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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调集费对西藏水电工程
造价影响分析
魏徐良!徐仲平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 贵阳!QQ''M"$

!摘!要"!西藏地区水电工程建设所需的人%材%机等资源均要从藏外!低海拔经济发达地区$调集"资源调集费

用高"对工程造价产生较大影响& 在分析资源调集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对西藏果多水电工程资

源调集费用的测算"并与低海拔地区工程资源调集费用进行对比"分析资源调集费用对西藏地区水电工程总造价

的影响程度及与低海拔地区工程资源调集费用之间的差异& 该测算分析可为西藏其他水电工程预算和施工时

参考&

!关键词"!资源调集#工程造价#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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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位于祖国西南边陲"平均海拔 &'''A

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区内水利资源十分丰富(

西藏自治区面积 "#' 多万 OA

#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M(

西藏自治区由于社会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工业基

础相对薄弱"区内建筑材料等物资及设备供应自给能

力不足"且当地符合条件的劳动力较少"因此水电工程

建设所需人'材'机等资源需要从藏外#低海拔经济发

达地区%调集( 但西藏地域广阔"交通落后"人员'物资

和设备运输仍主要依靠公路"公路运输距离远'路况

差'周期长"导致水电工程资源调集费用高( 本文通过

对西藏果多水电工程实际资源调集费用测算"分析资

源调集费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程度及与低海拔地区工程

))$)



的差异(

+)资源调集的含义及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

资源调集在水电工程中指将工程建设所需的人'

材'机等资源从资源所在地运输至工程所在地的过程(

水电工程均存在资源调集情况"但因工程地理位置的

差异导致资源调集距离不同"相应的资源调集费用也

存在较大差距( 西藏水电工程资源调集距离较低海拔

地区工程大幅增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主要有!

>$人员进退场费( 由于西藏自治区满足条件的

劳动力较少"工程建设所需人员基本从低海拔地区进

退场"进退场距离远"且西藏地区交通落后"进退场方

式以公路和航空为主"人员进退场费用较低海拔地区

有所增加(

I$主要建筑材料运输费( 钢材'水泥'油料及粉

煤灰等主要材料均要从低海拔地区采购"公路运输运

距远'路况差运价高"运输费用较低海拔地区有所

增加(

5$周转材料及施工机械进退场费( 周转材料及

施工机械均要从低海拔地区通过公路运输进行调集"

且工程所在地无接续项目"工程完工后机械及周转材

料仍需原路退场"公路运输运距远'路况差运价高"进

退场费用较低海拔地区有所增加(

以上三类运输为水电工程资源调集的主要构成"

费用较低海拔地区工程有所增加"均因西藏水电工程

资源调集距离和方式引起"可统称为资源调集费用(

本文将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资源调集费用的测算

分析(

/)西藏果多水电工程资源调集内容&方式及

费用测算

#$"!人员进退场费

工程建设人员包括工程参建各方#建设方'设计

方'监理方'施工方%管理技术及施工人员"由于建设'

设计'监理方管理技术人员占比小且人员进退场费不

计入工程建安费"因此重点测算分析施工方人员进退

场费用(

该工程施工方人员进退场以公路及航空为主( 公

路运输距离在 "''' R"Q''OA之间"交通工具以客运班

车为主( 由于该工程完工后无接续项目"人员退场原

路返回( 经调研计算"该工程施工方人员进退场费用

详见表 "(

表 +)西藏果多水电工程施工方人员进退场费用计算

序号 名!!称
进退场

人数

进退场平均

单价\元

合计\

万元

" 管理技术及施工人员 "#Q" #T'' &#Q$#T

!注!进退场单价包括交通费'伙食费'补贴等途中所有费用

#$#!主要建筑材料运输费

影响主要建筑材料运输费用的因素有运量'运距

及单位运价等"同种货物影响运价的因素主要有运输

方式'路况及运距( 该工程主要建筑材料运输方式为

汽车公路运输"运距在 NQ' R"#Q'OA之间"运输材料种

类主要有水泥'粉煤灰'钢材'油料( 经调研计算"该工

程主要建筑材料运输费用详见表 #(

表 /)西藏果多水电工程主要建筑材料运输费用计算

序

号
材料名称 运输方式

运量\

<

运距\

OA

运价\

#元\<)OA%

运输费\

万元

" 水泥#袋装% 汽车公路 %'&Q' NT# '$NQ &TM($QN

# 水泥#散装% 汽车公路 N%"Q' NT# "$"& "'#&%$T(

& 粉煤灰 汽车公路 QTQ"" "&%% "$"Q M(&%$&%

% 钢!材 汽车公路 #NT'( ""N( '$N% &&&"$&#

Q 油!料 汽车公路 Q%MM "#%' "$"Q (M#$QN

合!计 ! ! ! ! #T(('$Q"

!注!包含运费和保险费"不含装卸费#车自带泵除外%及采保费

#$&!周转性材料进退场费

水电工程使用的主要周转材料包括钢管架'卡扣

件'模板( 由于该工程此类周转性材料使用期未达到

材料折旧期"且由于该工程完工后无接续项目"因此周

转性材料退场原路返回( 经调研计算"该工程周转性

材料进退场费用详见表 &(

)*%)



表 %) 西 藏 果 多 水 电 工 程 周 转 性 材 料 进 退 场 费 用 计 算

序号 周转性材料名称 运输方式 运距\OA 重量\< 进#退%场单价\元 合计\万元 备!注

" 钢管架'卡扣件'模板 公路拖运 "#&' #T'' '$NQ &'&$M" 进场费

# 钢管架'卡扣件'模板 公路拖运 "#&' "M#' '$NQ #"#$T( 退场费

! 合!计 ! ! ! ! Q"T$%M !

!注!周转性材料使用中存在损坏或丢失"因此退场重量减少

#$%!施工机械进退场费

该工程使用的施工机械基本均由低海拔地区调

集"运距在 "''' R"Q''OA之间"运输方式为公路托运

或公路自行( 由于该工程完工后无接续项目"且该项

目工期较短"施工机械未全部在该项目折旧"因此施工

机械退场均原路返回( 经调研计算"该工程工程施工

机械进退场费用详见表 %(

表 $)西藏果多水电工程施工机械进退场费用计算

序号 机械名称 单位 运输方式
高峰

数量

进退场

单价\元

合计\

万元

" 挖机 "$TA

& 台 公路拖运 "# ""#''' "&%$%'

# 挖机 #$"A

& 台 公路拖运 # "#%''' #%$M'

& 自卸汽车 台 公路自行 TQ #%''' "QT$''

. . . . . . .

"T 混凝土泵车 台 公路拖运 # #'''' %$''

"M 加工厂设备 < 公路拖运 #'' #$% QN$'%

"N 其他机械 < 公路拖运 "Q' #$' &T$N'

合!计 "##N$&%

#$Q!工程资源调集费用

上述 % 项费用为该工程建设所需人'材'机等主要

资源的调集费用"除此之外其他施工资源也存在资源

调集费"但费用低'占比小"对工程造价影响小"且不易

统计计算"因此本文在计算分析时不作考虑( 因此该

工程资源调集费用详见表 Q(

表 #)西藏果多水电工程资源调集费用计算

序号 名!!称 费用\万元 占比 \̂

" 人员进退场费 &#Q$#T "

# 主要建筑材料运输费 #T(('$Q" N&

& 周转材料进退场费 Q"T$%M #

% 施工机械进退场费 "##N$&% %

合!计 #MM%"$QN

%)资源调集费用分析

资源调集费用是水电工程建安投资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西藏水电工程资源调集费与低海拔地区工程

资源调集费的对比分析及资源调集费在建安投资的占

比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与低海拔地区水电工程资源调集费对比分析(

从表 Q 可得出"主要建筑材料运输费用是西藏水电工

程资源调集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比达 N&^( 因此

在与低海拔地区水电工程资源调集费用对比时主要对

比分析主要建筑材料运输费差异(

通常情况下"低海拔地区水电工程材料运距均在

%''OA及以内( 因此"运距采用 %''OA'运价按低海拔

地区水电工程实际运价'运量采用与该工程相同运量

为代表参数"计算假定低海拔地区相同水电工程主要

建筑材料运输费"见表 T(

表 K)低海拔地区水电工程主要建筑材料运输费计算

序

号
材料名称 运输方式 运量\<

运距\

OA

运价\

#元\<)OA%

运输费\

万元

" 水泥#袋装% 汽车公路 %'&Q' %'' '$MQ "&("$N'

# 水泥#散装% 汽车公路 N%"Q' %'' '$N &&MN$%'

& 粉煤灰 汽车公路 QTQ"" %'' '$N" #'Q($''

% 钢!材 汽车公路 #NT'( %'' '$M& NM#$NQ

Q 油!料 汽车公路 Q%MM %'' '$N "N($Q(

合!计 ! ! ! ! (NNM$M#

!!从表 # 与表 T 可得出"主要建筑材料在相同运量

情况下"西藏果多水电工程因运距'运价增加"主要建

筑材料运输费由 (NNM$M# 万元增加至 #T(('$Q" 万元"

增加 "M(("$TN 万元"增幅 #&Q^(

I$资源调集费用在建安投资的占比( 根据上述

测算成果"西藏果多水电工程资源 $下转第 &M 页%

)!%)

魏徐良等\资源调集费对西藏水电工程造价影响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