含税价）：以签证为准，同时提供增值税发票。

序号 名称
型号规

格
单位

单价

（元）
备注 数量 合计（元）

1 机组一体化控制屏屏 台 70000 设备价含税 2 140000

2 厂用配电屏 台 24000 设备价含税 1 24000

3 直流电源屏 台 58000 设备价含税 1 58000

4
起重移动龙门架5吨，

含轨道
套 70000 综合价含税 1 70000

5 电缆管线安装及敷设 项 60000 综合价含税 1 60000

6 电气照明（建筑工程） m2 35
除税综合单

价
1 35

7 围墙工程 项 100000 暂估价含税 1 100000

3.本工程缺陷责任期为 1 年，自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通过之日起算。

4.保险

4.1 工程保险

关于工程保险的特别约定：所有与现场工程有关的人员的人身保险及设备险、工程险、危险作业意外

伤害险、本方人员的生命财产险以及施工机械设备的财产险、民工工伤保险等。

承包人承担与现场工程有关的一切安全责任及承担相应赔偿、损失等。



4.1 其他保险

关于其他保险的约定： / 。

承包人是否应为其施工设备等办理财产保险： 是 。

5. 工程款支付方式：

开工后预付合同价的10%，工程进度款按工程进度付款证书（付款证书应经业主及监理单位审核）

的100%进行支付，工程完工并向发包人递交完整的归档资料后，总付款额为工程结算价款的 98.5%。

余款作为保留金，待缺陷责任期期满后一个月内结清。

工程预付款在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到签约合同价的 20 %时开始扣款，直至合同累计完成金额达

到签约合同价的 80 %时全部扣清。

6.竣工验收(验收)

6.1 验收工作分类

本工程法人验收包括：分部工程验收、单位工程验收、合同完工验收，政府验收包括： / 。

验收条件为：按《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验收程序为：按《水利水电建设工

程验收规程》（SL223-2008）。

7.结算方式：

7.1 本工程为固定单价合同。

7.2 预算外的新增项目结算编制依据：《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预）算编制规定（2021年）》、

《浙江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21年)》、《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21

年)》、浙水建（2019）4号文《关于重新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浙江省建筑

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浙江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

版、《浙江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金华造价信息》2022年第10期，《浙江造价信

息》2022年第10期计取编制；

7.3 安全施工费结算、工程保险费用（工程一切险及第三方责任险）结算时按实际发生费用办理。

7.4 施工过程中承包人采用的施工方法与预算编制不同，引起工程造价变更的，应提供充分依据并经

发包人签证认可方可变更，结算时采用第7.2条的方法变更。

7.5 工程量按实结算。工程量变更及新增签证按（兰政办发［2007］149号）文件、（兰水务[2020]100

号）文件执行.

7.6 工程预算编制错误造成的偏差，结算时采用第7.2条的方法纠正。

7.7 工程完工验收后承包人应及时提供完整的结算和工程档案资料递交发包人。

附件：1、工程廉政责任书

2、安全生产协议书



附件1：

工程廉政责任书

为加强工程建设中的廉政建设，保证工程建设高效优质完成，保证建设资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工程的发包人兰溪市赤山湖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与承包人（中标单位名称）（以下简称乙方），特订立如下责任书。

第一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 严格遵守党和国家工程建设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水利部门的有关规定。

（二） 严格执行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工程的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

事。

（三） 双方的业务活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除法律认定的商业秘密和

合同文件另有规定之外），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违反工程建设管理规定。

（四） 建立健全廉政制度、监督制度和处罚制度，开展廉政教育，设立廉政告示牌，公布举报

电话。

（五） 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及时提醒对方纠正的权利和义务。

（六） 发现对方严重违反本责任书义务条款的行为，有向其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建议给予处理

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的权利。

第二条 甲方的义务

（一） 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或接受乙方的礼金、礼券、有价证券和物品，不得到乙方报

销任何由甲方或个人支付的费用等。

（二） 甲方不得有意刁难、拖延承包商工程款，不得违反规定批拨工程建设费用等。

（三） 甲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乙方安排的宴请和娱乐活动；不得接受乙方提供的通信工具、交

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四） 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乙方为其住房装修、操办婚丧嫁娶、安排配偶子女

的工作以及出国出境、旅游等。

（五） 甲方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及下属单位不得从事与甲方工程有关的材料设备供应、工程

分包、劳务等经济活动。

（六） 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乙方推荐分包单位，不得要求乙方购买合同规定外

的材料和设备。

第三条 乙方义务

（一）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礼券、有价证券、礼品。



（二） 乙方不得以任何名义为甲方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甲方单位或个人支付的任何费用。

（三） 乙方不得要求甲方违反规定，批拨、追加工程建设费用等。

（四）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甲方工作人员参加宴请及娱乐活动。

（五） 乙方不得为甲方单位和个人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室用品等。

第四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责任书第一、二条，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

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乙方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二）乙方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责任书第一、三条，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

纪、组织处理或停止承接业务处理；给甲方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情节严重的，甲方建

议有关工程建设主管部门给予乙方一至三年内不得参与工程建设项目投标的处罚。

第五条 双方约定

本责任书由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执行。纪检监察机关对本责任书执行情况进行抽查。提出属于

本责任书规定范围的处理意见。

第六条 本责任书有效期同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至该工程项目工程款支付完结时止。

第七条 本责任书作为本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的附件，与工程施工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经甲、

乙双方签署后生效。

本责任书甲、乙双方各执二份，送交监督单位一份。

甲方： （盖单位章） 乙方 ：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安全生产协议书

为在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工程施工合同的实施过程中创造安全、高效的

施工环境，切实搞好本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本项目的发包人兰溪市赤山湖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承包人（中标单位名称）（以下简称“乙方”），特此签订安全生产协议

书：

第一条 发包人职责

（一）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有关安全要求。

（二）甲方应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和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进行

安全生产管理，做到生产与安全工作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和评比。

（三）重要的安全设施必须坚持与主体工程“三同时”的原则，即：同时设计、审批，同时施工，

同时验收、投入使用。

（四）定期召开安全生产调度会，及时传达中央及地方有关安全生产的精神。

（五）组织者应对乙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检查，监督乙方及时处理发现的各种安全隐患。

第二条 乙方职责

（一）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水利部颁发的有关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的安全

生产规定，认真执行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有关安全要求。

（二）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和“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加强安全生产

宣传教育，增强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的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配备专

职及兼职安全检查人员，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安全生产活动。各级领导、工程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

员和具体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和遵守本条款的各项规定，做到生产与安全工作同时计划、布置、检查、

总结和评比。

（三）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从派往项目实施的项目负责人到生产工人（包括临时雇请的民

工）的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必须做到纵向到底，一环不漏；各职能部门、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横

向到边，人人有责。项目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现场设置的安全机构，应按施工人员的1%~3%

配备安全员，专职负责所有员工的安全和治安保卫工作及预防事故的发生。安全机构人员，有权按有

关规定发布指令，并采取保护性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四）在任何时候都应采取各种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其员工发生任何违法、违禁、暴力或妨碍

治安的行为。

（五）必须具有劳动安全管理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证书，参加施工的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技术教



育，熟知和遵守本工种的各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定期进行安全技术考核，合格者方准上岗操作。对

于从事电气、起重、建筑登高架设作业、锅炉、压力容器、焊接、机动车驾驶、爆破等特殊工种的人

员，需经过专业培训，获得《安全操作合格证》后，方准持证上岗。施工现场如出现特种作业无证操

作现象时，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必须承担管理责任。

（六）对于易燃易爆的材料除应专门妥善保管之外，还应配备有足够的消防设施，所有施工人员

都应熟悉消防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乙方不得将任何种类的给予、易货或以其他方式转让给任何人，

或允许、容忍上述同样行为。

（七）操作人员上岗，必须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施工负责人和安全检查员应随时检查劳动防护

用品的穿戴情况，不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的人员不得上岗。

（八）所有施工机具设备和高空作业的设备均应定期检查，并有安全员的签字记录，保证其经常

处于完好状态；不合格的机具、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品严禁使用。

（九）所有施工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必须制定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施

工现场必须具有相关的安全标志牌。

（十）必须按照本工程项目特点，组织制定本工程实施中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如果发

生安全事故，应按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以及其它有关规定，及时上报

有关部门，并坚持“三不放过”的原则，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第三条 违约责任

如因甲方或乙方违约造成安全事故，将依法追究责任，并视事故轻重扣除一定比例的安全保证金。

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副本二份，合同双方各执正本一份，副本一份。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的代理人签署与加盖公章后生效，全部工程竣工验收后失效。

甲方： （盖单位章） 乙方 ：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人：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预算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2、编制范围：高潮水电站技改。更换水轮机 2台、发电机 2台、更换调速

器、快速阀门；门窗改造、室内外墙面涂料、顶棚装修，新增地面静电地板，更

换屋面基层及屋面瓦等。

3、建设单位：兰溪市赤山湖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

4、项目地点：兰溪市上华街道。

二、编制依据

（一）水利部分：

1.《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预）算编制规定（2021 年）》；

2.《浙江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21 年)》；

3.《浙江省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21 年)》；

浙水建（2019）4 号文《关于重新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二)工业与民用建筑部分

1.《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

2.《浙江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8 版；

3.《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 版；

（三）其他依据；

1.其他有关政策法规及造价文件等。

三、取费说明

1、水利工程按三类取费，安全施工费按 1.6%计取，工程保险费（包括工程

一切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费率按 0.475%计取，措施费按 3.5%计取，间接费：

土方工程按 6.5%计取、混凝土 9.5%计取、石方工程按 9.5%计取，利润按 5%计取，

税金按 9%计取。



2.工业与民用建筑部分：

建筑工程中值计取：企业管理费按 16.57%，利润按 8.1%，安全文明施工费

非市区按 7.93%，规费：按中值 25.78%*0.7 计取；税金：按 9%计取。

安装工程安装中值计取：企业管理费按 21.72%，利润按 10.4%，安全文明施

工费按 5.92%，规费：按中值下浮 30.63％*0.7 计取；税金：按 9%计取。

四、编制说明

(一)工程量计算说明

1.建筑部分，门窗改造、内墙及外墙面、屋面改造按建筑图纸，其余顶棚及

地面按水工图纸设计说明；

2.根据甲方意见，进户门为金属卷帘门、普通铝合金窗。

钢门架、闸门轨道及预埋件作安装，防锈油二道设计做法不详，预算为暂定

工程量。

3.材料价格：

材料价格按《金华造价信息》2022 年第 10 期，《浙江造价信息》2022 年第

10 期计取，信息价中没有参照市场价计取；

水利人工价格按 128 元/工日；工民与民用建筑人工价格按金华市 2022 年第

10 期金华市建设工程人工市场信息价计取。

（三）其他说明

1.因厂房内建筑内室照明未设计，本次暂定 35 元/m2 进入编制，列在建筑

内；

2. 因厂房内设备布置不明确，静电地板工程量暂按地面面积计算，结算时

按实际调整。

3.根据价格意见，增加控制电脑 2台；监控系统 1项；自动刹车系统 1套；

远程自动化控制软件 1项；空压机 1台。

五、本工程暂列金额 5 万（含税）。

六、暂定价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1 机组一体化控制屏屏 台 70000 设备价含税

2 厂用配电屏 台 24000 设备价含税

3 直流电源屏 台 58000 设备价含税

4
起重移动龙门架5吨，

含轨道
套 70000 综合价含税

5 电缆管线安装及敷设 项 60000 综合价含税

6 电气照明（建筑工程） m2 35 除税综合单价

7 围墙工程 项 100000 暂估价含税



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
站改造 工程

预算价

预算价(小写): 1865140元

(大写): 壹佰捌拾陆万伍仟壹佰肆拾元整

招  标  人: 造价咨询人:

(单位盖章) (单位资质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编  制  人: 复  核  人:

(造价工程师签字盖专用章) (造价工程师签字盖专用章)

编制时间: 复核时间:



预算汇总表

项目及标段名称: 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第1页 共1页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金额（元）

一 建筑工程 172188

二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375650

三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140530

四 施工临时工程 18663

五 其他项目 158109

合计 1865140

其中： 暂估价

       预留金 50000



其他项目清单计价表

项目及标段名称: 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金额(元) 备注

1 工程保险费 元 8109

2 暂估价（围墙工程） 元 100000

3 预留金 元 50000

合  计 158109



建筑工程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

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

数量

单价

(元)

合价

(元)

主要技术

条款编码
备注

1 建筑 172188

1.1 500115019001 房屋建筑工程 厂房建筑改造 项 121.66 1415.32 172188

厂房建筑改造 m2 1 1415.32 1415

� 合计 172188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第1页 共3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

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主要技术

条款编码
备注

设备费 安装费 设备费 安装费

1 控制系统 362000 32115

1.1
500201024

001

控制、保护、测量及

信号系统设备安装
机组一体化控制屏 台 2 70000.00 1658.38 140000 3317

07025

控制保护系统 控制保

护屏(台、柜)安装 模

拟盘宽度≤2m

台 1 1658.38 1658

机组一体化控制屏 台 1 70000.00 70000

1.2
500201016

001
厂用电系统设备安装 厂用配电屏 台 1 24000.00 27.35 24000 27

07114
厂用配电设备 接线箱

、盒安装 接线盒
10个 1 273.51 274

厂用配电屏 台 1 24000.00 24000

1.3
500201024

002

控制、保护、测量及

信号系统设备安装
直流电源屏 台 1 58000.00 1658.38 58000 1658

07025

控制保护系统 控制保

护屏(台、柜)安装 模

拟盘宽度≤2m

台 1 1658.38 1658

直流电源屏 台 1 58000.00 58000

1.4
500201021

001
主变压器设备安装

变压器SCB10-200-

0.4/10
台 2 70000.00 13556.74 140000 27113

08001

三相双线圈电力变压

器安装 35KV容量≤

1000kVA~若变压器不

需要干燥时

台 1 13556.74 13557

变压器SCB10-200-

0.4/10
台 1 70000.00 70000

2 厂房配电基础及其他 806 8166

2.1
500202011

001
基础型钢制安槽钢 基础型钢制安槽钢 t 1 806.38 615.53 806 616

16022
小型金属构件制作 单

件自重≤10kg
t 0.1 8063.82 806

16027
小型金属构件安装 单

件自重≤10kg
t 0.1 6155.33 616

2.2
500201016

002

接地装置 接地网(系

统)

接地装置 接地网

(系统)
个 1 7550.46 7550

07270
接地母线敷设 接地母

线(户外) 扁钢综合
100m 0.1 1975.16 198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第2页 共3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

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主要技术

条款编码
备注

设备费 安装费 设备费 安装费

07261
接地极制作安装 接地

极角钢
根 3 117.53 353

10047
接地装置 接地网(系

统)
系统 1 7195.89 7196

3 泵站设备 823800 148763

3.1
500201001

001
水轮机设备安装

水轮机，ZDJP502-

LH-60
台 2 147200.00 23785.66 294400 47571

01003
竖轴混流式水轮机安

装 设备自重3t
台 1 23785.66 23786

水轮机，ZDJP502-LH-

60
台 1 147200.00 147200

3.2
500201005

001
发电机设备安装

发电机 SF200-

8/740
台 1 138000.00 25992.13 138000 25992

03002
竖轴水轮发电机安装 

设备自重2t
台 1 25992.13 25992

发电机 SF200-8/740 台 1 138000.00 138000

3.3
500201005

002
发电机设备安装

发电机 SF160-

8/740
套 1 110400.00 25992.13 110400 25992

03002
竖轴水轮发电机安装 

设备自重2t
台 1 25992.13 25992

发电机 SF160-8/740 台 1 110400.00 110400

3.4
500201004

001

调速器及油压装置设

备安装
调速器 TSDZ600-Z 套 2 70000.00 21254.00 140000 42508

02002
调速器 接力器容量≤

600Kg.m
套 1 21254.00 21254

调速器 TSDZ600-Z 套 1 70000.00 70000

3.5
500201025

001

计算机监控系统设备

安装
控制电脑 台 2 9000.00 18000

控制电脑 台 1 9000.00 9000

3.6
500201025

002

计算机监控系统设备

安装
监控系统 项 2 17000.00 3000.00 34000 6000

监控系统 项 1 17000.00 3000.00 17000 3000

3.7
500201025

003

计算机监控系统设备

安装

远程自动化控制软

件
台 2 10000.00 20000

远程自动化控制软件 台 1 10000.00 10000

3.8
500201027

001

工业电视系统设备安

装
自动刹车系统 台 1 7000.00 700.00 7000 700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第3页 共3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

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主要技术

条款编码
备注

设备费 安装费 设备费 安装费

自动刹车系统 台 1 7000.00 700.00 7000 700

3.9
500201034

001

其它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

空压机 功率

(kW)：1.5kw
台 1 2000.00 2000

空压机 台 1 2000.00 2000

3.10
500201018

001
电缆管线安装及敷设

电缆管线安装及敷

设
项 1 60000.00 60000

暂定综合

价
电缆管线安装及敷设 项 1 60000.00 60000

合计 1186606 189044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

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主要技术

条款编码
备注

设备费 安装费 设备费 安装费

1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

程
65555 74975

1.1
500202005

001
闸门设备制作及安装

快速闸门

2000*2000
t 1 49038.68 49039

14001
平板闸门 安装 每扇闸

门自重≤5t
t 4 2259.67 9039

快速闸门2000*2000 台 1 40000.00 40000

1.2
500202011

002
其他金属结构设备安装

闸门轨道及预埋

件作安装，防锈

油二道

t 0.8 6944.04 6155.33 5555 4924

16023
小型金属构件制作 单件

自重≤50kg
t 1 6944.04 6944 0

16027
小型金属构件安装 单件

自重≤10kg
t 1 6155.33 6155

1.3
500202010

001

电动葫芦及单轨小车安

装
5电动葫芦 台 1 11011.91 11012

12058
电动葫芦及单轨小车安

装 电动葫芦起重能力5t
台 1 3011.91 3012

12057 5电动葫芦 台 1 8000.00 8000

1.4
500202001

001
门式起重机设备安装

起重移动龙门架5

吨，含轨道
台 1 60000.00 10000.00 60000 10000

暂定价
门式起重机安装（含轨

道）
台 1 60000.00 10000.00 60000 10000

合计 65555 74975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

工程名称: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第1页 共1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

特征

计量

单位

工程

数量

单价

(元)

合价

(元)

主要技术

条款编码
备注

1 施工导流工程

2 施工交通工程

3 施工场外供电工程

4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1000

4.1 05B001001003 施工房屋 施工房屋 项 1 1000.00 1000

施工房屋 项 1 1000.00 1000

5 安全文明施工费 8744

5.1 05B001001002 安全施工费 安全施工费 项 1 6995.31 6995

安全施工费 项 0.016 437207.00 6995

5.2 05B002001001 文明标化工地建设费 文明标化工地建设费 项 1 1748.83 1749

文明标化工地建设费 项 0.004 437207.00 1749

6 其他临时工程 8919

6.1 05B003001001 其他临时工程 其他临时工程 项 1 8919.02 8919

其他临时工程 项 0.02 445951.00 8919

� 合计 18663



主要材料用量及预算价格汇总表

项目及标段名称: 兰溪市衢江引水入湖工程-高潮水库电站改造 第1页 共1页

序号 材料名称 型号规格
计量

单位
数量

预算价

(元)

材料补差

(元)
备注

1 汽油 kg 122.87 9.35

2 电 kWh 4549.09 0.87

3 钢板 kg 354.80 3.78 0.78

4 型钢 kg 1098.15 4.12 1.12

5 电焊条 kg 187.05 5.81

6 调合漆 kg 8.55 17.39

7 汽油 kg 156.33 9.35

8 电 kWh 5021.50 0.87


	第三节 专用合同条款
	4.保险
	4.1 工程保险

	附件：1、工程廉政责任书
	附件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