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工程量清单表

工程量清单表

清单  第100章  总 则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101 通则

101-1 保险费

-a 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建筑工程一切险 总额 1

-b 按合同条款规定，提供第三者责任险 总额 1

102 工程管理

102-1 竣工文件 总额 1

102-3 安全生产费 总额 1

102-4 信息化系统 总额 1

103 临时工程与设施

103-6 临时交通设施

-a 标志牌 个 9

-b 安全锥 个 1000

-c 附设警示灯的路栏 个 1

-d 夜间照明设施 台 30

-e 闪光箭头 台 1

104 承包人驻地建设

104-1 承包人驻地建设 总额 1

清单  第1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5.1 工程量清单表

工程量清单表

清单  第200章  路 基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202 场地清理

202-2 挖除旧路面

-a 水泥混凝土路面 m3 256.3418

-c 碎石路面 m3 6.8868

202-3 拆除结构物

-d 金属结构 kg 26896

清单  第2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5.1 工程量清单表

工程量清单表

清单  第300章  路 面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308 透层和黏层

308-2 黏层 m2 24362

310 沥青表面处置与封层

310-1 沥青表面处置（2cm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

-a 厚20mm m2 12181

311 改性沥青及改性沥青混合料

311-1 细粒式改性沥青混合料路面

-a 厚40mm m2 12181

311-2 中粒式改性沥青混合料路面

-a 厚60mm m2 12181

312 水泥混凝土面板

312-1 水泥混凝土面板

-a 厚220mm m3 64

312-2 钢筋

-a 光圆钢筋（HPB235、HPB300） kg 593.824

313 路肩培土、中央分隔带回填土、土路肩加固及路缘石

313-3 现浇混凝土加固土路肩 m3 309.28

315 路面病害处理

315-1 轻度裂缝、接缝、错台

-a 聚氨酯灌缝 m 372.5

-b 错台磨平 m 106.8

315-2 重度裂缝、板角修补

-a C40混凝土修补面板（220mm厚） m2 611.19

-b 面板钢筋（光圆钢筋） kg 2499.8

-c C15贫混凝土基层(18cm) m2 30.56

315-3 破碎板

-a 更换C40混凝土面板（220mm厚） m2 154

-b 面板钢筋（光圆钢筋） kg 309.36

-c C15贫混凝土基层(18cm) m2 7.7

315-4 板底脱空

-a 注浆 m2 3654.42

-b 清缝、聚氨酯填缝料 m 8647.72

315-5 过渡段混凝土板接缝

-a 聚氨酯填缝料 m 3898.6

清单  第3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5.1 工程量清单表

工程量清单表

清单  第600章  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

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价

602 护栏

602-3 波形梁钢护栏

-a 路侧波形梁钢护栏

-a-1 Gr-A-4B2 m 561

-c 波形梁钢护栏端头

-c-1 AT-1 个 6

-c-2 AT-2 个 5

605 道路交通标线

605-1 热熔型涂料路面标线

-a 沥青路面热熔标线 m2 570

605-4 突起路标 个 158

605-5 轮廓标

-b 附着式轮廓标

-b-1 De-Rbw-At1 个 57

-b-2 De-Rbw-E 个 207

清单  第600章  合计   人民币           元



5.4 投标报价汇总表

G224海榆中线路面修复养护工程（K269+500～

K271+000）  （项目名称）

G224海榆中线路面修复养护工程（K269+500～

K271+000）  标段

序号 章次 科目名称 金额（元）

1 100   总 则

2 200   路 基

3 300   路 面

4 600   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

5 第100章至第700章合计

6 已包含在清单合计中的材料、工程设备、专业工程暂估价合计

7 清单合计减去材料、工程设备、专业工程暂估价合计

8 计日工合计

9 暂列金额（不含计日工总额）

10 投标报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