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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造价专业学生 

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工程造价专业（建筑工程造价方向）技能考核题库包含专业基本技能、岗

位核心技能和跨岗位综合技能。在专业技能中考核的是模块一：定额的应用，

该模块中有 9 个项目。在岗位核心技能中考核的是模块二：工程量清单编制和

模块三：工程量清单计价，其中模块二中有 43 个项目；模块三中有 26 个项目

。在跨岗位综合技能中考核的是模块四：工程造价的过程控制，该模块考核项

目有 5 个项目。要求学生能按照操作规范独立完成，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

职业素养。 

1.定额的应用模块 
1.1、试题编号：1-1：定额消耗量指标的确定 

（1）任务描述 

砌筑一砖半标准砖墙的技术测定资料如下： 

1、完成 1m3 的砖砌体需基本工作时间 15.5h，辅助工作时间占工作班延

续时间的 3%，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占 3%，不可避免中断时间占 2%，休息时间

占 16%，人工幅度差系数为 10%，超距离运砖每千块需耗时 2.5h。 

2、砖墙采用 M5 水泥砂浆，梁头、板头和窗台虎头砖占墙体积的百分比 

0.52%、2.29%、 1.13%，砖和砂浆的损耗率为 1%，完成 1m3 砌体需消耗水 0.8m3

，其他材料占上述材料费的 3%。 

3、砂浆采用 400L 搅拌机现场搅拌，运料需 200s，装料 50s，搅拌 80s，

卸料 30s，不可避免中断 10s，机械利用系数 0.8，幅度差系数为 15%。 

4、人工市场单价为 100 元/工日、基价为 70 元/工日，M5 水泥砂浆单价

为 145 元/m3，标准砖单价 507.79 元/千块，水为 3.9 元/m3，400L 砂浆搅

拌机台班单价 129 元/台班。根据上述资料计算确定砌筑 1m3 砖墙的预算定额

消耗量指标和定额基价，并填写表 1“砖墙砌筑预算定额项目表 ”。 

（计算过程写在另外的答题纸上） 
表 1  砖墙砌筑预算定额项目表 

工作内容：调、运、铺砂浆，运、砌砖。包括砌窗台虎头砖门窗套等。 单位：m3  

定额编号 A3-11 

项 目 
砖墙墙厚 

1.5 砖 

名 称 单位 单价 数量 

基 价 元 /  

其 中 

人工费 元 /  

材料费 元 /  

机械费 元 /  

综合人工    

材 料 
砖（ 240×115×53）    

M5 水泥砂浆    



水    

其他材料 费    

机械 400L 搅拌机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20分 

10 
检查背景条件、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

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资料

和记录工具

严重损坏等；

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

第一大项计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

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

。任 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图纸、工具书、

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分 

人工消耗量

指标 
20 

基本用工、辅助用工、超运距用工、人工幅

度差，确定定额人工消耗量计算准确。 

材料消耗量

指标 
20 砌体材料或块料面层材料消耗量计算准确。 

机械台班消

耗量指标 
20 常用循环作业施工机械的消耗量计算准确。 

定额项目表

的填制 
20 定额项目指标表中的关键内容填写准确。 

1.2、试题编号：1-2：定额的套用 

（1）任务描述 

有关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人工 100 元/工日，水 3.9 元/m3，电 0.906 元

/度，32.5 级水泥 0.47 元/千克，42.5 级水泥 0.562 元/千克，中净砂 253.07 

元/m3，砾石 40mm177.11 元/m3，其余价格参照定额基价。试计算 10m3 现浇

砼基础梁（C35 砾 40、42.5 级水泥）的综合人工、材料、机械的 消耗量。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1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

量标准》（2014）、材料价格信息、工具

书、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

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资料

和记录工具

严重损坏等；

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

第一大项计0

分。 

10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仪器及设

施。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书、记录

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定额手册的

直 接套用

方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

准》（2014）查阅准 确，直接套用定额的方

式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手册的

换算套用

方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

准》（2014）查阅准 确，换算套用定额的方

式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消耗

量的计算 
2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计算准确。 

1.3 试题编号：1-3：定额的套用 

（1）任务描述 

有关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人工 100 元/工日，水 3.9 元/m3，电 0.906 元

/度，32.5 级水泥 0.47 元/千克，42.5 级水泥 0.562 元/千克，中净砂 253.07 

元/m3，砾石 40mm177.11 元/m3，其余价格参照定额基价。试计算 200m3 现浇

砼基础梁（C30 砾 40、42.5 级水泥）的综合人工、材料、机械 的消耗量。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耗量标 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1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

量标准》（2014）、材料价格信息、工具

书、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

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资料

和记录工具

严重损坏等；

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

第一大项计0

分。 

10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仪器及设

施。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书、记录

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定额手册的

直 接套用

方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直接套用定额的方

式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手册的

换算套用

方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换算套用定额的方

式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消耗

量的计算 
2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计算准确。 

1.4 试题编号：1-4：定额的套用 

（1）任务描述 

套用定额，计算换算后定额基价及材料用量。问题：1:3 水泥砂浆底 15 厚

，1:2 水泥砂浆面 9 厚抹砖墙面。 
表 3 建筑工程预算定额（ 摘录 ） 

工作内容：略 

定额编号 定-6 

定额单位 100m2 

项目 单位 
单价 

（元） 

1:2.5 水 泥 砂 浆 抹 砖 墙 

面（底 13 厚、面 7 厚） 

基 价 元 / 688.24 

其 中 
人工费 元 / 184.80 

材料费 元 / 451.21 
机械费 元 / 52.23 

人工 
基本工 工日 12.00 13.40 
其他工 工日 12.00 2.00 
合计 工日 12.00 15.40 

材料 

C15 混凝土（

0.5-4） 
m³ 136.02  

1:2.5 水泥砂浆 m³ 210.72 
2.10(底：1.39 

面：0.71) 

水 m³ 1.60 6.99 

机械 200L 砂浆搅拌 机 台班 15.92 0.28 



400L 混凝土搅 拌

机 

台班 81.52  

塔式起重 机 台班 170.61 0.28 

表 4   抹灰砂浆配合比表     单位：立方米 

定 额 编 号 附-5 附-6 附-7 附-8 

项目 单位 
单价 

（元） 

水 泥 砂 浆 

1:1.5 1:2 1:2.5 1:3 

基价 元  254.40 230.02 210.72 182.82 

材料 

32.5 级水泥 Kg 0.30 734 635 558 465 

中砂 m
3 38.00 0.90 1.04 1.14 1.14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耗量标 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9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

标准》（2014）、材料价格信息、工具书

、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0

分。 

10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仪器及设

施。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书、记录

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定额手册的

直 接套用

方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直接套用定额的方

式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手册的

换算套用方

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换算套用定额的方

式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消耗量

的计算 
2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计算准确。 

1.5 试题编号：1-5：定额的套用 

（1）任务描述 

套用定额，计算换算后定额基价及材料用量。问题：C25 混凝土地面面层 

90mm 厚。 



表 3  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摘录） 

工作内容 ：略 

定额编号 定 -5 

定额单位 100m2 

项目 单位 
单价 

（元） 

C15 混 凝 土 地 面 面 

层（60 厚） 

基 价 元 / 1018.38 

其 中 

人工费 元 / 159.60 
材料费 元 / 833.51 

机械费 元 / 25.27 

人工 
基本工 工日 12.00 9.20 
其他工 工日 12.00 4.10 
合计 工日 12.00 13.30 

材料 

C15 混凝土（0.5-4） m³ 136.02 6.06 

1:2.5 水泥砂浆 m³ 210.72  

水 m³ 1.60 15.38 

机械 

200L 砂浆搅拌 机 台班 15.92  

400L 混凝土搅拌机 台班 81.52 0.31 

塔式起重 机 台班 170.61  

 
表 5  普通塑性混凝土配合比表 单位：m3 

定 额 编 号 附-9 附-10 附-11 附-12 附-13 

项目 单位 
单价 

（元） 

最大粒径：40mm 

C15 C20 C25 C30 C35 

基价 元  136.02 146.98 162.63 172.41 181.48 

材

 

料 

32.5 级水

泥 

Kg 0.30 274 313.00    

52.5 级水

泥 
Kg 0.35   313 343 370 

62.5 级水

泥 

Kg 0.40      

中 砂 m3 38.00 0.49 0.46 0.46 0.42 0.41 

0.5-4 砾石 m3 40.00 0.88 0.89 0.89 0.91 0.91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耗量标 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9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

标准》（2014）、材料价格信息、工具书

、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仪器及设

施。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书、记录

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定额手册的

直 接套用

方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直接套用定额的方

式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手册的

换算套用方

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换算套用定额的方

式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消耗量

的计算 
2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计算准确。 

1.6 试题编号：1-6：定额的套用 

（1）任务描述 

熟练使用《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及其附录（2014），快速

套用相应定 额指标，并根据给定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准确计算人工、主要材料、

机械台班的总消耗量。 

问题一：定额的直接套用：砌筑 1 砖厚混水砖墙 25m3，计算人工、材料

、机械台班的总 消耗量，并将计算结果填入下表。 
表 6  定额项目表 

项目名称   

类别 名称 单位 消耗量 

人工       

材料 

      

      

      

机械       

问题二：定额的换算套用：1）35mm  厚细石混凝土找平层；2）M7.5  水

泥砂浆砌筑砖基础。计算换算定额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消耗量并填表。 
表 7  砌筑砂浆配合比表（摘录） 单位：m3 

定额编号 P08002 P08003 

项目 水泥砂浆 



砂浆标号 

M7.5 M5 

材料名称 单位 数量 

水泥 42.5 kg 285.00 216.00 

中净砂 m³ 1.28 1.28 

水 m³ 0.33 0.33 

表 8  1）35mm 厚细石混凝土找平      计量单位：     
定额编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名称 单位 消耗量 

    

 

   

   

   

   

 
   

   
表 9   2）M7.5 水泥砂浆砌筑砖基础 计量单位： 

定额编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名称 单位 消耗量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耗量标 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

标准》（2014）、材料价格信息、工具书、

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

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 造 成 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10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仪器及设

施。任务完成后，整齐摆放工具书、记录

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成果 

80 

分 

定额手册的

直 接套用

方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直接套用定额的方式

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手册的

换算套用方

法 

3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 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换算套用定额的方式

判断准确，计算方法准确。 

定额消耗量

的计算 
20 

《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查阅准 确，计算准确。 

1.7 试题编号：1-7：工料单价的计算 

（1）任务描述 

问题：某地区建筑企业生产工人计时工资 50 元/工日，奖金 8 元/工日，

津贴补贴 12 元/工日，加班加点工资 5 元/工日，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按 

15%比例计提。求该地区人工日工资单价。 

货源地 
数量 

（块） 

买价 

（元/块） 
运距（km) 

运输单价 

(元/km.m2） 

装卸费 

（元/m2） 
备注 

甲地 18200 2.5 210 0.02 1.2 火车运

输 乙地 9800 2.4 65 0.04 1.5 汽车运

输 丙地 10000 2.3 70 0.03 1.4 汽车运

输 合计 38000      

假如该地区人工工资单价为 90 元/工日，其他材料市场价格：白水泥 0.75

元/kg、石料切割机 50 元/片、棉纱头 30 元/kg、水 2，87 元/m³、32.5 级水泥

0.468 元/kg、粗净砂 99.8 元/m³、1：4 水泥砂浆 124.5 元/m³、水泥 107 胶浆 50

元/m³、电 0.588元（KW·h） 

问题一：根据以上资料分别计算该地区人工单价和陶瓷地砖（200 ㎜×200

㎜）的材料单价。 

问题二：查阅《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及附录（2014 年）

，试计算该地区每 100 ㎡的陶瓷面砖（200 ㎜×200 ㎜）楼地面定额分项工程的

工料单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耗量标 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材料价格信息、工具书、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具

书、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坏

等；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一

大项计 0分。 

成果

80分 

人工单价的内

容及计算 
20 

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奖金、津

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

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概念清晰，人

工单 价计算准确。 

材料单价的内

容及计算 
20 

材料原价、运杂费、运输损耗费、

采购保管费概念清晰，材料单价

计算准确。 

施工机械台班

单价的内容及

计算 

20 

机械台班折旧费、大修理费、经

常修理费、安拆及场外运输、机

械管理费、人工费、燃料动力费、

税费概念清晰，施工机械台班单

价计算准确。 

工料单价的计

算 
20 

工料单价的组成内容概念清晰，

计算准确。 

1.8 试题编号：1-8：机械台班单价的计算 

（1）任务描述： 

自卸汽车预算价格 250000 元/台班，银行贷款购置，年折现率 5%，残值

率 2%，使用总 台班 3150 台班，大修间隔台班 625 台班，年工作台班 250 台

班，一次大修理费 26000 元， 经常修理系数 K=1.52，机上人工消耗 2.5 工

日/台班，人工单价 100 元/工日，柴油耗 45.6kg/ 台班，柴油单价 8.44 元

/kg，养路费 95.8 元/台班。 

问题一：试回答湖南省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机械台班单价包括哪些内容，并

作出相应解释。 

问题二：计算某地 10t 自卸汽车台班使用费。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1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材料价格信息、工具书、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具

书、资料和记录



10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

写规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

损坏考试仪器及设施。任务完成

后， 整齐摆放资料、工具书、记

录工具、凳子、整理工 作台面等。 

工具严重损坏

等；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一

大项计 0分。 

成果

80分 

人工单价的内

容及计算 
20 

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奖金、津

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

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概念清晰，人

工单 价计算准确。 

材料单价的内

容及计算 
20 

材料原价、运杂费、运输损耗费、

采购保管费概念清晰，材料单价

计算准确。 

施工机械台班

单价的内容及

计算 

20 

机械台班折旧费、大修理费、经

常修理费、安拆及场外运输、机

械管理费、人工费、燃料动力费、

税费概念清晰，施工机械台班单

价计算准确。 

工料单价的计

算 
20 

工料单价的组成内容概念清晰，

计算准确。 

1.9 试题编号：1-9：工料单价的计算 

（1）任务描述 

湖南省郴州市某工程使用的普通硅酸盐水泥（32.5 级）购买资料如下表： 
货源地 数量（t） 买价（元

/t） 

运距（km） 运输单价（元

/t.km） 

装卸费（元

/t） 甲地 100 3200 70 0.6 14 

乙地 300 3350 40 0.7 16 

合计 400     

注：水泥运输损耗率 1.5%，材料采购保管费率 2.5%。 

该地区其他材料市场价格：水 3.9 元/m3，中净砂 253.07 元/m3，标准砖 

314 元/千块，人工 100 元/工日，电 0.906 元/kw.h。  

问题一：试计算该工程使用的硅酸盐水泥（32.5级）的材料单价。 

问题二：查阅《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年）及《湖

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试计算该地区每 10m3 砖砌台阶（M5 水泥砂浆）

定额分项工程的工料单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材料价格信息、工具书、计 出现明显失误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 造成图纸、工具

书、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坏

等；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一

大项计 0分。 

10 

文字、图表作业应字迹工整、填

写规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

损坏考试仪器及设施。任务完成

后， 整齐摆放资料、工具书、记

录工具、凳子、整理工 作台面等。 

成果

80分 

人工单价的内

容及计算 
20 

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奖金、津

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

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概念清晰，人

工单 价计算准确。 

材料单价的内

容及计算 
20 

材料原价、运杂费、运输损耗费、

采购保管费概念清晰，材料单价

计算准确。 

施工机械台班

单价的内容及

计算 

20 

机械台班折旧费、大修理费、经

常修理费、安拆及场外运输、机

械管理费、人工费、燃料动力费、

税费概念清晰，施工机械台班单

价计算准确。 

工料单价的计

算 
20 

工料单价的组成内容概念清晰，

计算准确。 

 

2.工程量清单编制模块 
2.1.试题编号：2-1，土方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建筑物的基础如图所示，轴线均位于墙体中心，室外地坪标高为-0.6m，

土壤类别为二类土、采用人工开挖。 



 
 

图 1 基础平面图 

 

 
图二 基础图 

问题一：请根据图例内容确定柱下锥形独立基础和填充墙基础的挖土深度

。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计算规则计算人工挖

基坑土方和沟槽土方工 程量，并按《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规定编制上述项目的工程量清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

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

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

说明和封

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试题编号：2-2，土方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工程基础平面图、剖面图如图所示，图中土壤类别为二类土，±0.000   

以下砖基础用 M5 水泥砂浆砌筑，地圈梁为 C20 钢筋混凝土，基础垫层为 C15 

素混凝土，地面为 150 厚 3:7 灰土垫层、40 厚细石混凝土找平层、20 厚 1:2.5 

水泥砂浆面层，防潮层为防水砂浆。已知 设计室外地坪以下各种工程量：混凝

土基础垫层体积 14.50m3，地圈梁体积 5.70 m3，砖基础 体积 25.90m3.，弃

土运距 200m。 

 
图5   基础图 

 
图 6 基础平面图 

问题一：请根据图例内容确定室内、外地坪标高及挖土深度，计算外墙中

心线及内墙净长线。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计

算规则计算 挖基础土方、室内回填、基础回填工程量，并按《关于调整补充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规定编制

上述项目的工程量清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2.3.试题编号：2-3，土方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完成以下两个问题。试按《房

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以及《关于调整补充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计算平整

场地、挖基坑土方工程量，并编制这 两个项目的工程量清单。 

问题一：请根据图例内容确定室内、外地坪标高及挖土深度。  

问题二：试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以及《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计算平整场地、挖基坑土方工程量，并编制这两个项目的工程量清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4.试题编号：2-4，桩与地基基础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工程桩基础有泥浆护壁钻孔灌注桩 48 根。设计桩长 20m，桩顶距自然

地面 5m，桩径 1.00m，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砾 40)；每根桩钢筋笼设计重量

为 450kg，泥浆外运 6km。 

问题一：泥浆护壁钻孔灌注桩的清单单位包括哪些，该清单的工程内容包

含哪些。 

问题二：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及《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编制该桩基础工程量清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

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

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

说明和封

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5.试题编号：2-5，桩与地基基础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工程 110 根 C60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桩外径φ600，壁厚 100mm，

每根桩总长 25m， 每根桩顶连接构造（假设）钢托板 3.5kg、圆钢骨架 38kg,

桩顶灌注砼(C30 砾 40)1.5m 高， 设计桩顶标高-3.5m,现场自然地坪标高为

-0.45m，现场条件允许可以不发生场内运桩。 

问题一：请根据已知条件计算打桩深度为多少。 

问题二：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及《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编制该管桩工程量清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

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

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

说明和封

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6.试题编号：2-6，桩与地基基础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工程采用潜水钻机钻孔混凝土灌注桩，土壤级别为二级土，单根桩设计

长度为 8.5m， 共计桩数 156 根，桩截面φ800，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砾 40)

，泥浆运输在 5km 以内。 

问题一：钻孔混凝土灌注桩的清单单位包括哪些？该清单的工程内容包含

呢些？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及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计算钻孔混凝 土灌注桩的工程量并编制工程量清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

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

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

说明和封

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7.试题编号：2-7，桩与地基基础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工程用截面 400×400mm、长 12m 预制钢筋混凝土方桩 280 根，设计桩

长 24m(包括桩 尖)，采用轨道式柴油打桩机，土壤级别为一级土，采用包钢板

焊接接桩，已知桩顶标高为-4.1m，室外设计地面标高为-0.30m。  

问题一：请根据已知条件确定打桩深度。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及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编制该桩基础工程量清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分。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8.试题编号：2-8，砌筑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

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完成以下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问题一：请确定该工程外墙的墙厚，层高。 

问题二：完成一层②轴线内墙和一层 A 轴线外墙的砌筑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9.试题编号：2-9，砌筑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

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完成以下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清单编

制。 

问题一：请确定该工程外墙的墙厚，层高。 



问题二：完成一层③轴线内墙和一层 C 轴线外墙砌筑工程量清单的编制。 

（2） 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工程量计

算 50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要求。 

项目特征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调整

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完整。 

编写编制说明

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设

工 程 工 程 量 清  单 计 价 规 范 》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 160 号）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0.试题编号：2-10，砌筑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计算外墙中心线及内

墙净长线。  

问题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

于调整补充 

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编制

首层砖墙砌筑项目的工程量清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工程量计

算 50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要求。 

项目特征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调整

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完整。 

编写编制说明

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设

工 程 工 程 量 清  单 计 价 规 范 》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 160 号）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1编号：2-11，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

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完成以下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问题一：请指出该工程的结构类型，以及基础、柱、梁、板的混凝土强度 

题二：完成基础 J1、标高 7.2m 处 A 轴 KL7 和 Z1 混凝土工程量清单的

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工程量计

算 50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调整

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设

工 程 工 程 量 清  单 计 价 规 范 》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 160 号）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2.试题编号：2-12，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

计算规范》 

（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

知》（湘建价【2016】160 号），完成以下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问题一：请指出该工程的结构类型，以及基础、柱、梁、板的混凝土强度 

问题二：完成 J2 混凝土基础、②轴 KL9 混凝土梁、Z2 混凝土柱的工程

量清单的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成果 80分 

工程量计

算 50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要求。 

项目特征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调整

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完整。 

编写编制说明

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设

工 程 工 程 量 清  单 计 价 规 范 》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 160 号）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3.试题编号：2-13，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

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 通 知 》 （ 湘 建 价                                                                                 

【2016】160 号），完成以下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问题一：请指出该工程的结构类型，以及基础、柱、梁、板的混凝土强度  

问题二：完成 J3 混凝土基础、B 轴 KL1 混凝土梁、Z3 混凝土柱工程量

清单的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工程量计

算 50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要求。 

项目特征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调整

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完整。 

编写编制说明

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设

工 程 工 程 量 清  单 计 价 规 范 》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 160 号）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4.试题编号：2-14，钢筋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描述 Z1 的配筋。 

问题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

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完成 Z1 钢筋工程（计算一根内侧纵筋、一根箍筋）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16G101《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

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系列平法图集。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工程量计

算 50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符合

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调整

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设

工 程 工 程 量 清  单 计 价 规 范 》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 160 号）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5.试题编号：2-15，钢筋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画出标高标高 3.6m 处

（①-②轴线 间部分）A 轴 KL3 的截面配筋。 

问题二：根据所给附件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完成标高 3.6m 处 A 轴 KL3 钢

筋工程的工程量清单编制（计算上部通长钢筋及一根箍筋）。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16G101《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

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系列平法图集。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6.试题编号：2-16，钢筋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写出标高  3.6m  处

③-④轴现浇板的 配筋。 

问题二：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完成标高 3.6m 处③-④轴现浇板钢筋工程（计算板底钢筋、A 轴线边支座

负筋）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16G101《混凝土结构施工图

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系列平法图集。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

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

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

说明和封

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7.试题编号：2-17，钢结构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已知：L125×10 的理论质量是 19.133kg/m，L110×10 的理论质量是 

16.69kg/m，L110×8 的理论质量是 13.532kg/m，8mm 厚的钢板理论质量是 

62.8kg/m2。（汽车起重机吊装，刷红丹防锈漆 2 道、面刷绿色调和漆 2道） 

问题一：请解释 L125×10、L110×10 和 L110×8 的含义。  

问题二：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完成钢托架项目（含 制作、安装、油漆等工程内容）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图 7 钢结构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

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

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

说明和封

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8.试题编号：2-18，钢结构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如图所示，已知：8mm 厚钢板的理论质量是 62.8kg/m2， 5mm 厚钢板的 理

论质量是 39.2kg/m2，[25a的理论质量是 27.4kg/m。（汽车运输 2km，汽车起重

机吊装） 

问题一：请解释[25a 的含义。 

问题二：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完成空腹柱项目（含 制作、运输、安装等工程内容）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图 8   钢结构图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19.试题编号：2-19，屋面及防水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写出标高  7.2m  处

屋面防水的做法。  

问题二：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完成标高 7.2m 处（女儿墙以内范围）屋面卷材防水工程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其中防水卷材在女儿墙处的上翻 高度为 250mm。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0.试题编号：2-20，屋面及防水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写出天沟及雨篷的防

水卷材处屋面 防水的做法。问题二：根据所给附件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

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 价【2016】160  号），完成天

沟及雨篷的防水卷材项目的工程量清单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

算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

描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

说明和封

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1.试题编号：2-21，屋面及防水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已知某工程女儿墙厚  240mm，屋面卷材在女儿墙处卷起  200mm，如图所

示，屋面做法如下： 

①4mm  厚高聚物改性沥青卷材防水层一道； 

②20mm 厚 1：3 水泥砂浆找平层； 

③ 1：6 水泥焦渣找坡 2%，最薄处 30mm 厚； 

④ 60 厚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保温层； 

⑤现浇钢筋混凝土板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描述该屋面的防水做法。 

问题二：根据《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完成屋面卷材防水工程量清单编制。 

 
图 9    屋面平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2.试题编号：2-22，屋面及防水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如图所示，计算屋面卷材防水工程的清单工程量，并列出相应项目清单。(

室外标高-0.30m)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描述该屋面的防水做法。  

问题二：根据《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完成屋面卷材防水工程量清单编制。 

 
图 10   屋面平面图 

 

 
图 11   屋面详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

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3.试题编号：2-23，建筑模板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请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描述标高 3.6m 处

框架梁 KL3 模 板底模长度以及侧模的高度。 

问题二：根据所给附件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 价【2016】160 号），完成标高 3.6m 处框架梁 KL3 模

板工程量清单编制，其中模板采用竹 胶合板模板、钢支撑。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4.试题编号：2-24，建筑模板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请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描述现浇砼柱 Z1（

①与 A 轴相 交处）模板高度。 

问题二：根据所给附件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 价【2016】160 号），完成现浇砼柱 Z1（①与 A 轴相

交处模板工程量清单编制，其中模板采 用竹胶合板模板、钢支撑。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5.试题编号：2-25，脚手架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请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描述该工程首层的

层高和净高。 问题二：根据所给附件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

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 

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的通知》（湘建 价【2016】160  号），完成首层里脚手架工程量清单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6.试题编号：2-26，脚手架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请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描述该工程的檐口

高度，外墙外 边线长度。 

问题二：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

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  号），完成外墙脚手架工程量清单

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7.试题编号：2-27，脚手架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计算二层内墙里脚手

架搭设高度；  

问题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

于调整补充 

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完

成二层内墙里脚手 架工程量清单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8.试题编号：2-28，楼地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如下图所示，地面做法为：80mm 厚碎石垫层，60mm 厚 C10 砼垫层，20mm 

厚水泥砂浆找 平层，厕所铺设陶瓷地砖，其他铺设企口木地板。 

问题一：请描述该工程地面有哪几种做法。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编制楼地面工 程量清单。 

 
图 16   平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29.试题编号：2-29，楼地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工程如图所示，墙厚 240mm，轴线居中。M1 宽 2000mm，M2、M3 宽均为 

1500mm，窗台 离地高度均为 900mm。地面做法：3:7 灰土垫层厚 150mm，C10 混

凝土垫层厚 100mm，1:3 水 泥砂浆抹面厚 20mm，1:3 水泥砂浆踢脚线高 150mm

。 



问题一：请描述该工程的地面做法。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编制该工程活动室 1 及活动室 2 的水泥砂浆楼地面及水泥砂浆踢脚线

工程量清单。 

 
图 17   一层平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0.试题编号：2-30，楼地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列出该工程“地 19”

的做法。  

问题二：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编制该工程地 19： 陶瓷地砖地面及相应一楼地面陶瓷踢脚线工程量清

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1.试题编号：2-31，楼地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砖混结构传达室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如下图所示，地面 C15 素混凝土垫层 

80mm 厚，1:3 水泥砂浆面层 20mm 厚，1:3 水泥砂浆踢脚 120mm 高 20mm 厚

。门 M-1(1 个)：1800mm×2700mm， 窗 C-1(2 个)：1500mm×1800mm，窗 C-2

（3 个）：1500mm×600mm。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确定该工程的散水宽度、墙体厚度。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编制该工程楼 地面及踢脚线工程量清单。 



 
图 18   一层平面图 

 
图 19   剖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2.试题编号：2-32，楼地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公司仓库平面图如图（1-1）所示，现需要地面做整体水磨石面面层，做

法如下：1 、 80mm 细石砼垫层；2、25mm 厚 1:3 干硬性水泥砂浆找平；3、

水磨石面层。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确定该工程的散水宽度、室内地坪高。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编制楼地面工程量清单。 

 

 



 
图 20   一层平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3.试题编号：2-33，墙、柱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砖混结构工程如图所示，墙厚均为 240mm，内墙面抹 1:2 水泥砂浆底，

1:3 石灰砂浆 找平层，麻刀石灰浆面层，共 20mm 厚。内墙裙高 900mm，采用 

1:3 水泥砂浆打底（19mm 厚）， 1:2.5 水泥砂浆面层(6mm 厚)。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确定楼层净高。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编制内墙面抹灰工程量清单。 

 
图 21   平面图 



 
图 22 1-1 剖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4.试题编号：2-34，墙、柱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如图所示，内墙面为 1∶2 水泥砂浆，外墙面为普通水泥白石子水刷石，

门窗尺寸分别 为：M-1：900mm×2000mm；M-2：1200mm×2000mm；M-3：1000mm

×2000mm；C-1：1500mm× 1500mm；C-2：1800mm×1500mm；C-3：3000mm×1500mm

。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确定室外地坪标高。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编制内、外墙 面装饰工程量清单。 

 
图 23    平面图                  图 24   北立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5.试题编号：2-35，墙、柱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砖混结构传达室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如下图所示，内墙面 20mm 厚 1:1:6 

混合砂浆抹灰， 白色乳胶漆二遍。其中门 M-1(1 个)：1800mm×2700mm，窗 



C-1(2 个)：1500mm×1800mm，窗 C-2（3 个）：1500mm×600mm，楼板厚度为 100mm

。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确定室内地坪标高、散水宽度。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编制内墙面抹灰及涂料工程量清单。 

 
图 25 一层平面图 

 
图 26 1-1 剖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6.试题编号：2-36，墙、柱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如图（1-1）、（1-2）某公司仓库内墙面为 20mm 厚 1∶2 水泥砂浆；外墙

贴面砖, 4mm 厚瓷砖胶粘剂，揉挤压实。外墙面 C-1：1500mm×2100mm，C-2：

2400mm×2100mm； M-1： 1500mm×3100mm，。内墙上  M-2：1000mm×3100mm。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确定室内地坪标高、楼层净高。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编制外墙面砖工程量清单。 

 
图 27   一层平面图 

 
图 28   立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7.试题编号：2-37，天棚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某工程天棚平面如图所示，设计为 U38 不上人型轻钢龙骨石膏板吊顶，龙

骨网格 350× 350mm。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计算吊顶跌级高差。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编制该天棚吊顶工程量清单。 

 
图 29  天棚平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8.试题编号：2-38，天棚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已知下图会议室吊顶面为纸面石膏板，墙厚均为  240mm。 问题一：根据

图示计算出跌级高差。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 

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要求编制该天棚饰 面板的工程量清单。 

 
图 30 顶棚平面图 



 
图 31 1-1 剖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39.试题编号：2-39， 天棚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请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描述“顶   3”的

做法。 问题二：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请按《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 

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编制该工程顶  3：混合砂浆顶棚（表面

喷涂仿瓷涂料二遍） 工程量清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

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分。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40.试题编号：2-40，门窗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请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描述该工程门的类

型、尺寸。  

问题二：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房屋建筑与装饰工

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

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  号），完成门工程量清单编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41.试题编号：2-41，门窗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问题一：请：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描述该工程窗的

类型、尺寸。  

问题二：根据所给附件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按照《房屋建筑与装饰

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 号）的要求，完成窗工程量清单编



制。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42.试题编号：2-42， 门窗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已知某工程门窗表如下图，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描述 M1、M2、C2、C3 的尺寸、数量。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编制该工程  M1、 M2、C2、C3 的工程量清单。 

 
图 33 门窗表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2.43.试题编号：2-43，门窗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1）任务描述 

如图（1-1）、（1-2）某公司仓库外墙面 C-1：1500mm×2100mm，C-2：2400mm

×2100mm， 均为双层空腹钢窗；M-1：1500mm×3100mm，为木质防火门。内墙

上，M-2：1000mm×3100mm， 为半玻璃镶板门。 

问题一：请根据图纸描述 C-1、C-2 的窗台高度。  

问题二：请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

《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编制门窗工程量清单。  



 
图 34 一层平面图 

 
图 35 立面图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材料：工程量清单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

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

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

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

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

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

分 

工程量

计算 50

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计量单位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工程量计算

式 
25 

计算规则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要求。 

计算结果 10 结果计算准确。 

表格填

写 30分 

项目编码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 

项目名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 工作任务

要求。 

项目特征描

述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要求，并

符合工程项目实际情况和工作任务

要求。 

填写清单 5 

符合《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

算规范》（GB50854-2013）及《关于

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要求，清单表格齐全，数据填写

完整。 

编写编制说

明和封面 
5 

编制说明的内容、封面填写符合《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  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及《关于调整补充

增 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知》（湘建价【2016】 160 号）

要求。 

装订成册 5 表格装订顺序无误，装订整齐。 



3.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块 
3.1.试题编号：3-1，建筑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列项与工程量计算 

（1）任务描述 

某砖混结构工程图如下图，墙身为 M5混合砂浆砌筑标准砖，一砖半混水砖

墙。室外地坪标高-0.15m，GZ（370×370mm）从基础圈梁（370×240mm）底（

-0.3m）到板顶，门窗洞口上全部采用预制过梁。门窗洞尺寸：M1，1500mm×2700mm

；M2，1000mm×2700mm；C1，1800mm×1800mm。 

问题一：请正确指出本工程的外墙墙厚和外墙中心线长度。  

问题二：请填制实心砖墙的工程量计算单，并完成项目清单编制与定额列

项的工作。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算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工程量列

项 35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子目编码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目特

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子目 编

码准确，完整。 

子目名称 2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目特

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子目 编

号准确，完整。 

组价工程

量计算 45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算单位准确。 

工程量计算

式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 算式表达清晰，计

算过程准确。 

计算结果 5 计算结果准确 

3.2.试题编号：3-2，建筑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列项与工程量计算 

（1）任务描述 

某砖混结构工程图，室外地坪标高-0.15m，GZ（370×370mm）从基础圈梁

（370×240mm） 

底（-0.3m）到板顶，门窗洞口上全部采用预制过梁。门窗洞尺寸：M1，1500mm

×2700mm； M2， 1000mm×2700mm；C1，1800mm×1800mm。 

问题一：请指出本工程的层高、层数以及结构类型。 

问题二：请填制综合脚手架的工程量计算单，并完成项目清单编制与定额

列项的工作。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算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及及《湖南省建设工 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成果 80分 

工程量列

项 35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子目编码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目特

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子目 编

码准确，完整。 

子目名称 2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目特

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子目 编

号准确，完整。 

组价工程

量计算 45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算单位准确。 

工程量计算

式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 算式表达清晰，计

算过程准确。 

计算结果 5 计算结果准确 

3.3.试题编号：3-3，建筑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列项与工程量计算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指出本工程的室外地

坪标高、挖 

土深度。 

问题二：完成该图纸中①轴线上挖基坑土方和独立基础混凝土工程量，并

完成项目清单 编制与定额列项的工作。其中，土壤类别为坚土，采用人工开挖

，基槽及房心采用人工夯填， 胶轮车运土，土方运输距离 100m。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算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及及《湖南省建设工 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成果 80分 

工程量列

项 35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子目编码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目特

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子目 编

码准确，完整。 

子目名称 2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目特

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子目 编

号准确，完整。 

组价工程

量计算 45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算单位准确。 

工程量计算

式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 算式表达清晰，计

算过程准确。 

计算结果 5 计算结果准确 

3.4.试题编号：3-4，建筑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列项与工程量计算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指出本工程的室外地

坪标高、挖 

土深度。 

问题二：完成该图纸中 A 轴线上挖基坑土方和独立基础混凝土工程量，并

完成项目清单 编制与定额列项的工作。土壤类别为坚土，采用人工开挖，基槽

及房心采用人工夯填， 胶轮车运土，土方运输距离 100m。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及及《湖南省建设工 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

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资料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

规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

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

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和记录工具

严重损坏等；

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

第一大项计

0分。 

成果80分 

工程量列

项 35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子目编码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码准确，完整。 

子目名称 2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号准确，完整。 

组价工程

量计算 45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算单位准确。 

工程量计算

式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 算式表达清晰，

计算过程准确。 

计算结果 5 计算结果准确 

3.5.试题编号：3-5， 建筑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综合单价的计算 

（1）任务描述 

某项目工程量清单及组价工程量计算单如下，请根据此工程量计算单、现

行计价文件以 及当时当地市场价格信息，按照一般计税法编制该清单项目的综

合单价分析表。（结果保留 二位小数） 

人工单价：100 元/工日；管理费：23.33%；利润率：25.42%。 
表 45   工程量计算单 

序号 清单或定额编号 项目名称（含特征） 计量单位 数量 

1 010101004 

挖基坑土方 

1.土壤类别: 二类土 

2.挖土深度:2m 内 

m³ 29.33 

1.1 A1-4 
人工挖基坑 深度 2m 以内 普

通土 
100m³ 0.91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

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

项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



价【2017】165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

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

失误造成

图纸、工

具书、资

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

损坏等；

严重违反

考场纪

律，造成

恶劣影响

的第一大

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

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

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

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

果

80

分 

组价项

目信息

填写 

项目编

码名称

数量 的

填写 

10 
符合项目已知工程量清单及组价工程量，清单 

项目与组价项目编码、名称、数量填写准确。 

人材机

用量及

单价计

算 

取费单

价 
10 组价子目取费单价计算准确。 

市场单

价 
10 

能够按照已求内容，计算并填写组价子目市场单

价。 

直接费

用计算 

人工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人工费计算准确。 

材料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 补

充规定的要求，材料费计算准确 

机械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 补

充规定的要求，机械费计算准确。 

综合单

价计算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 补

充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销项税

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综合单

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综合单价计算准确。 

3.6.试题编号：3-6，建筑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综合单价的计算 

（1）任务描述 

某现浇混凝土有梁板项目为 C30 商品混凝土采用垂直运输机械运送施工，

其工程量清单 及组价工程量计算单如下，请根据此工程量计算单、现行计价文

件以及当时当地市场价格信 息，按照一般计税法编制该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分

析表。（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主材单价：C30 商品混凝土：500 元/m³,水泥 32.5：0.414 元/kg，中净砂

：194 元/m³， 水：3.9 元/m³，电：0.906 元/kwh；其余材料及机械单价取定额

基价。 

人工单价：100  元/工日；管理费：23.33%；利润率：25.42%。 

表 47 工程量计算单 

 

序号 清单或定额编号 项目名称（含特征） 计量单位 数量 

1 010505001001 
有梁板混凝土种类：商品混凝土

混凝土强度等级：C30 
m 670.6 

1.1 A5-86 换 
现浇混凝土柱:普通商品砼 C30(

水泥砂浆 1:2，水泥 32.5 级) 
10m³ 67.06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

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

项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

价【2017】165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

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

失误造成

图纸、工

具书、资

料和记录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

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

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



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工具严重

损坏等；

严重违反

考场纪

律，造成

恶劣影响

的第一大

项计 0

分。 

成

果

80

分 

组价项

目信息

填写 

项目编

码名称

数量 的

填写 

10 
符合项目已知工程量清单及组价工程量，清单 

项目与组价项目编码、名称、数量填写准确。 

人材机

用量及

单价计

算 

取费单

价 
10 组价子目取费单价计算准确。 

市场单

价 
10 

能够按照已求内容，计算并填写组价子目市场单

价。 

直接费

用计算 

人工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人工费计算准确。 

材料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 补

充规定的要求，材料费计算准确 

机械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 补

充规定的要求，机械费计算准确。 

综合单

价计算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 补

充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销项税

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综合单

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综合单价计算准确。 

3.7.试题编号：3-7，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填制及文件的装订 

（1）任务描述 

已知湘潭市区某建筑工程为二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 590 ㎡，其按一般

计税法计算的 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如下，请根据湖南省现行计价办法规定，以

及表中已有数据填写完整该 表并完成该建筑工程投标报价文件编制并装订成

册。（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其中：管理费：23.33%；利润率：25.42% 

 



表 48  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投标报价)(一般计税法) 
工程名称: 标段: 名称: 

序号 工程内容 计算过程 
费率 

(%) 
金额(元) 

1 直接费用    

1.1 人工费   5220.76 

1.1.1 其中:取费人工费   3820.06 

1.2 材料费   4725.78 

1.3 机械费   365.15 

1.3.1 其中:取费机械费   362.54 

2 费用和利润    

2.1 管理费    

2.2 利润    

2.3 总价措施项目费    

2.3.1 
其中:安全文明施

工费 
   

2.4 规费    

2.4.1 工程排污费    

2.4.2 职工教育经费和工

会经费 
   

2.4.3 住房公积金    

2.4.4 安全生产责任险    

2.4.5 社会保险费    

3 建安造价    

4 销项税额    

5 附加税费    

6 其他项目费   10000 

建安工程造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

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录表

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

分 

单位

工程

费用

计算

表的

填制

60分 

直接费用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直接费用计算准确。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安全文明

施工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费计算准确。 

总价措施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总价措施费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建安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建安造价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单 位 工

程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单位工程造价计算准确。 

装订

成果

20分 

封面、编

制说明 
1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封面、编制说明编制准确。 

装订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装订顺序准确。 

3.8.试题编号：3-8，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填制及文件的装订 

（1）任务描述 

已知湘潭县城某建筑工程为五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 3200 ㎡，其按一

般计税法计算 的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如下，请根据湖南省现行计价办法规定，

以及表中已有数据填写完整 该表并完成该建筑工程投标报价文件编制并装订

成册。（结果保留二位小数）其中：管理费：23.33%；利润率：25.42% 
表 49 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投标报价)(一般计税法) 

工程名称: 标段: 名称: 

序号 工程内容 计算过程 费率(%) 金额(元) 

1 直接费用    

1.1 人工费   225166.4

7 1.1.1 其中:取费人工

费 

  139278.2

3 1.2 材料费   406581.2

2 1.3 机械费   52355.57 

1.3.1 其中:取费机械

费 

  47937.23 

2 费用和利润    

2.1 管理费    

2.2 利润    

2.3 总价措施项目费    

2.3.1 其中:安全文明

施工费 

   

2.4 规费    

2.4.1 工程排污费    

2.4.2 职工教育经费和

工会经费 

   

2.4.3 住房公积金    

2.4.4 安全生产责任险    

2.4.5 社会保险费    

3 建安造价    

4 销项税额    

5 附加税费    

6 其他项目费   10000 

建安工程造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

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录表

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

分 

单位

工程

费用

计算

表的

填制

60分 

直接费用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直接费用计算准确。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安全文明

施工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费计算准确。 

总价措施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总价措施费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建安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建安造价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单 位 工

程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单位工程造价计算准确。 

装订

成果

20分 

封面、编

制说明 
1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封面、编制说明编制准确。 

装订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装订顺序准确。 

3.9.试题编号：3-9，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填制及文件的装订 

（1）任务描述 

已知湘潭市区某建筑工程为二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 1200 ㎡，其按一

般计税法计算 的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如下，请根据湖南省现行计价办法规定，

以及表中已有数据填写完整 该表并完成该建筑工程投标报价文件编制并装订

成册。（结果保留二位小数）其中：管理费：23.33%；利润率：25.42% 
表 50 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投标报价)(一般计税法) 

工程名称: 标段: 名称: 

序号 工程内容 计算过程 费率 (%) 金额(元) 

1 直接费用    

1.1 人工费   126320.82 

1.1.1 其中:取费人工费   82383.15 

1.2 材料费   222596.49 

1.3 机械费   12191.47 

1.3.1 其中:取费机械费   11749.29 

2 费用和利润    

2.1 管理费    

2.2 利润    

2.3 总价措施项目费    

2.3.1 
其中:安全文明施

工费 
   

2.4 规费    

2.4.1 工程排污费    

2.4.2 
职工教育经费和工

会经费 
   

2.4.3 住房公积金    

2.4.4 安全生产责任险    

2.4.5 社会保险费    



3 建安造价    

4 销项税额    

5 附加税费    

6 其他项目费   10000 

建安工程造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

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录表

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

分 

单位

工程

费用

计算

表的

填制

60分 

直接费用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直接费用计算准确。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安全文明

施工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费计算准确。 

总价措施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总价措施费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建安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建安造价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单 位 工

程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单位工程造价计算准确。 

装订

成果

20分 

封面、编

制说明 
1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封面、编制说明编制准确。 

装订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装订顺序准确。 

3.10.试题编号：3-10，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填制及文件的装订 

（1）任务描述 

已知湘潭县城某建筑工程为 6 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 3590 ㎡，其按一

般计税法计算 的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如下，请根据湖南省现行计价办法规定，

以及表中已有数据填写完整 该表并完成该建筑工程投标报价文件编制并装订

成册。（结果保留二位小数）其中：管理费：23.33%；利润率：25.42%。 
表 51 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投标报价)(一般计税法) 

工程名称: 标段: 名称: 

序号 工程内容 计算过程 费率（ %） 金额(元) 

1 直接费用    

1.1 人工费   882633.76 

1.1.1 其中:取费人工

费 
  586378.81 

1.2 材料费   1302841.98 

1.3 机械费   216658.44 

1.3.1 其中:取费机械

费 
  191351.35 

2 费用和利润    

2.1 管理费    

2.2 利润    

2.3 总价措施项目费    

2.3.1 
其中:安全文明

施工费 
   

2.4 规费    

2.4.1 工程排污费    



2.4.2 
职工教育经费和

工会经费 
   

2.4.3 住房公积金    

2.4.4 安全生产责任险    

2.4.5 社会保险费    

3 建安造价    

4 销项税额    

5 附加税费    

6 其他项目费   10000 

建安工程造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

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录表

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

分 

单位

工程

费用

计算

表的

填制

60分 

直接费用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直接费用计算准确。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安全文明

施工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费计算准确。 

总价措施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总价措施费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建安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建安造价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单 位 工

程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单位工程造价计算准确。 

装订

成果

20分 

封面、编

制说明 
1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封面、编制说明编制准确。 

装订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装订顺序准确。 

3.11.试题编号：3-11，装饰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列项与工程量计算 

（1）任务描述 

某砖混结构工程图如下图，室外地坪-0.6m。门窗洞尺寸：M1，1500mm×

2700mm；M2， 1000mm×2700mm；C1，1800mm×1800mm。地面面层 800×800mm 瓷

质地板砖，1:4 水泥浆粘 贴；踢脚线高 150mm，用 800×800mm 瓷质地板砖裁贴

。室内墙面及天棚抹混合砂浆，刮仿 瓷涂料二遍，面刷墙漆。外墙窗台下贴 600

×300mm火烧麻石板，窗台以上 95×95mm 面砖，灰缝宽 10mm。 

问题一：请描述该工程地面的装饰做法。  

问题二：请按定额计算规则计算室内地面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量，填制工

程量计算单，并完成项目清单编制与定额列项的工作。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

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

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资料

和记录工具

严重损坏等；

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

第一大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

规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

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

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80分 
工程量列

项 35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子目编码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码准确，完整。 

子目名称 2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号准确，完整。 

组价工程

量计算 45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算单位准确。 

工程量计算

式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 算式表达清晰，

计算过程准确。 

计算结果 5 计算结果准确 

3.12.试题编号：3-12，装饰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列项与工程量计算 

（1）任务描述 

问题一：根据所给附件一施工图纸（办公楼施工图），请描述该工程首层地

面的装饰做法。 

问题二：完成该图纸中首层地面装饰工程的组价工程量计算，并完成项目

清单编制与定额列项的工作。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

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

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资料

和记录工具

严重损坏等；

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

第一大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

规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

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

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80分 
工程量列

项 35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子目编码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码准确，完整。 

子目名称 2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号准确，完整。 

组价工程

量计算 45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算单位准确。 

工程量计算

式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 算式表达清晰，

计算过程准确。 

计算结果 5 计算结果准确 

3.13.试题编号：3-13，装饰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列项与工程量计算 

（1）任务描述 

某卧室、客厅两房间吊顶天棚装修工程具体做法如图所示，墙厚 240，轴线

居中。  

问题一：请描述该工程中天棚的装饰做法。  

问题二：请列出清单项目并计算其组价项目的定额工程量，填制工程量计

算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



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

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资料

和记录工具

严重损坏等；

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

第一大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

规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

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

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80分 

工程量列

项 35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子目编码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码准确，完整。 

子目名称 2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号准确，完整。 

组价工程

量计算 45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算单位准确。 

工程量计算

式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 算式表达清晰，

计算过程准确。 

计算结果 5 计算结果准确 

3.14.试题编号：3-14，装饰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列项与工程量计算 

（1）任务描述 

某按照施工图纸设计要求，地面为陶瓷地砖地面：100 厚 C10 混凝土垫层

；找平层为 25mm 厚 1:4 干硬性水泥砂浆；10mm 厚地砖（600×600）铺实拍平。 

问题一：请描述该工程的楼地面装饰做法。 

问题二：请列出该工程楼地面工程清单项目并计算其组价项目的定额工程

量，填制工程量计算单。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

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

计算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纸、

工具书、资料

和记录工具

严重损坏等；

严重违反考

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

第一大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

规范，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

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

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

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80分 
工程量列

项 35分 

工程识图 10 
图纸识读准确，能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准确回答问题。 

子目编码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码准确，完整。 



子目名称 2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并符合给定工程项

目特点和工作任务实际情况，列项

子目 编号准确，完整。 

组价工程

量计算 45

分 

计量单位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算单位准确。 

工程量计算

式 
5 

符合《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要求，计 算式表达清晰，

计算过程准确。 

计算结果 5 计算结果准确 

3.15.试题编号：3-15，装饰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综合单价的计算 

（1）任务描述 

某项目工程量清单及组价项目工程量计算单如下，请根据此工程量计算单

、现行计价文 件以及当时当地市场价格信息，按照一般计税法编制表中清单项

目的综合单价分析表。（结 果保留二位小数） 

主材单价：水泥 32.5：0.414元/kg，中净砂：194 元/m³，砾石 10mm：177.11

元/m³，水：3.9 元/m³，电：0.906 元/kwh；其余材料及机械单价取定额基价。

人工单价：120元/工日；管理费：26.48%；利润率：28.88%。 
表 54  工程量计算单 

序号 清单或定额编号 项目名称（含特征） 计量单位 数量 

1 011101003001 

细石混凝土楼地面 

1.找平层厚度、砂浆配合比: 30 厚 

C20 细石混凝土； 
m2 920.84 

1.1 B1-4 
细 石 混 凝 土 30mm 砾 石 最 大 粒 径 

10mm 水泥 32.5 100m2 9.272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

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

项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

价【2017】165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

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

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

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

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分 

组价项目

信息填写 

项目编码

名称数量

的填写 

5 

符合项目已知工程量清单及组价工程量，清

单 项目与组价项目编码、名称、数量填写

准确。 

人材机用

量及单价

计算 

取费单价 5 组价子目取费单价计算准确。 

市场单价 5 
能够按照已求内容，计算并填写组价子目市

场单价。 

直接费用

计算 

人工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人工费计算准确。 

材料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 补充规定的要求，材料费计算准确。 

机械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 补充规定的要求，机械费计算准确。 

综合单价

计算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 补充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综合单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综合单价计算准确。 

3.16.试题编号：3-16，装饰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综合单价的计算 

（1）任务描述 

某项目工程量清单及组价项目工程量计算单如下，请根据此工程量计算单

、现行计价文 件以及当时当地市场价格信息，按照一般计税法编制表中清单项

目的综合单价分析表。（结 果保留二位小数） 



主材单价：水泥 32.5：0.414元/kg，粗净砂：194 元/m³，砾石 10mm：177.11

元/m³，水：3.9元/m³，电：0.906 元/kwh；其余材料及机械单价取定额基价。 

人工单价：120  元/工日；管理费：26.48%；利润率：28.88%。 
表 55 工程量计算单 

序号 清单或定额 编号 项目名称（含特征） 计量单位 数量 

1 011301001001 

天棚抹灰 

1、基层类型：现浇混凝土 

2、抹灰厚度、材料种类：7 厚 

1:1:4 水 泥 石 灰 砂 浆 /5 厚 

1:0.5:3 水泥石灰砂浆 

m2 2538.5 

1.1 B3-1 
抹灰面层混凝土天棚 石灰砂浆 

现浇 
100m2 25.385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 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

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 

（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

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

项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

价【2017】165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

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

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

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

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分 

组价项目

信息填写 

项目编码

名称数量

的填写 

5 

符合项目已知工程量清单及组价工程量，清

单 项目与组价项目编码、名称、数量填写

准确。 

人材机用

量及单价

计算 

取费单价 5 组价子目取费单价计算准确。 

市场单价 5 
能够按照已求内容，计算并填写组价子目市

场单价。 

直接费用

计算 
人工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人工费计算准确。 



材料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 补充规定的要求，材料费计算准确。 

机械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 补充规定的要求，机械费计算准确。 

综合单价

计算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 补充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综合单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以及补充规定的要求，综合单价计算准确。 

3.17.试题编号：3-17，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填制及文件装订 

（1）任务描述 

已知湘潭市区某工程为 6 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 3000 ㎡，其按一般计

税法计算的装饰装修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如下，请根据湖南省现行计价办法规

定，以及表中已有数据填写 完整该表并完成该装饰工程投标报价文件编制并装

订成册。（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其中：管理费：26.48%；利润率：28.88%。 
表 56 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投标报价)(一般计税法) 

工程名称: 标段: 名称: 

序号 工程内容 计算过程 费率 (%) 金额(元) 

1 直接费用    

1.1 人工费 按 120 元/工日计  217067.22 

1.1.1 其中:取费人工费    

1.2 材料费   355482.3 

1.3 机械费   76557.88 

1.3.1 其中:取费机械费    

2 费用和利润    



2.1 管理费    

2.2 利润    

2.3 总价措施项目费    

2.3.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2.4 规费    

2.4.1 工程排污费    

2.4.2 
职工教育经费和工会 

经费 
   

2.4.3 住房公积金    

2.4.4 安全生产责任险    

2.4.5 社会保险费    

3 建安造价    

4 销项税额    

5 附加税费    

6 其他项目费   20000 

建安工程造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

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录表

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

分 

单位

工程

费用

直接费用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直接费用计算准确。 



计算

表的

填制

60分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安全文明

施工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费计算准确。 

总价措施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总价措施费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建安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建安造价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单 位 工

程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单位工程造价计算准确。 

装订

成果

20分 

封面、编

制说明 
1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封面、编制说明编制准确。 

装订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装订顺序准确。 

3.18.试题编号：3-18，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填制及文件装订 

（1）任务描述 

已知湘潭县城某工程为单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 200 ㎡，其按一般计税

法计算的装饰 装修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如下，请根据湖南省现行计价办法规定

，以及表中已有数据填写完 整该表并完成该装饰工程投标报价文件编制并装订

成册。（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其中：管理费：26.48%；利润率：28.88%。 
 

 

 

表 57 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投标报价)(一般计税法) 

工程名称: 标段: 名称: 



序号 工程内容 计算过程 费率(%) 金额(元) 

1 直接费用    

1.1 人工费 按 120 元/工日计  11953.12 

1.1.1 其中:取费人工

费 
   

1.2 材料费   60597.14 

1.3 机械费   1250.54 

1.3.1 其中:取费机械

费 
   

2 费用和利润    

2.1 管理费    

2.2 利润    

2.3 总价措施项目费    

2.3.1 其中:安全文明

施工费 
   

2.4 规费    

2.4.1 工程排污费    

2.4.2 
职工教育经费和

工会经费 
   

2.4.3 住房公积金    

2.4.4 安全生产责任险    

2.4.5 社会保险费    

3 建安造价    

4 销项税额    

5 附加税费    

6 其他项目费   20000 

建安工程造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

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录表

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

分 

单位

工程

费用

计算

表的

填制

60分 

直接费用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直接费用计算准确。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安全文明

施工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费计算准确。 

总价措施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总价措施费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建安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建安造价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单 位 工

程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单位工程造价计算准确。 

装订

成果

20分 

封面、编

制说明 
1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封面、编制说明编制准确。 

装订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装订顺序准确。 



3.19.试题编号：3-19，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填制及文件装订 

（1）任务描述 

已知湘潭市区某工程为 5 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为 3000㎡，其按一般计税

法计算的装饰装修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如下，请根据湖南省现行计价办法规定

，以及表中已有数据填写完整该表并完成该装饰工程投标报价文件编制并装订

成册。（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其中：管理费：26.48%；利润率：28.88%。 
表 58 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投标报价)(一般计税法) 

工程名称: 标段: 名称: 

序号 工程内容 计算过程 费率(%) 金额(元) 

1 直接费用    

1.1 人工费 按 120 元/工日计  116967.56 

1.1.1 其中:取费人工费    

1.2 材料费   455382.7 

1.3 机械费   79557.31 

1.3.1 其中:取费机械费    

2 费用和利润    

2.1 管理费    

2.2 利润    

2.3 总价措施项目费    

2.3.1 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2.4 规费    

2.4.1 工程排污费    

2.4.2 
职工教育经费和工会经

费 
   

2.4.3 住房公积金    

2.4.4 安全生产责任险    

2.4.5 社会保险费    

3 建安造价    

4 销项税额    

5 附加税费    

6 其他项目费   20000 

建安工程造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

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录表

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

分 

单位

工程

费用

计算

表的

填制

60分 

直接费用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直接费用计算准确。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安全文明

施工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费计算准确。 

总价措施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总价措施费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建安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建安造价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单 位 工

程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单位工程造价计算准确。 

装订

成果

20分 

封面、编

制说明 
1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封面、编制说明编制准确。 

装订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装订顺序准确。 

3.20.试题编号：3-20，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填制及文件装订 

（1）任务描述 

已知湘潭县城某工程为 2 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为 500 ㎡，其按一般计

税法计算的装饰装修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如下，请根据湖南省现行计价办法规

定，以及表中已有数据填写完 整该表并完成该装饰工程投标报价文件编制并装

订成册。（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其中：管理费：26.48%；利润率：28.88%。 
表 59 单位工程费用计算表(投标报价)(一般计税法) 

工程名称: 标段: 名称: 

序号 工程内容 计算过程 费率 (%) 金额(元) 

1 直接费用    

1.1 人工费 按 120 元/工日计  107000 

1.1.1 其中:取费人工

费 
   

1.2 材料费   250000 

1.3 机械费   60000 

1.3.1 其中:取费机械

费 
   

2 费用和利润    

2.1 管理费    

2.2 利润    

2.3 总价措施项目费    

2.3.1 
其中:安全文明

施工费 
   

2.4 规费    

2.4.1 工程排污费    

2.4.2 
职工教育经费和

工会经费 
   

2.4.3 住房公积金    

2.4.4 安全生产责任险    

2.4.5 社会保险费    

3 建安造价    



4 销项税额    

5 附加税费    

6 其他项目费   20000 

建安工程造价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工程量清计价表格； 

工具：《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

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

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录表

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守考

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

分 

单位

工程

费用

计算

表的

填制

60分 

直接费用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直接费用计算准确。 

管理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管理费计算准确。 

利润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利润计算准确。 

安全文明

施工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安全文明施工费计算准确。 

总价措施

费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总价措施费计算准确。 

规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规费计算准确。 



建安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建安造价计算准确。 

销项税额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以及补 充

规定的要求，销项税额计算准确。 

附加税费 10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附加税费计算准确。 

单 位 工

程造价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单位工程造价计算准确。 

装订

成果

20分 

封面、编

制说明 
1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封面、编制说明编制准确。 

装订 5 

符合《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以及补

充规定的要求，装订顺序准确。 

3.21.试题编号：3-21，建筑工程计价软件操作 

（1）任务描述 

任选智多星、广联达、清华斯维尔等其中一种计价软件完成附表所列项目

的一般计税法的清单报价文件编制。（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资料背景】本工程为某湘潭市办公楼，建筑面积为 2000 ㎡，砖混结构，

檐口高度 12 米。相关人工单价：95 元/工日、管理费：20%，利润：10%。暂列

金额为 5000元。 



 

表 60 E.1 单位工程工程量清单与造价表（一般计税法） (投标报价) 

工程名称： 标段： 单位工程名称：建筑工程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 中 

建安费用 销项税额 附加税费 

1 010101001001 平整场地 
1.土壤类别:普通土 

m2 1171.49      

 A1-3 平整场地 100m2 16.18      

2 010401004001 多孔砖墙 1.砖品种、规格、强

度等级: 多孔砖 2.

砂浆强度等级、配合

比: 水泥砂浆 M7.5

（水泥 32.5 级） 

m 233.73      

 A4-23 页岩多孔砖 厚 190mm 10m 23.373      

3 010502001001 矩形柱 1.混凝土种类:现浇 

2.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砾40mm，42.5 

级水泥 

m 57.67      

 A5-80 
现拌砼 承重柱(矩形柱

、异形 柱) 
10m 5.767      

4 011701001001 综合脚手架 

檐高 12m 
m2 2000      

 A12-10 
综合脚手架 框架、剪力

墙结构 多高层建筑 檐

口高 15m 以内 

100m2 20      



要求：上交电子成果一份，路径储存在 D 盘以自己【场次+模块+工位】命

名的文件夹中， 内有软件生成文件 1份，有多份的以生成文件最后时间的为准

，其余无效。文件夹中还应有 导出的一系列电子表格文件（需全套）。另外需

上交装订好且自己签【场次+模块+工位】和时间的打印稿一份。 

（2）实施条件 

材料：记录用 A4 纸每人 1 张，打印纸若干张。 工具：电脑人手一台（

可联网）、正版计价软件（广联达、斯维尔、智多星等）、打印机、订书机、《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

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 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

南省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

录》、《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

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材料

信息价格。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打印装订

15分 

文件装订 10 

能准确按照《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

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号），按顺序打印

装订工程造价文件，内容齐全。 

封面 5 
能准确根据项目及任务书的要求，编

写封面。 

造价软件

的操作 65

分 

分部分项

工程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分部分项项目

清单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措施项目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措施项目清单

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特

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其他项目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其他项目

费 



人工单价 5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人工单价 

材料单价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或导入材

料单价 

各种费用

取费费率 
10 

能根据项目准确填写各种费用的费

率 

税金率 10 能根据项目要求准确选定税率 

3.22.试题编号：3-22，建筑工程计价软件操作 

（1）任务描述 

任选智多星、广联达、清华斯维尔等其中一种计价软件完成附表所列项目

的一般计税法 的清单报价文件编制。（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资料背景】本工程为某湘潭市办公楼，建筑面积为 2000 ㎡，砖混结构

，檐口高度 12 米。相关人工单价：90 元/工日、管理费：15%，利润：10%。

暂列金额为 5000 元。 



 
表 61 E.1 单位工程工程量清单与造价表（一般计税法） (投标报价) 

工程名称： 标段： 单位工程名称：建筑工程 第 页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 中 

建安费用 销项税额 附加税费 

1 010101003001 挖沟槽土方 1.土壤类别: 普通土

； 

2.挖土深度: 1.3 米； 

3.弃土运距: 3KM； 

m³ 22.66      

 A1-4 
人工挖沟槽 深度 2m 以

内 普通 土 
100m³ 0.38      

2 010503002001 矩形梁 1.混凝土种类:现浇 

2.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砾40mm，水泥 

32.5 级） 

m³ 76.44      

 A5-82 
现拌砼 单梁、连续梁、

基础梁 
10m³ 7.644      

3 010501001001 垫层 1.混凝土种类: 现拌

砼； 

2.混凝土强度等级: 

C10； 

m³ 9.32      

 

 

 

A2-14 换 

垫层 混凝土~垫层用

于独立基础、条形基础

、房心回填 砾石 最大

粒径 40mm C10 水泥 32.5 

 

10m³ 

 

 

0.932 

     

4 011702001002 独立基础模板 
1.基础类型: 独立； 

2.模板: 竹胶合板； 

m2 6.58      

 A13-5 
独立基础 竹胶合板模

板 木支撑 100m2 0.066      



要求：上交电子成果一份，路径储存在 D 盘以自己【场次+模块+工位

】命名的文件夹中， 内有软件生成文件 1 份，有多份的以生成文件最后时

间的为准，其余无效。文件夹中还应有 导出的一系列电子表格文件（需全

套）。另外需上交装订好且自己签【场次+模块+工位】和时间的打印稿一份

。 

（2）实施条件 

材料：记录用 A4 纸每人 1 张，打印纸若干张。 工具：电脑人手一台

（可联网）、正版计价软件（广联达、斯维尔、智多星等）、打印机、订书机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 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

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

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

建价【2017】165 号）、材料信息价格。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打印装订

15分 

文件装订 10 

能准确按照《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

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号），按顺序打印

装订工程造价文件，内容齐全。 

封面 5 
能准确根据项目及任务书的要求，编

写封面。 

造价软件

的操作 65

分 

分部分项

工程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分部分项项目

清单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措施项目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措施项目清单

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特

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其他项目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其他项目

费 

人工单价 5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人工单价 



材料单价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或导入材

料单价 

各种费用

取费费率 
10 

能根据项目准确填写各种费用的费

率 

税金率 10 能根据项目要求准确选定税率 

3.23.试题编号：3-23，建筑工程计价软件操作 

（1）任务描述 

任选智多星、广联达、清华斯维尔等其中一种计价软件完成附表所列项

目的一般计税法 的清单报价文件编制。（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资料背景】本工程为某长沙市办公楼，建筑面积为 5000 ㎡，框架结

构，檐口高度 18 米。相关人工单价：100 元/工日、管理费：20%，利润：

15%。暂列金额为 8000 元。 



 
表 62 E.1 单位工程工程量清单与造价表（一般计税法） (投标报价) 

工程名称： 标段： 单位工程名称：建筑工程 第 页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 中 

建安费用 销项税额 附加税费 

1 010101004001 挖基坑土方 
1.土壤类别: 普通土； 

2.挖土深度: 1.5 米； 

m³ 75.13      

 A1-4 
人工挖基坑 深度 

2m 以内 普通 土 
100m³ 2.376      

2 010401001001 砖基础 1.砖品种、规格、强度

等 级 : 红 青 砖 

240*115*53； 2.基础类

型: 条形； 

3.砂浆强度等级: 水泥

砂 浆(水泥 32.5 级)强

度等级M5； 

m³ 25.58      

 A4-1 砖基础 10m³ 2.558      

3 010501003001 独立基础 1.混凝土种类: 现拌砼

； 

2.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 

砾 石最大粒径 40mm 水

泥 42.5； 

m³ 13.02      

 A5-77 换 
现拌砼 带形基础、

独立基础 

 

10m³ 

 

1.302 
     

4 011703001001 垂直运输 
1.建筑物建筑类型及结

构 m2 568.35      

 A14-3 
塔吊 建筑檐口高 

20m 以内 

1.形式: 框架结构； 2.建

筑物檐口高度、层 数:18 

米； 

台班 36.64      



要求：上交电子成果一份，路径储存在 D盘以自己【场次+模块+工位】

命名的文件夹中， 内有软件生成文件 1 份，有多份的以生成文件最后时间

的为准，其余无效。文件夹中还应有 导出的一系列电子表格文件（需全套

）。另外需上交装订好且自己签【场次+模块+工位】和时间的打印稿一份。 

（2）实施条件 

材料：记录用 A4 纸每人 1 张，打印纸若干张。 工具：电脑人手一台

（可联网）、正版计价软件（广联达、斯维尔、智多星等）、打印机、订书机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 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

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

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

建价【2017】165 号）、材料信息价格。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打印装订

15分 

文件装订 10 

能准确按照《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

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号），按顺序打印

装订工程造价文件，内容齐全。 

封面 5 
能准确根据项目及任务书的要求，编

写封面。 

造价软件

的操作 65

分 

分部分项

工程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分部分项项目

清单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措施项目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措施项目清单

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特

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其他项目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其他项目

费 

人工单价 5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人工单价 



材料单价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或导入材

料单价 

各种费用

取费费率 
10 

能根据项目准确填写各种费用的费

率 

税金率 10 能根据项目要求准确选定税率 

3.24.试题编号：3-24，装饰工程计价软件操作 

（1）任务描述 

任选智多星、广联达、清华斯维尔等其中一种计价软件完成附表所列项

目的一般计税法 的清单投标报价文件编制。（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资料背景】本工程为某湘潭市办公楼，建筑面积为 8000 ㎡，框剪结

构，檐口高度 25 米,8 层。暂列金额为 5000元。 



 
表 64 E.1 单位工程工程量清单与造价表（一般计税法） (投标报价) 

工程名称： 标段： 单位工程名称：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 中 

建安费用 销项税额 附加税费 

1 011101006001 平面砂浆找平层 1、防滑地面找平层：1:3 

水泥砂浆 30mm 厚，水

泥 32.5 级； 

m2 1325.45      

 B1-1 换 
找平层水泥砂浆 混凝

土或硬基 层上 30mm 
100m2 13.25      

2 011102003001 防滑面砖地面 1、20mm 厚 1:4 干硬性

水泥砂浆（水泥 32.5 

级）找 平 

2、300*300 防滑地面砖 

m2 132.45      

 B1-57 换 
陶瓷地面砖楼地面每

块面积在 900cm2 以

内 

100m2 1.325      

3 011204003001 块料墙面 
1、面砖规格：45*90； 

2、粘贴方式：水泥砂浆

粘贴，灰缝 10mm 内 

m2 389.38      

 B2-155 换 

45*90mm 面砖水泥砂

浆粘贴  面  砖灰缝 

10mm 以内 

100m2 3.894      

4 011301001001 天棚抹灰 
1、现浇砼天棚粉石灰砂 

浆； 

m2 482.34      

 B3-1 
抹灰面层混凝土天棚 

石灰砂浆现浇 
100m2 4.823      



要求：上交电子成果一份，路径储存在 D 盘以自己【场次+模块+工位

】命名的文件夹中， 内有软件生成文件 1份，有多份的以生成文件最后时间

的为准，其余无效。文件夹中还应有 导出的一系列电子表格文件（需全套）

。另外需上交装订好且自己签【场次+模块+工位】和时间的打印稿一份。 

（2）实施条件 

材料：记录用 A4 纸每人 1 张，打印纸若干张。 工具：电脑人手一台

（可联网）、正版计价软件（广联达、斯维尔、智多星等）、打印机、订书机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 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

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

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

建价【2017】165 号）、材料信息价格。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打印装订

15分 

文件装订 10 

能准确按照《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

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号），按顺序打印

装订工程造价文件，内容齐全。 

封面 5 
能准确根据项目及任务书的要求，编

写封面。 

造价软件

的操作 65

分 

分部分项

工程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分部分项项目

清单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措施项目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措施项目清单

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特

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其他项目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其他项目

费 

人工单价 5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人工单价 



材料单价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或导入材

料单价 

各种费用

取费费率 
10 

能根据项目准确填写各种费用的费

率 

税金率 10 能根据项目要求准确选定税率 

3.25.试题编号：3-25，装饰工程计价软件操作 

（1）任务描述 

任选智多星、广联达、清华斯维尔等其中一种计价软件完成附表所列项

目的一般计税法 的招标控制价文件编制。（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资料背景】本工程为湘潭县城某项目，建筑面积为 600 ㎡，砖混结构

，檐口高度 10 米,3 层。暂列金额为 2000 元。 



 
表 65    E.1 单位工程工程量清单与造价表（一般计税法） (投标报价) 

 
工程名称： 标段： 单位工程名称： 第 页 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 中 

建安费用 销项税额 附加税费 

1 011101006001 细石混凝土找平层 1、80 厚细石混凝土找

平层，现浇及现场砼.砾

石最大粒径 10mmC15水

泥 32.5； 

m2 356.87      

 B1-4 换 
找平层 细石混凝土 

80mm 100m2 3.569      

2 011105003001 块料踢脚线 1.踢脚线高度: 250mm； 

2.粘贴层厚度、材料种

类: 水泥砂浆 1：4（水

泥 32.5 级）； 3.面层

材料品种、规格、 颜色

:陶瓷面砖； 

m2 14.45      

 B1-63 陶瓷地面砖 踢脚线 100m2 0.145      

3 011406001001 内墙抹灰面油漆 
1、乳胶漆三遍； 

m2 1463.89      

 B5-198 刷乳胶漆 抹灰面 三

遍 
100m2 14.639      

4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 1、成品保护 楼地面 项 1      

 B7-14 成品保护 楼地面  100m2 0.145      



要求：上交电子成果一份，路径储存在 D 盘以自己【场次+模块+工位】命

名的文件夹中， 内有软件生成文件 1份，有多份的以生成文件最后时间的为准

，其余无效。文件夹中还应有 导出的一系列电子表格文件（需全套）。另外需

上交装订好且自己签【场次+模块+工位】和时间的打印稿一份。 

（2）实施条件 

材料：记录用 A4 纸每人 1 张，打印纸若干张。 工具：电脑人手一台（

可联网）、正版计价软件（广联达、斯维尔、智多星等）、打印机、订书机、《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

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 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

南省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

录》、《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

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材料

信息价格。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打印装订

15分 

文件装订 10 

能准确按照《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

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号），按顺序打印

装订工程造价文件，内容齐全。 

封面 5 
能准确根据项目及任务书的要求，编

写封面。 

造价软件

的操作 65

分 

分部分项

工程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分部分项项目

清单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措施项目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措施项目清单

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特

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其他项目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其他项目

费 



人工单价 5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人工单价 

材料单价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或导入材

料单价 

各种费用

取费费率 
10 

能根据项目准确填写各种费用的费

率 

税金率 10 能根据项目要求准确选定税率 

3.26.试题编号：3-26，装饰工程计价软件操作 

（1）任务描述 

任选智多星、广联达、清华斯维尔等其中一种计价软件完成附表所列项目

的一般计税法 的招标控制价文件编制。（结果保留二位小数） 

【资料背景】本工程为某湘潭市办公楼，建筑面积为 8000 ㎡，框剪结构，

檐口高度 25米,8 层。暂列金额为 10000 元。 



 
表 66    E.1 单位工程工程量清单与造价表（一般计税法）   (投标报价) 

 
工程名称： 标段： 单位工程名称：建筑工程 第    页共  页 

序号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金额（元） 

综合单价 合价 
其  中 

建安费用 销项税额 附加税费 

1 011101001001 水泥砂浆楼地面 1.找平层厚度、砂浆配

合比:30MM； 

2.面层厚度、砂浆配合

比: 水 泥砂浆 1:4； 

m2 4012.67      

 B1-6 换 
水泥砂浆 楼地面~换:水泥砂

浆 1：4（32.5 级水泥） 
100m2 40.127      

2 011107002001 块料台阶面 
水泥砂浆 1:3（水泥 

32.5 级 

m2 24.78      

 B1-41 台阶 花岗岩 水泥砂浆 100m2 0.248      

3 011301001001 天棚抹灰 
1、预制砼天棚粉石灰

砂浆 

m2 482.34      

 B3-2 抹灰面层 混凝土天棚 石灰

砂浆 预制 
100m2 4.823      

4 011707007001 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 
1、成品保护 楼梯、台

阶 

项 1      

 B7-15 成品保护 楼梯、台阶 100m2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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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上交电子成果一份，路径储存在 D 盘以自己【场次+模块+工位】命

名的文件夹中， 内有软件生成文件 1份，有多份的以生成文件最后时间的为准

，其余无效。文件夹中还应有 导出的一系列电子表格文件（需全套）。另外需

上交装订好且自己签【场次+模块+工位】和时间的打印稿一份。 

（2）实施条件 

材料：记录用 A4 纸每人 1 张，打印纸若干张。 工具：电脑人手一台（

可联网）、正版计价软件（广联达、斯维尔、智多星等）、打印机、订书机、《建

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 工程量

计算规范》（GB50854-2013）、《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

通 知》（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湖

南省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

录》、《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

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材料

信息价格。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误

造成图纸、工

具书、资料和

记录工具严重

损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

影响的第一大

项计 0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打印装订

15分 

文件装订 10 

能准确按照《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

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

建价【2016】160号），按顺序打印

装订工程造价文件，内容齐全。 

封面 5 
能准确根据项目及任务书的要求，编

写封面。 

造价软件

的操作 65

分 

分部分项

工程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分部分项项目

清单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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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项目 10 

能熟练填写建筑工程措施项目清单

与计价表，清单项目编码、名称、特

征、数量以及组价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数量。 

其他项目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其他项目

费 

人工单价 5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人工单价 

材料单价 10 
能准确根据项目要求，填写或导入材

料单价 

各种费用

取费费率 
10 

能根据项目准确填写各种费用的费

率 

税金率 10 能根据项目要求准确选定税率 

 

4.工程造价的过程控制模块 

4.1.试题编号：4-1，招投标管理 

（1）任务描述 

某市越江隧道工程全部由政府投资。该项目为该市建设规划的重要项目之

一，且已列入地方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概算已经主管部门批准，征地工作

尚未全部完成，施工图及有关技术资料齐全。现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施工招标。

因估计除本市施工企业参加投标外，还可能有外省市施工企业参加投标，故业

主委托咨询单位编制了两个标底，准备分别用于对本市和外省市施工企业投标

价的评定。业主对投标单位就招标文件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统一作了书面答复，

并以备忘录的形式分发给各投标单位。 

在书面答复投标单位的提问后，业主组织各投标单位进行了施工现场踏勘

。在投标截止日期前 10天，业主书面通知各投标单位，由于某种原因，决定将

收费站工程从原招标范围内删除。开标会由市招投标办的工作人员主持，市公

证处有关人员到会，各投标单位代表均到场。开标前，市公证处人员对各投标

单位的资质进行审查，并对所有投标文件进行审查，确认所有投标文件均有效

后，正式开标。主持人宣读投标单位名称、投标价格、投标工期和有关投标文

件的重要说明。 

问题： 

1、该项目的标底应采用什么方法编制？简述其理由。 

2、业主对投标单位进行资格预审应包括哪些内容？ 

3、该项目施工招标在哪些方面存在问题或不当之处？请逐一说明。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 ：答题纸、草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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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招投标

组织程

序纠错 

标底编

制 
10 标底编制方法的正确选择。 

资格预

审 
10 资格预审的内容。 

施工招

标程序 
15 施工招标程序准确。 

招标内

容 
15 招标文件编制准确。 

评标与

招投标

相关文

件编制 

开标 30 评标过程的正确性判断。 

4.2.试题编号：4-2，招投标管理 

（1）任务描述 

某市大型购物广场工程项目拟公开进行招标。该项目建设征地工作已经完

成，但建设资金尚未完全落实：建设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某招标代理机构

为该单位办理招标事宜，代理机构对省内外投标人提出了不同的资格要求。招

标文件中说明 2003年 9 月 8日为投标截止日期。有 5 家承包商参加了投标，承

包商 B 在送出投标文件后发现工程量计算出现重大失误，遂在投标截止日期前

递交了声明，撤回投标文件。9 月 10 日由招标代理机构主持了开标会，并宣布

有 4 家承包商投标，并宣读了 4 家承包商的投标价格、工期和其他主要内容。

经评标后，最后确定 F 承包单位中标。中标通知书于 9 月 15 日寄出，10 月 20

日双方订立了书面合同。 

问题： 

该项目开展招投标工作是否条件充分？如不充分应具备哪些条件后方能开

展？ 

招标工作中是否错误做法，请逐条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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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招投标组

织准备 
招标条件 20 达到哪些条件方能开展招标工作 

招标过程 

代理机构 15 代理机构的选择 

投标人条件 15 对投标人不得区别对待。 

评标 30 
标书撤回条件；开标主持人；中标合同

签订时间。 

4.3.试题编号：4-3，招投标管理 

（1）任务描述 

某公司现要进行项目决策，有 A、B 两项目，据经验得投 A 高标中标概率为

0.2、A 项目投低标中标概率为 0.7，投标文件为 5 万元；B项目投高标中标概率

为 0.5、B 项目投低标中标概率为 0.9；也可不投标。每种方案的利润和出现的

概率，如图所示：单位万元 
方案 效果 概率 损益值 

A高 

好 0.4 500 

中 0.3 300 

差 0.3 200 

A低 

好 0.2 250 

中 0.5 150 

差 0.3 40 

B高 

好 0.5 270 

中 0.4 210 

差 0.1 120 

B低 

好 0.3 140 

中 0.6 80 

差 0.1 -30 

不投   0 



 

 135 

问题： 

绘制出决策树 

判断该公司选哪个方案最合适？为什么？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 ：答题纸、草稿纸。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2 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

工具和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

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

及设施。任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

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作台

面等。 

成果 

80分 
决策树 

决策树的

绘制 
40 绘制的完整性及正确性。 

方案枝上

期望值 
30 期望值计算方法及数据准确。 

决策 10 正确判断合适方案。 

4.4.试题编号：4-4，工程款结算 

任务描述： 

工程项目业主与承包商签订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中估算工程量为

5300m³ ,全费用单价为 180元/m³。合同工期为 6 个月。有关付款条款如下: 

开工前业主应向承包商支付估算合同总价 20%的工程预付款; 

业主自第 1 个月起，从承包商的工程款中，按 5%的比例扣留质量保证金; 

当实际完成工程量增减幅度超过估算工程量的 15%时，可进行调价，调价系

数化为 0.9 (或 1.1); 

每月支付工程款最低金额为 15万元; 

工程预付款从累计已完工程款超过估算合同价 30%以后的下 1 个月起，至第

5 个月均匀扣除。 

承包商每月实际完成并经签证确认的工程能如表所示。 
每月实际完成工程量平均扣预付款 

月份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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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程量

(m³) 
800 1000 1200 1200 1200 800 

累计完成工

程量(m³) 
800 1000 3000 4200 5400 6200 

问题: 

1、估算合同总价为多少? 

2、工程预付款为多少?工程预付款从哪个月起扣留?每月应扣工程预付款为

多少? 

3、1-3 月每月工程量价款分别为多少?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计算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1.5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记录

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遵守

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务完成后，

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具、凳子、整理工

作台面等。 

成果 

80分 

估算合同总

价的计算 
10 估算合同总价计算准确。 

工程预付款

的计算 
10 工程预付款计算准确。 

每月工程量

价款的计算 
60 

应扣留质量保证金、每月应支付工程款计算准

确。 

4.5.试题编号：4-5，工程款结算 

(1) 任务描述： 

某承包商于某年承包某外资工程项目施工任务，该工程施工时间从当年 5

月开始至 9 月,与造价相关的合同内容有: 

1.工程合同价 2000万元，工程价款采用调值公式动态结算。该工程的不调

值部分价款占合同价的 15% ,5 项可调值部分价款分别占合同价的 35% 

,23%,12%,8%,7%。 

调值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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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o[A+(B1 × Ft1/F01+B2 × Ft2/F02+B3 × Ft3/F03+B4 × Ft4/F04+B5 ×

Ft5/F05)] 

式中: 

P----结算期已完工程调值后结算价款: 

Po----结算期已完工程未调值合同价款: 

A----合同价中不调值部分的权重: 

B1、B2、B3、B4、B5----合同价中 5 项可调值部分的权重: 

Ft1,Ft2,Ft3,Ft4,Ft5----合同价中 5项可调值部分结算期价格指数: 

F01,F02,F03,F04,F05----合同价中 5项可调值部分 基期价格指数。 

开工前业主向承包商支付合同价 20%的工程预付款，在工程最后两个月平均

扣回。 

3.工程款逐月结算。 

4.业主自第 1 个月起，从给承包商的工程款中按 5%的比例扣留质量保证金

。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为 12 个月。 

该合同的原始报价日期为当年 3 月 1 日。结算各月份可调值部分的价格指

数如表所示。 
可调值部分的价格指数表 

代号 F01 F02 F03 F04 F05 

3月指数 100 153.4 154.4 160.3 144.4 

代号 Ft1 Ft2 Ft3 Ft4 Ft5 

5月指数 100 156.2 154.4 162.2 160.2 

6月指数 108 158.2 156.2 162.2 162.2 

7月指数 108 158.4 158.4 162.2 164.2 

未调值前各月完成的工程情况为: 

5 月份完成工程 200万元，本月业主供料部分材料费为 5万元。 

6 月份完成工程 300万元。 

7 月份完成工程 400 万元,另外由于业主方设计变更，导致工程局部返工，

造成拆除材料费损失 0.15 万元，人工费损失 0.1 万元，重新施工费用合计 1.5

万元。 

已知 5 月份、6月份工程量价款分别为 194.08 万元、313.85 万元。 

问题: 

1、工程预付款是多少?工程预付款从哪个月开始起扣，每月扣留多少? 

2、确定 7、8、9 月业主应支付给承包商的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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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在竣工半年后，发生屋面漏水，业主应如何处理此事? 

（2）实施条件 

场地：普通教室； 材料：答题纸、草稿纸； 

工具：计算器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量：1.5小时。 

（4）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 20 分 

10 
检查图纸、计价规范、计价办法、计算工具和

记录表格等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出现明显失

误造成图

纸、工具书、

资料和记录

工具严重损

坏等；严重

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

劣影响的第

一大项计 0

分。 

10 

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严格

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工具书及设施。任

务完成后，整 齐摆放图纸、工具书、记录工

具、凳子、整理工作台面等。 

成果 

80分 

预付款和起扣

点的计算 
10 工程预付款、起扣点计算准确。 

每月工程量价

款的计算 
60 

应扣留质量保证金、每月应支付工程款计

算准确。 

事故处理分析 10 
工程竣工后一定时间内事故处理的分析

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