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标后预算编制方法

（一）直接工程费

2.材料费计算

材料预算价格由材料原价、运杂费、场外运输损耗、

采购及仓库保管费组成，其中材料原价、运杂费按不含

增值税（可抵扣进项税额）的价格确定。



材料单价=（材料采购单价+运杂费）×（1+场外

运输损耗率）×（1+采购及保管费率）-包装品回收价

值 





二、工程量清单的内容

（二）工程量清单的内容

1.前言

（8）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

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10）工程量清单中投标人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

子目，其费用视为已分摊在工程量清单中其他相关子目

的单价或价格之中。承包人必须按监理人指令完成工程

量清单中未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但不能得到结算与

支付。



（11）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

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各子目之中，未列子目不予

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

子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三、合同价款的调整

（二）工程价款价差调整的主要方法

1.工程造价指数调整法

2.实际价格调整法

3.调价文件计算法

4.调值公式法



P=P0（a0+a1A/A0+a2B/B0+a3C/C0+……）

P—调值后合同价款或工程实际结算款；

P0—合同价款中工程预算进度款；

a0—固定要素，代表合同支付中不能调整部分占合

同总价的比重；

a1、a2、a3...—代表各有关费用（如人工费、钢材

费用、水泥费用等）在合同总价中所占的比重，

a0+a1+a2+a3+…..=1



A0、B0、C0…—与a1、a2、a3对应的各项费用的基

期价格指数；

A、B、C…—与a1、a2、a3对应的各项费用的现行

价格指数。



二、各种款项支付的约定

（一）预付款

1.在承包人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并提交了开工预付款

保函后，监理工程师应在当期进度付款证书中向承包人

支付开工预付款的70%的价款；在承包人承诺的主要设

备进场后，再支付预付款30%。





一、预制梁场布设

（三）场地建设

1.场地建设前施工单位应将梁场布置方案报监理工

程师审批，方案内容应包含各类型梁板的台座数量、模

板数量、生产能力、存梁区布置及最大存梁能力等。



2.宜采用封闭式管理，场地内应按办公区、生活区、

构件加工区、制梁区和存梁区、废料处理区等科学合理

设置。 。



4.场内路面宜做硬化处理，主要运输道路应采用不

小于20cm厚的C20混凝土硬化，基础不好的道路应增

设碎石掺石屑垫层。场内不允许积水，四周设置砖砌排

水沟，并采用M7.5砂浆抹面。

5.预制梁场应尽量按照“工厂化、集约化、专业化”

的要求规划、建设，每个预制梁场预制的梁板数量不宜

少于300片。

8.设置自动喷淋养护设备，预制梁板采用土工布包

裹喷淋养护，养护水应循环使用。



（四）预制梁板台座布设

1. 先张法施工的张拉台座不得采用重力式台座，先

张法施工的张拉台座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式台座。

4.梁板预制完成后，移梁前应对梁板喷涂统一标识

和编号，标识内容包括预制时间、张拉时间、施工单位、

梁体编号、部位名称等。

5.设计文件无规定时，空心板叠层不得超过3层，

小箱梁和T梁堆叠存放不超过2层。



一、拌和站选址

2、拌和站选址尽量靠近主体工程施工部位，做到

运输便利，经济合理；并远离生活区、居民区，尽量设

在生活区、居民区的下风向。

二、场地建设

5.拌合站各罐体宜连接成整体，安装缆风绳和避雷

设施，每一个罐体应喷涂成统一的颜色，并绘制项目名

称及施工单位间名称，两者竖向平行绘制。



二、便桥建设

（一）建设标准

2.便桥高度不低于上年最高洪水位，桥头设置限高、

限重、限速标牌，桥面设立柱间距1.5～2.0m、高1.2m

的栏杆防护，栏杆颜色标准统一，在适当位置设置醒目

的警示反光标志。





四、路面机械

（一）沥青混凝土搅拌设备

1.沥青混凝土搅拌设备分类。

按我国目前规范要求，高等级公路建设应使用强制

间歇式搅拌设备，连续滚筒式搅拌设备用于普通公路建

设。



2.沥青混合料拌合设备的生产能力

（1）间歇式设备生产率计算公式：

式中Gj——每拌制一份料的质量（kg）；

n——每小时拌制的份数；

KB——时间利用系数，KB =0.8～0.9。



式中:  

t1——搅拌器加料时间（min）；

t2——混合料搅拌时间（min）；

t3——成品料卸料时间（min）。



（二）沥青混凝土摊铺机

1.沥青混合料摊铺机的生产能力

Q=hBvoρKB（t/h）

式中h——铺层厚（m）；

B——摊铺带宽（m）；

Vo——摊铺工作速度（m/h）；

ρ ——沥青混合料密度（t/m³）；

KB ——时间利用系数（0.75～0.95）。



（六）稳定土厂拌设备、稳定土拌合机

稳定土拌合机的生产能力由拌合宽度、深度和工作

行进速度决定。

（七）沥青场（站）设备、工程运输车辆 

倾翻式运输车将工程建筑材料运往工地时，在生产

中所用运输车辆数量n视工程建筑材料的生产能力G

（t/h）、车辆的载重能力G0（t）及运输时间等因素而

定，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t1——重载动程时间（min）； 

t2——空载动程时间（min）； 

t3——在工地卸料和等待的总时间（min）；

T——拌制一车混合料所需的时间T=60G0/G

（min）； 

a——储备系数，一般取a=1.1～1.2。



五、桥梁基础施工机械 

（一）钻孔设备 

3.螺旋钻机、冲击钻机、回转斗钻机 

（2） 冲击钻机：，尤其在卵石、漂石地质条件下

具有明显的优点；

4.液压旋挖钻孔机：适用于除岩层、卵石、漂石地

质外的各种土质地质条件。 



（二）桩工机械

常用的冲击式打桩机械有：蒸汽打桩机、柴油打桩

机、液压打桩机、振动沉拔桩机、静压沉桩机等。生产

能力由桩锤重量、冲击能量和桩的大小决定。



六、桥梁上部施工机械

（一）预应力张拉成套设备

预应力张拉成套设备主要由千斤顶、油泵车、卷管

机、穿索机和压浆机组成。其能力由张拉千斤顶的吨位

和锚具强度决定。



一、合理配置施工机械

（三）施工机械的选择方法

4.根据工程量、计划时段内的台班数、机械的利用

率和生产率来确定施工机械需要数量，可用公式计算：



式中N——需要机械的台数；

P——计划时段内应完成的工程量（m³）；

W1 ——计划时段内的台班数；

Q ——机械的台班生产率（m³／台班）；

KB ——时间利用系数。



二、路基工程主要机械设备的配置

（二）根据作业内容选择施工机械

4.对于土石填筑工程，选择的机械与设备主要有：

推土机、铲运机、羊脚碾、压路机、洒水车、平地机和

自卸汽车等；



四、沥青路面施工的机械配置和组合

（一）沥青混凝土搅拌设备的配置

沥青混合料拌合厂一般包括原材料存放场地，沥青

贮存及加热设备，搅拌设备，试验室及办公用房。高等

级公路一般选用生产量高的强制间歇式沥青混凝土搅拌

设备。



五、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主要机械设备的配置

混凝土搅拌楼、装载机、运输车、布料机、挖掘机、

吊车、滑模摊铺机、整平梁、拉毛养护机、切缝机、洒

水车等。



六、桥梁工程施工主要机械设备的配置

（一）通用施工机械

1.常用的有各类吊车，各类运输车辆和自卸车等；

2.桥梁混凝土生产与运输机械，主要有混凝土搅拌

站、混凝土运输车、混凝土泵和混凝土泵车。



（三）上部施工机械

3.悬臂施工方法：主要施工设备有吊车、悬挂用专

门设计的挂篮设备；

4.预制吊装施工方法：主要施工设备有各类吊车或

卷扬机、万能杆件、贝雷架等；

另外，对海口大桥的施工需配置相应的专业施工设

备，如打桩船、浮吊、搅拌船等。





1B431000 公路建设管理法规定和标准

1B431020 公路建设管理相关规定



一、《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的主要规定

（二）市场主体行为管理

1.国家投资的公路建设项目，项目法人与施工、监

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签订

廉政合同。



9.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等级分为AA、A、B、C、

D五个等级，各信用等级对应的企业评分X分别为：

AA级：95分≤X≤100分，信用好；

A级：85分≤X＜95分，信用较好；

B级：75分≤X＜85分，信用一般；

C级：60分≤X＜75分，信用较差；

D级：X＜60分，信用差。



2.公路工程设计变更分为重大设计变更、较大设计

变更和一般设计变更。重大设计变更由交通部负责审批。

较大设计变更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审批。项目法人

负责对一般设计变更进行审查。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设计变更：

（1）连续长度10km以上的路线方案调整的；

（4）互通式立交的数量发生变化的；

（6）超过初步设计批准概算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较大设计变更：

⑴连续长度2km以上的路线方案调整的；

⑶特殊不良地质路段处置方案发生变化的；

⑷路面结构类型、宽度和厚度发生变化的；

⑺互通式立交的位置或方案发生变化的；

⑻分离式立交的数量发生变化的；

⑾其他单项工程费用变化超过500万元的；

⑿施工图设计批准预算的。



一、招标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可以不进

行招标：

（1）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抢险救灾或者属

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特殊

情况;



（2）需要采用不可替代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

（3）采购人自身具有工程施工或者提供服务的资

格和能力，且符合法定要求;

（4）已通过招标方式选定的特许经营项目投资人

依法能够自行施工或者提供服务;

（5）需要向原中标人采购工程或者服务，否则将

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



二、投标

1.对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招标人采用资格预审方式

进行招标且评标方法为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的，或者采

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招标的，投标文件应当以双信封形

式密封，第一信封内为商务文件和技术文件，第二信封

内为报价文件。



2.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撤回投标文件且招标人

已收取投标保证金的，招标人应当自收到投标人书面撤

回通知之日起5日内退还其投标保证金。

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招标人可以不

退还投标保证金。



（二）公路工程竣工验收

1.竣工验收应具备的条件

⑴通车试运营2年以上。

⑵交工验收提出的工程质量缺陷等遗留问题已全部

处理完毕，并经项目法人验收合格。

⑶工程决算编制完成，竣工决算已经审计，并经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认定。

⑷竣工文件已完成全部内容。



⑸档案、环保等单项验收合格，土地使用手续已办

理。

⑹各参建单位完成工作总结报告。

⑺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检测鉴定合格，并形成

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5.竣工验收质量评定

竣工验收工程质量评分采取加权平均法计算，其中

交工验收工程质量得分权值为0.2，质量监督机构工程

质量鉴定得分权值为0.6，竣工验收委员会对工程质量

的评分权值为0.2。

工程质量评分大于等于90分为优良，小于90分且

大于等于75分为合格，小于75分为不合格。



1B432010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相关规定



2. 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

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分包单位应当服从总承包单

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导致生产安全

事故的，由分包单位承担主要责任。



一、高速公路路堑高边坡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

1.评估方法

高速公路路堑高边坡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划分为

总体风险评估和专项风险评估两个阶段，一般采用专家

调查评估法、指标体系法。



二、公路桥梁和隧道工程施工安全风险评估

（一）评估范围

1.桥梁工程

（2）跨径大于或等于140m的梁式桥，跨径大于

400m的斜拉桥，跨径大于1000m的悬索桥；

（3）墩高或净空大于100m的桥梁工程；



（4）采用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新技术的特

大桥、大桥工程；

（5）特殊桥型或特殊结构桥梁的拆除或加固工程；

（6）施工环境复杂、施工工艺复杂的其他桥梁工

程。



2.隧道工程

（1）穿越高地应力区、岩溶发育区、区域地质构

造、煤系地层、采空区等工程地质或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的隧道；

（3）长度3000m及以上的隧道工程，VI、V级围

岩连续长度超过50m或合计长度占隧道全长的30%及

以上的隧道工程；

（4）连拱隧道和小净距隧道工程；



（二）评估方法

3.评估方法。一般采用风险指标体系法、作业条件

危险性分析法等。



（三）评估步骤

1.开展总体风险评估

2.确定专项风险评估范围。总体风险评估等级达到

Ⅲ级（高度风险）及以上工程应进行专项风险评估。

3.开展专项风险评估

4.确定风险控制措施



（四）评估组织与评估报告

1.当被评估项目含多个合同段时，总体风险评估应

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专项风险评估工作仍由合同施工

单位具体实施。

3.报告内容应包括评估依据、工程概况、评估方法、

评估步骤、评估内容、评估结论及对策建议等。



一、事故分类及等级

（一）《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事故分20类： 

1.物体打击；2.车辆伤害；3.机械伤害；4.起重伤

害；5.触电；

6.淹溺；7.灼烫；8.火灾；9.高处坠落；10坍塌；

11.冒顶片帮；

12.透水；13.放炮；14.火药爆炸；15.瓦斯爆炸；

16.锅炉爆炸；

17.容器爆炸；18.其它爆炸；19.中毒和窒息。



（二）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

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二、事故报告

2.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⑴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⑶事故的简要经过； 

⑷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和初步估

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⑸已经采取的措施；





一、公路工程质量事故的等级划分

根据直接经济损失或工程结构损毁情况（自然灾害

所致除外），公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为特别重大

质量事故、重大质量事故、较大质量事故和一般质量事

故四个等级；直接经济损失在一般质量事故以下的为质

量问题。



事故等级 判断依据

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重大质量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特大桥
主体结构垮塌、特长隧道结构坍塌大型水运工程
主体结构垮塌、报废

较大质量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高
速公路项目中桥或大桥主体结构垮塌、中隧道或
长隧道结构坍塌、路基（行车道宽度）整体滑移；
中型水运工程主体结构垮塌、报废

一般质量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除高
速公路以外的公路项目中桥或大桥主体结构垮塌、
中隧道或长隧道结构坍塌；小型水运工程主体结
构垮塌、报废



二、公路工程质量事故报告的规定

1．公路工程质量事故报告的责任人

工程项目交工验收前，施工单位为工程质量事故报

告的责任单位；

自通过交工验收至缺陷责任期结束，由负责项目交

工验收管理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明确项目建设单位或管

养单位作为工程质量事故报告的责任单位。



2．公路工程质量事故报告相关规定

（1）事故报告责任单位应在接报2小时内，核实、

汇总并向负责项目监管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工程质

量监督机构报告。



谢谢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