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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锣径水库扩建工程建管费用分摊研究
庄美琪!杨东光

!深圳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广东 深圳!-#U$X$#

!摘!要"!本文以深圳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铜锣径水库的合作建设管理模式为研究对象"分别就合作建管的内

容(建管费用分摊原则与方法(分摊费用构成及费用分摊比例等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按发电和

供水库容比例作为建管费用分摊方法较为合理"计算直观简便&

!关键词"!水库'合作建设管理'费用'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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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铜锣径水库为深圳抽水蓄能电站的下水库#利用

原水库扩建而成#正常蓄水位 U$J#正常库容 #UU&5-#

万J

Z

#调节库容 #"&-5&X 万 J

Z

#其中电站利用调节库

容 U&-5&X 万 J

Z

#供水调蓄库容 U$$ 万 J

Z

#总库容

&ZYY5U$ 万J

Z

& 枢纽工程包括主坝%副坝%溢洪道%输

水"放空$洞%库周防渗%连坝道路等& 主副坝均为风

化土心墙石渣坝#溢洪道为开敞式溢洪道& 工程总概

算批复为 Z&Z#%5"$ 万元"不含征拆费$#工程等别为一

等大"#$型#工程主要功能为供水%发电以及防洪等&

枢纽主体工程于 &$#& 年 X 月开工#计划 &$#U 年全部

建成投产& 该水库根据深圳市政府相关要求#由深圳

市水务局和中国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合作

建设#深圳水务局拥有水库永久产权#中国南方电网拥

有发电库容使用权#水库扩建工程由深圳市投资建设#

市水务局组织管理#南方电网参与建设和运行管理并

分摊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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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分摊原则与方法

&5#!分摊原则

45费用与效益计算口径对应一致#使项目的费用

和效益能在计算范围%计算内容和价格水平上相一致(

D5费用分摊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分摊和年运行费

分摊(

65为发电和供水服务共用工程的费用#通过费用

分摊合理分出各功能应承担的费用(

95综合利用水利建设项目中专为某个功能服务

的工程费用#应由该功能自身承担(

25因兴建项目使某功能受到损害#采取补救措施

恢复其原有效能所需的费用#应由各受益功能共同承

担& 超过原有效能而增加的工程费用由该功能承担(

@5各功能分摊的费用应小于该功能可获得的

效益(

B5各功能分摊的费用应小于专为该功能服务而

兴建的工程设施的费用或小于其最优等效替代方案的

费用(

75各功能分摊的费用应公平合理&

&5&!分摊方法选择

&5&5#!费用分摊方式分类

费用分摊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按各功能利用

建设项目的某些指标#按库容或水量比例分摊(

"按各

功能最优等效替代方案费用现值的比例分摊(

#按功

能可获得效益现值的比例分摊(

$按*可分离费用)剩

余效益法+分摊(

%当项目各功能的主次关系明显#其

主要功能可获得的效益占项目总效益的比例很大时#

可由项目主要功能承担大部分费用& 次要功能只承担

其可分离费用或其专用工程费用(

&对特别重要的综

合利用水利建设项目#可同时选用 & Ẑ 种费用分摊方

法进行计算#选取较合理的分摊成果&

&5&5&!费用分摊方式选定

铜锣径水库的主要任务是供水%发电和防洪& 由

于水库扩建受到地形与当地建设条件的限制#最大可

能调节库容控制了工程建设规模(调节库容的大小直

接影响到工程投资的多少#需要的调节库容越大#工程

投资也越大#供水和发电两项任务占用库容的大小相

近& 与供水和发电的效益相比#其他方面的效益的可

比性较差#计算难度大#而按照库容比例进行分摊计

算#效果直观#计算方法相对简单#因此#推荐按兴利库

容比例分摊投资和费用的方法&

L)分摊费用构成

Z5#!固定资产投资

铜锣径水库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工程建设投资和水

库原建设费用两部分&

45铜锣径水库扩建工程投资!根据批复#铜锣径

水库扩建工程总投资 Z&Z#%5"$ 万元#加上征地等费用

Y%Y% 万元#合计为 X&##X5"$ 万元& 其中#抽水蓄能电

站和供水服务共用工程的投资为 ZU&"Y5#" 万元&

D5原铜锣径水库建设费用!原水库于 #YY$ 年 #&

月建成#水库由主坝%副坝%溢洪道和输水涵管组成#土

建总投资为 Z%Z5#" 万元& 按照重新建设同等规模工

程#以当时施工预算书中的工程量为依据#项目划分及

工程量计算规则与深圳市造价管理有关定额和文件一

致& 计价方法采用深圳市定额方法计价#各类税率及

税金按照.深圳市计价规范/规定执行& 采用定额为

.深圳市市政工程综合价格/和.深圳市建筑工程综合

价格/& 材料价格采用深圳市.建设工程价格信息/的

材料价格#信息价格中没有的材料采用询价或市场调

查价格& 由此确定重建相同规模铜锣径水库费用为

#YX#5"& 万元& 水库资产现值按运行到 &$#$ 年 #& 月

计算#已使用 &$ 年#原水库大坝等主要工程的折旧年

限为 -$ 年#综合折旧率可取 &[#按 &$ 年折旧#折旧费

为重建原规模水库总投资的 X$[#资产现值为重建原

规模水库总投资的 "$[#即为 ##"X5Y%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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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5&!水库年运行管理费

45职工工资及福利费"人员支出$!包括职工工

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

保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

D5日常办公管理费用"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

水费%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交通费%差旅费%维修

"护$费%会议费%培训费等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5运行与维护费用"项目支出$!包括水利工程运

行与维护%水资源管理与保护%防汛等支出&

参照相关定额测算#该水库年运行管理费合计为

#Z$U5$# 万元&

Z5Z!水量补偿费

根据设计要求#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期和建成初

期#为满足施工用水及初期上水库蓄水发电备用的要

求#须从下水库抽水#水费暂按合理水价 #5& 元\J

Z

计

算& 水库扩建期#须耗水 #&" 万 J

Z

#水费共计 #-#5&$

万元#扣除列入水库扩建工程投资 YU 万元后#剩下

-Z5&$ 万元#根据占用库容比例分摊#深蓄电站分摊

&Y5U- 万元& 上库建成后至机组调试运行时#& 年间可

蓄水 Y&5ZU 万 J

Z

#扣除死库容 Y$5-% 万 J

Z

#多余水量

补入电站调节库容#这样抽水蓄能电站需购水 U&Z5XZ

万J

Z

#水费 YUU5#& 万元& 合计水量补偿费为 #$#%5Y%

万元& 该项补偿费为抽水蓄能电站向下水库支付的

费用&

()费用分摊计算

扩建后的铜锣径水库调节库容 #"&-5&X 万 J

Z

#其

中抽水蓄能电站发电调节库容 U&-5&X 万J

Z

#水库供水

调节库容 U$$ 万 J

Z

#按调节库容比例分摊建管费用#

抽水蓄能电站发电占 -$5%U[#供水占 XY5&&[& 据

此#发电和供水应分摊的费用为!工程建设分摊费用为

&$$&X5"- 万元和 #YX$Y5XU 万元#运行管理分摊费用为

""X5&# 万元和 "XZ5U$ 万元#抽水蓄能发电水量一次性

补偿费为 #$#%5Y% 万元& 详见下表&

铜锣径水库建管费用分摊计算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按调节库容分摊

发电 供水

# 调节库容 万J

Z

#"&-5&X U&-5&X U$$5$$

& 分摊比例 ! ! -$5%U[ XY5&&[

Z 工程建设费用分摊 万元 ZYXZX5#Z &$$&X5"- #YX$Y5XU

Z5# 水库扩建工程投资 万元 ZU&"Y5#" #YXZZ5$U #UUZ"5$U

Z5& 原水库现值 万元 ##"X5Y% -Y#5-% -%Z5X$

X 年运行管理费分摊 万元 #Z$U5$# ""X5&# "XZ5U$

- 水量补偿费分摊 万元 #$#%5Y% #$#%5Y% $

" 分摊费用合计 万元 X#%"$5& &#&$-5UZ &$--X$5Z%

')结)论

45按发电和供水库容比例作为铜锣径水库扩建

工程建管费用分摊方法较为合理#计算直观简便& 发

电和供水调节库容分别为 U&-5&X 万 J

Z

和 U$$ 万 J

Z

#

相应分摊比例为 -$5%U[和 XY5&&[#双方分摊费用为

&#&$-5UZ 万元和 &$--X$5Z% 万元&

D5工程总投资是以 &$#$ 年 Z 月工程开工前政府

相关批复为依据& 由于征地拆迁困难%工程本身建设

周期较长%人工机械和材料价格上涨%大坝填筑料场变

化等因素#工程建设过程或结算阶段存在工程费用增

加%概算调整等问题#双方可在协议中予以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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