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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编制说明 

一、编制依据 

《厅堂扩声、译音系统安装工程费用定额》（简称费用定额）是依据原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广局【2008】385 号文的要求，由北京中广广播电视工程公司对《扩声译

音系统安装工程预算定额》GY5201-1994 进行修订，编制组结合厅堂扩声、译音系统

行业设备安装工程的专业性，在《广播电视安装工程费用定额》GY5203-1995 的基础

上对有关内容进行了调整与修订，制定本费用定额。 

二、适用范围 

本费用定额适用于厅堂扩声、译音系统建设工程设备安装施工项目承包的设备安

装，计算机、综合布线、电缆、光缆传输等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以及拆除工程。 

本预算定额应与其相应的安装工程预算定额配套使用。 

三、费用定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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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费用定额是编制厅堂扩声、译音系统设备安装工程预算的依据。在编制工程概

算时可参照执行。 

四、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本预算费用定额的各项取费标准是根据厅堂扩声、译音系统施工企业完成的工

程实例，经调查，综合分析确定。 

（二）为适应市场竞争，本预算定额中不设定划分工程建设行政区域，工程等级类别

以及施工企业资质等级。 

 

第二章 厅堂扩声、译音系统设备安装工程费用组成 

厅堂扩声、译音系统备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四个部分

组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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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次倒运费 

2. 测量放线费 

3.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4. 施工现场检验试验费 

5. 施工队伍调遣费 

6. 超高施工增加费 

7.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8.停工窝工费 

9. 夜间职工增加费 

10、施工用水、电、气等费 

11、工程定位复测、工程点

交、场地清理费 

 

   场地清理费 
 

直接措施费 

其它项目

措施费 

一、直接费 

（二）措施费 

（一）直接工程费 

1、人工费 

2、材料费 

3、施工机械使用费 

4、施工仪器仪表使用费 

1.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 

2. 临时设施费 

3. 生产工具用具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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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2. 职工失业保险费 

3. 职工医疗保险费 

4. 职工工伤保险费 

5. 住房公积金 

1. 管理人员工资 

2. 办公费 

3. 差旅交通费 

4. 固定资产使用费 

5. 工具用具使用费 

6. 劳动保险费 

7. 工会经费 

8. 职工教育经费 

9. 财产保险费 

10.财务费 

11.税金 

12.其他 

（一）规费 

 

（二）企业管理费 

二、间接费 

三、利润 

四、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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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费 

由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 

（一）直接工程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各项费用，包括人工费、

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和施工仪器仪表使用费。 

１、人工费：是指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开支的各项费用，内容包

括： 

       （1）基本工资：是指发放给生产工人的基本工资。 

       （2）工资性补贴：是指按规定标准发放的物价补贴，煤、燃气补贴，交通补贴，

住房补贴，流动施工津贴等。 

       （3）生产工人辅助工资：是指生产工人年有效施工天数以外非作业天数的工资，

包括职工学习、培训期间的工资，调动工作、探亲、休假期间的工资，因气候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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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工资，女工哺乳时间的工资，病假在六个月以内的工资及产、婚、丧假期的工

资。 

         （4）职工福利费：是指按规定标准计提的职工福利费。 

         （5）生产工人劳动保护费：是指按规定标准发放的劳动保护用品的购置费及修理

费，徒工服装补贴，防暑降温费，在有碍身体健康环境中施工的保健费用等。 

２、材料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的主要材料（设备）、辅助材料、

构配件、半成品的费用和周转使用材料的摊销（或租赁）。内容包括： 

           （1）主要材料（设备）原价（或供应价格）； 

          （2）材料运杂费：是指材料自来源地运至工地仓库或指定堆放地点所发生的全

部费用； 

           （3）运输损耗费：是指材料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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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采购及保管费：是指为组织采购、供应和保管材料过程所需要的各项费

用。包括：采购费、仓储费、工地保管费、仓储损耗。 

（5）检验试验费：是指对主要材料（设备）、构件安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

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自设试验室进行试验所耗用的材料和化学药品等费用。不包括新

结构、新材料的试验费和建设单位对具有出厂合格证明的材料进行试验，对构件做破

坏性试验及其他特殊要求检验试验的费用。 

３、施工机械使用费：是指施工机械作业所发生的机械使用费。 

４、施工仪器仪表使用费：指厅堂扩声、译音系统设备和线缆施工过程中所需检测、

测量、调试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发生的费用。 

 

（二）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非工程

实体项目的费用。措施费由直接措施费和其它项目措施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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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措施费 

指施工过程中必须发生的各项措施费用： 

      （1）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是指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所需要的各项费

用。 

     （2）临时设施费：是指施工企业为进行建筑工程施工所需搭设的生活和生产用的临

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临时设施费用等。 

临时设施包括：临时宿舍、文化福利及公用事业房屋与构筑物，仓库、办公室、

加工厂以及规定范围内道路、水、电、管线等临时设施和小型临时设施。 

临时设施费用包括：临时设施的搭设、维修、拆除费或摊销费。 

      （3）生产工具用具使用费：是指生产施工所需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生产工具及检验

用具等的购置、摊销和维修费，以及支付给工人自备工具补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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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它项目措施费 

      （1）二次倒运费：是指因施工场地狭小等特殊情况而发生的二次倒运费用。 

      （2）测量放线费：是指工程开工前确定建筑物位置、标高、水准点所需的人工

费、仪器仪表费、工具用具的摊销和维修等费用。 

      （3）冬雨季施工增加费：是指在冬、雨季施工期间，在室外施工因气候影响，施

工不能正常进行，影响工程施工所产生的降效增加费用。 

      （4）施工现场检验试验费：是指工程在开工前或施工过程中需对设备、材料、构

件、零部件等进行一般性检验、试验、测试所发生的人工费，材料费等。 

     （5）施工队伍调遣费：是指为满足工程施工需要，依据合同约定，调往施工现场的

人员、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工具用具、生活用设施等在调遣期间发生的往返调遣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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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超高施工增加费：是指按地面正负零至安装地点，高度超过５米以上的设备安

装作业所发生的人工降效增加费。 

     （7）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是指工程建在高原、高山，如青海、新疆、西藏等特殊

地区以及海拔高度在 2000 米以上地区进行工程施工，因受气候和气压影响产生的人工

降效而增加的费用。 

      （8）停工窝工费：是指由于建设单位的原因造成停工、窝工的发生，可依据签证

的合同条款向建设单位进行结算。费用包括人工费、施工机械、仪器仪表台班等停滞

费及停窝工期间的现场管理费等。 

      （9）夜间施工增加费：是指因夜间施工所发生的夜班补助费、夜间施工降效、夜

间施工照明设备摊销及照明用电等费用。 

     （10）施工用水、电、气等费：是指施工过程中使用水、电、气等所发生的费用。 

     （11）工程定位复测、工程点交、场地清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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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间接费 

       由规费、企业管理费和财务费组成。 

（一）规费：是指政府和有关部门规定必须交纳的费用（简称规费）。包括： 

        1、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是指企业按规定向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交纳的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费（社会统筹部分）。 

        2、职工失业保险费：是指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交纳的失业保险基金。 

        3、职工医疗保险费：是指企业向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交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4、职工生育险费：是指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交纳的职工生育保险费。 

        5、职工工伤保险费：是指按照建筑法规定，企业为职工向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交纳

的意外伤害保险费。 

        6、住房公积金：是指企业按标准为职工交纳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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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管理费：是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的经营管理所需费用。 

内容包括： 

        1、管理人员工资：是指管理人员基本工资、工资性补贴、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

费等。 

        2、办公费：是指企业管理办公用文具、纸张、帐表、印刷、邮电、书报、会议、

水电、烧水和集体取暖（包括现场临时宿舍取暖）用煤等费用。 

        3、差旅交通费：是指职工因公出差、调动工作的差旅费、住勤补助费，市内交通

费和误餐补助费，职工探亲路费，劳动力招募费，职工离退休、退职一次性路费，工

伤人员就医路费，工地转移费以及管理部门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油料、燃料、养路费及

牌照费。 

        4、固定资产使用费：是指管理和试验部门及附属生产单位使用的属于固定资产的

房屋、设备仪器等的折旧、大修、维修或租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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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工具用具使用费：是指管理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生产工具、器具、家具、

交通工具和检验、试验、测绘、消防用具等的购置、维修和摊销费。 

         6、劳动保险费：是指由企业支付离退休职工的易地安家补助费、职工退休金、六

个月以上的病假人员工资、职工死亡丧葬补助费、抚恤费、按规定支付给离休干部的

各项经费。 

          7、工会经费：是指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计提的工会经费。 

          8、职工教育经费：是指企业为职工学习先进技术和提高文化水平，按职工工资

总额计提的费用。 

          9、财产保险费：是指施工管理用财产、车辆保险费。 

         10、财务费：是指企业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各种费用。 

         11、税金：是指企业按规定交纳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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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其他：包括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业务招待费、绿化费、广告费、公证

费、法律顾问费、审计费、咨询费等。 

三、利润 

是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 

四、税金 

是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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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厅堂扩声、译音系统设备安装工程费用定额取费标准及计算方法 

一、直接费 

（一）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施工仪器仪表使用费。 

1、人工费 

人工费＝工日消耗量＊综合日工资单价 

厅堂扩声、译音系统设备安装工程综合日工资单价标准不分专业，不分地 

区工资差别，综合日工资单价标准为 77.94 元。 

２、材料费 

材料费＝（材料消耗量×材料基价）＋检验试验费＋运输保险费。 

３、施工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机械台班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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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当时的市场机械台班价格套用定额量计算。 

４、施工仪器仪表使用费 

施工仪器仪表使用费＝（施工仪器仪表台班消耗量×仪器仪表台班单价）。 

可按当时的市场机械台班价格套用定额量计算。 

（二）措施费 

1、脚手架使用费 

脚手架使用费=人工费×（5％） 

2、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人工费×（16％）                 

3、二次倒运费 

（１）水平距离二次倒运费=人工费×（９％）       

水平距离在 50 米—300 米以内，发生时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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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量放线费 

测量放线费=（测量人工费+仪器使用费） 

（1）测量人工费=人工费×（２％） 

（2）仪器使用费＝（仪器台班量×仪器台班单价） 

５、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人工费×（10％）                     

６、生产工具使用费 

生产工具使用费=人工费×（7％）            

７、施工现场检验试验费 

检验试验费按实际发生计取 

８、施工队伍调遣费 

施工人员调遣费=（交通费+途中人员平均工资+补贴×调遣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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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驻地距施工现场不足 26 公里时不计取此项费用） 

９、超高施工增加费 

超高施工增加费=（单项人工费×费率） 

注：（施工高度不同时，应以最高高度确定取费标准依据） 

 

二、间接费：由规费、企业管理费组成 

（一）规费（社会保障费） 

规费=人工费×（43.3%） 

１、 养老统筹基金=人工费×(19%) 

２、 职工失业保险费=人工费×(1%) 

３、 职工医疗保险费=人工费×(9%) 

４、 职工生育险费=人工费×(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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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职工工伤保险费=人工费×(1%) 

６、 住房公积金＝人工费×（12%） 

(二)企业管理费 

企业管理费=人工费×（65%） 

 

三、利润 

利润=人工费×（24％） 

四、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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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厅堂扩声、译音系统设备安装工程费用（概）预算表 

代

号 
费用名称 依据和计算方法 合价 

1 2 3 4 

 安装工程总费用 一+二+三+四  

一 直接费 （一）+（二）  

 （一）直接工程费 1+2+3+4  

 1、人工费 定额综合日工资单价×定额总工日  

 2、设备、材料费 （1）+（2）+（3）  

 （1）设备、材料基价 
[（设备、材料供应价+运杂费）×（1+运输损

耗率（%））]×（1+采购保管费率（%）） 
 

 ①设备、材料供应价   

 ②运杂费 毛重×运费单价×运距+装卸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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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运输损耗率 供应价×损耗率   

 ④采购及保管费 供应价×费率    

 （2）检验试验费 
消耗工日×日工资单价+仪器台班量×台班单

价 
 

 （3）运输保险费 人工费×费率   

 3、施工机械、仪器仪表使用费 定额台班单价×总台班量  

 （二）措施费 1+2+3…………9  

 1、脚手架使用费 人工费×费率    

 2、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费 人工费×费率   

 3、二次倒运费 （1）+（2）  

 （1）水平距离倒运费 人工费×费率  

 （2）垂直距离倒运费 按表 1 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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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测量放线费 （1）+（2）  

 （1）测量人工费 人工费×费率  

 （2）仪器使用费 定额台班单价×总台班量  

 5、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人工费×费率  

 6、生产工具用具使用费 人工费×费率  

 7、施工现场检验试验费 按实际发生计取  

 8、施工队伍调遣费 按实际发生计取  

 9、超高施工增加费   

二 间接费 （一）+（二）  

 （一）规费 1+2+3+4+5+6  

 1、养老统筹基金 人工费×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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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职工失业保险费 人工费×费率  

 3、职工医疗保险费 人工费×费率  

 4、职工生育险费 人工费×费率  

 5、职工工伤保险费 人工费×费率  

 6、住房公积金 人工费×费率  

 （二）企业管理费 人工费×费率  

三 利润 人工费×费率  

四 税金 （一+二+三）×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