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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103010  建设项目总投资 

主要考点： 

1. 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项目的组成 

2. 按费用构成要素划分建筑安装工程费 

3. 按造价形成划分建筑安装工程费 

4.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计算 

5. 增值税计算 

6. 设备购置费计算 

7.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项目组成 

8. 预备费计算 

9. 资金筹措费计算 

10. 流动资金计算 

 

 

 

 

 



1. 建设项目总投资的组成 

 

 

【例题】下列组成建设工程项目总概算的费用中，属于工程费用的是（  ）。【2017】 

A. 勘察设计费用 

B. 建设期利息 

C. 办公生活家具购置费 

D. 建设工程项目的设备购置费 

【答案】D 

  

【例题】下列建设项目投资中，属于动态投资的是（  ）。【2016】 

A. 建设期利息 

B.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C. 铺底流动资金 

D. 基本预备费 

【答案】A 

 

 

 



2. 按费用构成要素划分建筑安装工程费 

  

 

（一）人工费 

支付给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和附属生产单位工人的费

用 

人 

工 

费 

1. 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 

2. 奖金 

3. 津贴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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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定期休假、停工

学习等的工资 

 



【例题】下列费用中,属于建筑安装工程人工费的有(   )。 

A. 生产工人的技能培训费用 

B. 生产工人的流动施工津贴 

C. 生产工人的增收节支奖金 

D. 项目管理人员的计时工资 

E. 生产工人在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 

【答案】BCE 

（二）材料费 

包括材料费和工程设备费 

材 

料 

费 

1.材料原价 

2.运杂费 

3.运输损耗费 

4.采购保管费：采购费、仓储费、工地保管费、仓储损耗 

设 

备 

费 

1.材料原价 

2.运杂费 

3.采购保管费 

 

【例题】施工中发生的下列与材料有关的费用，属于建筑安装工程费中的材料费的是（   ）。

【2017】 

A. 对原材料进行鉴定发生的费用 

B. 施工机械整体场外运输的辅助材料费 

C. 原材料的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耗损费 

D. 机械设备日常保养所需的材料费用 

【答案】C 

 

 



（三）施工机具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 1.折旧费 

2.大修理费 

3.经常修理费 

4.安拆费及场外运费：大型机械除外 

5.人工费 

6.燃料动力费 

7.税费 

仪器仪表使用费 仪器仪表摊销费+维修费 

 

【例题】根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03]206 号），属于建筑安装工程施工

机械使用费的有（  ）。【2012】 

A. 施工机械大修理费用   

B. 施工机械经常修理费用   

C. 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 

D. 机上司机和其他操作人员的工作日人工费   

E. 施工机械按规定缴纳的车船使用税 

【答案】ABDE 

 

 

（四）企业管理费 

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需的费用 

1. 管理人员工资                  9. 工会经费 

2. 办公费 10. 职工教育经费 

3. 差旅交通费 11. 财产保险费                         

4. 固定资产使用费 12. 财务费 



5. 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费 13. 税金、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6. 劳动保护费 14. 其他：业务招待费、绿化费、

广告费、审计费等 7. 工具用具使用费  

8. 检验试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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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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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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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根据现行《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13】44 号），职工的劳动保险

费应计入（  ）。【2014】 

A. 规费 

B. 企业管理费 

C. 措施费 

D. 人工费 

【答案】B 

【解析】管办差固二劳工，检会二财职其他，两税两附加 

劳动保护费和劳动保险费 

【例题】施工企业购买施工现场用安全帽的费用应从（  ）列支。【2017】 

A. 人工费用 



B. 材料费用 

C. 资产使用费 

D. 管理费用 

【答案】D 

【解析】安全帽属于劳动保护费，所以属于企业管理费 

 

【例题】施工企业按照规定标准对采购的建筑材料进行一般性鉴定，检查发生的费用应计入

（  ）。【2014】 

A. 材料费 

B. 企业管理费 

C. 人工费 

D. 措施项目费 

【答案】B 

【解析】对材料的一般性鉴定的费用属于检验试验费，所以属于企业管理费 

（五）利润 

利润是指企业完成承包工程所获得的盈利。 

（六）规费 

 

【例题】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应列入规费清单的费



用是（   ）。【2013】 

A. 上级单位管理费 

B. 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 

C. 住房公积金 

D. 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  

【答案】C 

【例题】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应计入社会保险费的

有（  ）。【2013】 

A. 财产保险费 

B. 失业保险费 

C. 医疗保险费 

D. 劳动保护费 

E. 工伤保险费 

【答案】BCE 

（七）增值税 

税前造价=人料机+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 

人料机管利规之和 

各费用均不包含增值税 

增值税=税前造价×增值税率（9%） 

 

 

 

 

3. 按造价形成划分建筑安装工程费 



  

 

 
 

 



 
 

（一）分部分项工程费 

构成工程实体的各专业中的分部分项工程 

 

 

（二）措施项目费 

 

【例题】下列费用中，属于安装工程费中措施项目费的是（  ）。【2014】 

A. 施工机具使用费 

B. 暂列金额  

C. 工程定位复测费 

D. 工程排污费 

【答案】C 



【例题】施工现场设立的安全警示标志、现场围挡等所需的费用应计入（  ）费用。【2015】 

A. 分部分项工程 

B. 规费项目 

C. 措施项目 

D. 其他项目 

【答案】C 

【例题】项目竣工验收前，施工企业对己完工程进行保护发生的费用应计入（  ）。【2010】 

A. 措施费                

B. 规费            

C. 人工费          

D. 企业管理费 

【答案】A 

（三）其他项目费 

暂列 

金额 

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或不可预见的材料、设备、服务费或是工程变更、工程价款

调整、索赔及现场签证等费用 

可能花也可能不花，建设单位给出 

计日工 施工中，施工单位完成施工图纸以外的零星项目或工作 

按施工过程中的签证计价 

总承包 

服务费 

总承包人配合协调发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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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自主报价 

【例题】关于招标控制价中“暂列金额”的说法，正确的有（  ）。【2012】 

A. 暂列金额由材料暂估价和专业工程暂估价两部分组成   

B. 设计图纸详细深入的工程，可适当降低暂列金额 

C. 复杂工程的暂列金额可适当提高   

D. 暂列金额应根据拟采用的施工方案估算 



E. 暂列金额的估算要考虑工程环境条件 

【答案】BCE 

【例题】按照造价形成划分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暂列金额主要用于（  ）。【2018】 

A. 施工中可能发生的工程变更的费用 

B. 总承包人为配合发包人进行专业工程发包产生的服务费用 

C. 施工合同签订时尚未确定的工程设备采购的费用 

D. 工程施工中合同约定调整因素出现时工程价款调整的费用 

E. 在高海拔特殊地区施工增加的费用 

【答案】ACD 

（四）规费 

 

 

（五）增值税： 

增值税=税前造价×增值税率（9%） 

税前造价=分措其规之和 

注：不可竞争性费用 

① 安全文明施工费 

② 规费 

③ 税金（增值税） 

④ 暂列金额 



⑤ 暂估价 

 

4.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计算 

（一）费用要素构成 

 

 

材料费的计算 

包括材料费和工程设备费 

材 

料 

费 

1.材料原价 

2.运杂费 

3.运输损耗费 

4.采购保管费：采购费、仓储费、工地保管费、仓储损耗 

材料单价=（材料原价+运杂费）×（1+运输损耗率）×（1+采购保管费率） 

材料费=Σ材料消耗量×材料单价 

 

施工机械使用费的计算 

机械台班单价=台班折旧费+台班大修费+台班经常修理费+台班安拆费及场外运费+台班

人工费+台班燃料动力费+台班车船税费  

 

  



企业管理费的计算 

工程造价机构在确定计价定额中企业管理费时，应以定额人工费或（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

费）作为计算基数，其费率根据历年工程造价积累得资料，辅以调查数据确定，列入分部分

项工程和措施项目中。 

 

规费的计算 

规费包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应以定额人工费为计算基础，根据工程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规定费率计算。 

【例题】施工企业采购的某建筑材料出厂价为 3500 元/吨,运费为 400 元/吨,运输损耗率为

2%,采购保管费率为 5%,则计入建筑安装工程材料费的该建筑材料单价为（  ）元/吨。

【2018】 

A. 4176.9 

B. 4173.0 

C. 3748.5 

D. 3745.0 

【答案】A 

【例题】某施工机械购置费为 120 万元，折旧年限为 6 年，年平均工作 250 个台班，预计

净残值率为 3%,按工作台班法提职折旧，该机械台班折旧费为（  ）元。 

A. 800 

B. 776 

C. 638 

D. 548 



【答案】B 

【解析】1200000×（1-3%）/（250×6）=776 

【例题】某施工机械预算价格为 65 万元，预算残值率为 3%,折旧年限为 5 年（年限平均法

折旧），每年工作 250 台班。折旧年限内预计每年大修理 1 次，每次费用为 3 万元。机械台

班人工费为 130 元，台班燃料动力费为 15 元，台班车船税费为 10 元，不计台班安拆费及

场外运输费和经常修理费，则该机械台班单价为（    ）。【2019】 

A. 649.40                    B. 754.40 

C. 795.00                    D. 779.40 

【答案】D 

（二）造价形成  

 

 

部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  

1. 国家计量规范规定应予计量的措施项目，其计算公式为： 

措施项目费=∑（措施项目工程量×综合单价） 

 

 

 

 

5. 增值税计算 

（一）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例题】A 企业购买钢材 100 吨，每吨售价 3500 元/吨（不含税），增值税率为 13% ，该

批钢材买回后全部加工成钢制品出售，销售额为 65 万（不含税），问 A 企业销售该批钢制

品所要缴纳的增值税为多少？ 



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100×3500×13%=45500 元 

销项税额=销售额×增值税率 

=650000×13%=84500 元 

应纳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84500-45500=39000 元 

（二）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的简易计算办法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实行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办法，并不

得抵扣进项税额。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 

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为 3%，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建筑业增值税计算办法 

（1）一般计税法 

 

 

 



【例题】某住宅小区工程，施工单位的合同价为 6000 万元（含税），经过财务考核，施工

单位对该项目所有的购入项总价为 3000 万元（含税），各购入项目的综合增值税率为 6%，

则该施工单位对此住宅小区工程缴纳的增值税为（  ）万元。 

A. 360.0               B. 325.6 

C. 305.5               D. 430.2 

【答案】B 

【例题】某建筑施工合同造价 1800 万元（含税），合同履行完毕后，经过核算施工企业对

该项目所有的购入项总额为 800 万元（含税），各购入项的综合增值税率为 6.4%，如果采

用简易计税方法，则该施工企业的应纳增值税为（  ）万元。 

A. 163.63                 B. 115.51 

C. 52.43                   D. 4.31 

【答案】C 

 

 

6. 设备购置费计算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设备购置费和工器具购置费 

工器具购置费：生产车间里的工具、器具和生产家具（工人的工作台）直接用于生产 

 
 

【例题】估算建设项目设备购置费时，可直接作为设备原价的有（  ）。【2016】 

A. 国产非标准设备成本价 

B. 国产标准设备出厂价 

C. 国产标准设备订货合同价 

D. 进口设备抵岸价 

E. 进口设备出厂价 

【答案】BCD 

（二） 进口设备抵岸价的构成 

 

 

  



 

 
 

【例题】某企业拟进口套机电设备。离岸价折合人民币为 1830 万元,国际运费和国外运输

保险费为 22.53 万元,银行手续费为 15 万元,关税税率为 22%,增值税税率为 16%,则该进口

设备的增值税为（ ）万元。【2018】 

A. 362.14 

B. 361.61 

C. 356.86 

D. 296.40 

【答案】B 

【例题】某项目拟从国外进口一套设备，重 1000 吨，装运港船上交货价 300 万美元，国

际运费标准每吨 360 美元，海上运输保险费率 0.266%。美元银行外汇牌价 6.1 元人民币。

则该套设备国外运输保险费为（  ）万元。 

A. 4.868 

B. 4.881 

C. 5.452 

D. 5.467  



【答案】D 

（三） 设备运杂费 

 
 

 

7.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项目组成 

  

（一） 与项目建设有关的其他费用 

 



（1）场地准备费和临时设施费 

场地准备费是指为使工程项目的建设场地达到开工条件，由建设单位组织进行的场地平整等

准备工作而发生的费用。 

临时设施费是指建设单位为满足施工建设需要而提供的未列人工程费用的临时水、电、路、

讯、气等工程和临时仓库等建（构）筑物的建设、维修、拆除、摊销费用或租赁费用，以及

铁路、码头租赁等费用。 

此项费用不包括已列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的施工单位临时设施费用。 

新建项目的场地准备和临时设施费应根据实际工程量估算，或按工程费用的比例计算 

改扩建项目一般只计拆除清理费 

场地准备和临时设施费=工程费用×费率+拆除清理费 

【例题】下列建设工程项目相关费用中，属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是（  ）。 

A. 专项评价费  

B. 建筑安装工程费 

C.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D. 研究试验费 

E. 市政公用配套设施费 

【答案】ADE 

【例题】关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中场地准备费和临时设施费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场地准备费是由承包人组织进行场地平整等准备工作而发生的费用 

B. 临时设施费是承包人为满足工程建设需要搭建临时建筑物的费用 

C. 新建项目的场地准备费和临时设施费应根据实际工程量估算或按工程费用比例计算 

D. 场地准备费和临时设施费应考虑大型土石方工程费用 



【答案】C 

（二）与未来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费用 

  

 

联合试运转费 

是指进行整个生产线或装置的负荷联合试运转或局部联动试车所发生的费用净支出。 

净支出=联合试运转支出-联合试运转收入 

支出：原燃动费用、工器具费用、施工单位参加试运转人员及专家费用 

收入：产成品收入 

 建筑安装工程费中开支的调试及试车费、试运转中暴露出施工原因导致的缺陷（不包括

的内容） 

 【例题】关于联合试运转费的说法，正确的是（  ）。【2014】 

A. 联合试运转费包括单机的调试费 

B. 联合试运转费包括单机安装后试运转中因施工质量原因发生的处理费用 

C. 联合试运转费应为联合试运转所发生费用净支出 

D. 联合试运转支出主要是材料费、不包含人工费 

【答案】C 

 

 

 

 



8. 预备费计算 

（一）基本预备费   

指在项目实施中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支出，需要预先预留的费用，又称不可预见费。主要指

设计变更及施工过程中可能增加工程量的费用。 

 
 

 （二）价差预备费 

指建设工程项目在建设期内由于价格等变化引起投资增加，需要事先预留的费用。 

计算基数：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基本预备费 

 

【例题】某建设项目建安工程费 10000 万元，设备购置费 60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000 万元，已知基本预备费率 5%，项目建设前期年限为 1 年，建设期为 3 年，各年投资

计划额为：第一年完成投资 20%,第二年 60%,第三年 20%。年均投资价格上涨率为 6%，

求建设项目建设期间价差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 ( 10000 + 6000 + 4000）×5% 

 = 1000 万元 

静态投资=10000 + 6000 + 4000 + 1000  

= 21000 万元 

第一年投资额 I1= 21000×20% = 4200 万元 

第一年价差预备费 P1  

= I1[ ( 1 + ƒ)1 ( 1 + ƒ) 0.5 ( 1 + ƒ) 0 - 1]  

= 383.6 万元 

 

第二年投资额 I2 = 21000×60% = 12600 万元 

第二年价差预备费 P2  

= I2[ ( 1 + ƒ)1 ( 1 + ƒ) 0.5 ( 1 + ƒ) 1 - 1]  

= 1975.8 万元 

第三年投资额 I3 = 21000×20% = 4200 万元 

第三年价差预备费 P3  

= I3[ ( 1 + ƒ)1 ( 1 + ƒ) 0.5 ( 1 + ƒ) 2 - 1]  

= 950.2 万元 

 

 

 

 

 



9. 资金筹措费计算 

  

【例题】某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期为 2 年，第一年贷款 600 万元，第二年贷款 800 万元，

贷款年利率为 10%，按年复利计息，则该项目建设期利息总和为（    ）万元。 

  

 

【例题】某项目建设期为 2 年,共向银行借款 10000 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6%第 1 和第 2 年借

款比例均为 50%借款在各年内均衡使用,建设期内只计息不付息。则编制投资估算时该项目

建设期利息总和为（  ）万元。【2018】 

A. 609 

B. 459 

C. 450 



D. 300  

【答案】A 

 

10. 流动资金计算 

 流动资金：运营期内长期占用并周转使用的营运资金。 

 估算方法：扩大指标法和分项详细估算法 

 （一）扩大指标法 

 流动资金= 各种费用基数× 相应的流动资金所占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