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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工程停工缓建索赔探讨

阙 清 华,　毛　华,　贺 华 清,　操 龙 明,　赖 发 旺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乌弄龙里底建设工程管理局,云南 迪庆　６７４６０６)

摘　要:停工缓建索赔在法律上具有合法性,在合同上具有合理性,停工缓建索赔的退场费、管理费用、其他费用按实际支出

费用计算,留守人员费用按社会平均工资计算具有可操作性.因政策影响以及不可抗力,水电行业停工缓建比较普遍.不

同承包人申报停工缓建补偿的方法不尽相同,发包人及审计单位审核时也差别较大,本文推荐的停工缓建索赔具体项目计

算方法具有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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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ClaimforSuspensionofConstructionofHydropowerProject
QUEQinghua,MAO Hua,HEHuaqing,CAOLongming,LAIFawang

(WunonglongLidiConstructionManagementBureau,HuanengLancangRiver
HydropowerINC．,Diqing,Yunnan,６７４６０６)

Abstract:Theclaimforsuspensionofworkandconstructionislegalinlawandreasonableincontract．Theexit
cost,managementcostandothercostsoftheclaimforsuspensionofworkandconstructionarecalculatedacＧ
cordingtotheactualexpenses,andthecostoftheremainingpersonnelisoperableaccordingtotheaveragesoＧ
cialwage．Duetotheinfluenceofpoliciesandforcemajeure,constructionsuspensioninhydropowerindustryis
common．Differentcontractorshavedifferentwaystodeclarecompensationforsuspensionofconstruction,and
theemployerandtheauditunithavegreatdifferencesintheaudit．Thecalculationmethodrecommendedin
thispapercanbeusedforreference．
Keywords:claimforsuspensionofconstruction;claimbasis;claimscope;claimcalculation

１　背　景

某水电站导流洞工程计划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１
日开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完工,施工总工期１９
个月,签约合同金额４．４５亿元.合同的主要内容

包括:左岸导流洞施工支洞土建;左岸导流洞土建

和进口闸门槽金属结构安装;大坝左坝肩土建工

程;大坝右坝肩土建工程;电站进水口、出线场土

建工程等工作内容.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因发

包人战略发展目标要求,结合上游各梯级电站前

期工作开展情况及电网要求打捆送出的需要,电
站建设进度放缓.发包人要求导流洞工程除完成

已开挖部位的支护工作外,其余项目从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１日起全部暂停施工,计划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
日恢复施工,为此,承包人申报了停工缓建补偿.
发包人查阅了相关资料,目前水电行业较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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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窝工补偿[１]以及总承包项目缓建索赔与争议

处理原则[２],针对停工缓建补偿具体方法较少.
本文就从法律、合同等角度分析停工缓建索赔的

合法性及合理性,同时探讨停工缓建索赔范围以

及补偿方案,提出建议.

２　 停工缓建索赔的法律依据以及合同依据

２．１　法律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３]第一百零七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根据规定,本
项目的停工缓建属于发包人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

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４]第二百八十

四条规定: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建、缓
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失,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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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设备

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据此

规定,本项目的停工缓建系发包人原因所致,发包

人应赔偿承包人相应的损失.
因此,本项目的停工缓建索赔具有法律上的

依据.

２．２　合同依据

(１)«导流洞工程招标文件通用条款»１９．２发

包人暂停施工的责任规定:属于下列任何一种情

况引起的暂停施工,均为发包人的责任,由此造成

的工期延误,应按第２０．２款的规定办理.①由于

发包人违约引起的暂停施工;②由于不可抗力的

自然或社会因素引起的暂停施工;③其他由于发

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
根据以上规定,本项目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期间的停工缓建属于发包人的

责任.
(２)根据«导流洞工程招标文件通用条款»

１９．５暂停施工持续５６天以上规定:承包人

有权作出以下选择:当暂时停工仅影响合同中部

分工程时,按第３９．１款规定将此项停工工程视作

可取消的工程,并通知监理人;当暂时停工影响整

个工程时,可视为发包人违约,应按第４２条的规

定办理.按此 规定,本项目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期间的停工缓建已影响整个工

程,可视为发包人违约.
(３)根据«导流洞工程招标文件通用条款»第

４７．１条“发包人的风险”中“(５)其他由于发包人

原因造成的损失和损坏,应由发包人承担风险责

任”.按此 规定,本项目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日期间的停工缓建属于发包人承

担的风险.
因此,本项目的停工缓建索赔具有合同上的

依据.

３　停工缓建索赔范围

本工程停工缓建期间,应予补偿的费用主要

包括:
(１)退场费(包含人员退场费,设备、物资退场

费,退场人员工资补偿);
(２)留守费(留守人员费用、留守设备费、留守

设备维护保养费);
(３)管理费用;

(４)其他因停工缓建导致承包人在此期间发

生的直接损失.

４　停工缓建索赔的计算

４．１　退场费

４．１．１　人员、设备退场费

方案一:参考投标时的退场费用计算

在参考投标文件中的退场费用计算过程中,
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１)投标报价时“退场费用”为一项,包含所

有施工资源的退场费用.因此,无法分解出人

员、设备退场的单项费用,也无法分析出人员、
设备的退场单价;

(２)投标文件里的劳动力计划及设备投入计

划里的资源数量可能与实际投入资源不符,而且

退场资源(人员、设备)占总进场资源(人员、设备)
的综合比例很难精确计算,此种方法存在较大的

精度风险.在确保退场资源数量未超过投标时计

划投入资源的总量的条件下应同时扣除正常退场

的资源.
方案二:按实际退场资源签证的数量乘以经

核实的退场单价

(１)为保证实际目的地确定的真实性及合

理性,采用此方案,必要时要求承包人提供相

关凭证;
(２)鉴于上述原因,采用参照投标报价计算人

员、设备退场费用存在诸多难以确定的因素,计算

过程及结果精度不高.按方案二,即按签证的退

场资源和经核实的人员、单价进行计算更为合理.

４．１．２　人员设备费用计算

(１)乘坐退场车辆的人员退场费用＝(路途补

助＋住宿费＋市内交通费)×退场人数＋税金.
(２)乘坐社会交通工具人员退场费用＝(客运

车费＋路途补助＋住宿费＋市内交通费)×退场

人数＋税金;客运车费、住宿费均采用当地价目

表进行计算,路途补助、市内交通费按照企业财务

制度标准执行.承包人投标时未明确人员来源,
按承包人企业驻地为退场地,退场人员退场目的

地全部按承包人企业驻地计算.
(３)设备(物资)退场费计算原则按设备类型

不同分别计算,退场设备可分为可自行设备(自卸

汽车、载重汽车、混凝土搅拌车等)和非自行设备

(生产性设备、其他物资等)两部分.其中非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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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中的大型设备需要由拖车运输,其余的可充

分利用可自行设备中的退场车辆.因此,可自行

设备退场费按设备台时费计算,其中计入过路费

用,可自行设备退场费用已经包含了非自行设备

及物资的退场费用.
根据可自行设备额定载重量及退场设备(物

资)总重的对比情况,可不考虑自行设备的空载.

４．１．３　退场人员工资补偿

考虑到停工缓建属突发事件,退场人员回到

原单位后存在一定时间的待岗情况,故对退场人

员给予适度的经济补偿.补偿期限参考«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

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

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

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

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５].
费用补偿标准采用当地当年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
退场人员补偿费用＝退场人数×当地当年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税金.

４．２　留守费

４．２．１　人员留守费

方案一:社会平均工资法

工期调整期间费用补偿标准按当期社会平均

工资水平计算,主要包括基本平均工资、工资附加

企业计提费和人身意外伤害险.
留守人员基本平均工资的确定:根据云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公布２０１２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基本养老金和２０１３年度基

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息计算办法的通知»(云人

社发〔２０１３〕７１号)[６]及２０１１年相应文件,２０１１年

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２９４９元,２０１２年

月平均工资为３２４２元.因为暂停施工时间跨年

度,加权计算留守期间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应为３１８９元.
留守人员工资附加企业计提费率确定:根据

«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昆明市人才服务中心卫

生分中心发布的«关于调整二〇一一年度社会保

险缴费基数的通知»,«关于调整昆明市住房公积

金月缴存工资基数上限和缴存比例上限的通知»
(昆公积金〔２０１２〕３９号)等文件及条例对“五险一

金”的规定进行计算,企业计提费率共计４５．４０％,
人身意外伤害险确定:根据承包人提供的保单计

算为３５元/人月.
留守人员费用＝(留守期间云南省在岗职工

月平均工资＋工资附加企业计提费＋人身意外伤

害险)×留守人数＋税金

风险分析:基本符合合同约定,并结合地方政

策.不管承包人发放的工资是否高于该水平,均
按地方政策执行.且按该方案涉及停工的不同承

包人的工资水平保持一致.
方案二:合同工种等级工时单价法

留守人月费＝留守时间×(直接费月费＋间

接费月费＋税金月费)
(１)直接费月费＝留守人员数(监理批复的留

守人员数)×对应合同工种等级工时单价１×８小

时×３０天＋税金

(２)间接费月费＝直接费月费×投标其他工

程间接费率

此方案缺陷:①留守方案中确定的人员类别

与投标工种技术类别,在引用时界定不够清晰,监
理确认的留守人员多以工作性质划分对应投标中

工种技术标准时不够清晰;②合同工种等级工时

单价对应的是定额用量以及定额时间,与投标人

实际支出不同.
经综合比较,方案一的社会平均工资法更适

合,更能反映实际的留守人员费用水平.

４．２．２　留守设备费用补偿

工期调整期间承包人为保证零星施工、工程

看管及其他需要,根据具体工作内容,核定了需留

守设备数量.

４．２．２．１　留守设备数量的确定

留守设备数量根据监理工程师批复的缓建施

工措施明确的规格和数量为依据,并结合现场清

点数量确定.
签证里的部分留守设备,如临时砂石系统设

备,其在本合同工程中承担的任务早已完成,属于

应退场但未退场设备,且复工后此类设备也不需

二次进场.对于这类设备,计算留守设备费用时

予以剔除.
用于洞内排水及照明的水泵、变压器,生活用

电设施等留守设备,不单独计算留守费用,其相应

费用另行申报或并入管理性费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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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工期调整期间参与现场零星项目施工

的留守设备,按参与施工的实际时段进行了设备

费用及相应管理性费用的扣除.

４．２．２．２　留守设备费用计算

方案一:固定资产平均折旧法

留守设备费用可采用固定资产平均折旧法,
固定资产平均折旧法反应的是静态的财务成本,
更接近于留守设备在工期调整期间的实际成本.
留守设备固定资产原值确定原则:参考承包人的

发票或采购合同以及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

额(２００４版)中所列出的相同或相似设备预算价

计取.
按照现行财务制度的规定,一般固定资产的

净残值率在３％~５％之间,计算中施工设备净残

值率按４％计取.
留守设备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国家«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②飞机、
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的最低折

旧年限为１０年;③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
工具、家具等最低折旧年限为５年留守设备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在计算中参照上述原则及定额

等综合因素计取[７].
留守设备费＝(留守设备原值－残值)÷折旧

年限÷１２个月×相应留守设备数量×留守月数

＋税金

方案二:台时折旧法

台时折旧法的费用是在设备处于工作状态下

为基础计算的,其结果必然高于闲置时设备的实

际留守成本.
留守设备月费＝Σ按投标价分解测算各类留

守设备台时折旧费×８小时×１．０８３８×３０天×
相应的留守设备数.

经比较分析:若采取台时折旧法,在留守时间

较长的情况下,补偿费用甚至会超过设备本身的

价值,因此,留守设备费用的补偿原则按固定资产

平均折旧法比较合理.

４．２．３　留守设备维护保养费

导流洞工程留守的拌和站等大型设备,需定

期进行维护保养.经咨询专家意见,拌和站在停

止运行期间最好能每月空转一次.由于维护人员

费用已在留守人员项目中补偿,仅考虑设备的部

分修理费和系统运行(空转)费用.根据当时大型

临建设 施 建 设 计 划 及 监 理 单 位 的 意 见,应 对

HZ５０拌和站及 HZS１８０拌和站的维护保养费用

进行补偿,拌和站的运行(空转)次数及运行时间

以监理签证为准.
留守(置)设备维护保养费用按机械设备台时

修理费乘以一定的系数(按０．４系数)、电费乘以

一定的系数(按０．５系数)计算进行补偿.

４．３　管理费用

管理费指工期调整期间承包人发生的办公费

用、生活后勤费用、水电费、财务费用等现场管理

性费用的支出.
承包人按工期调整期间发生的实际管理性费

用申报,费用内容主要由现场办公费、业务招待

费、差旅费、管理交通工具费用、水电费以及现场

管理及实验部门使用的属于固定资产的设备、仪
器等的折旧费(使用费)等组成.发包人会同监理

单位并邀请第三方专业人士对承包人的管理性费

用进行了核查,查阅原始凭证资料,按承包人实际

发生的现场管理性费用进行计算管理性费用.

４．４　其他因停工缓建导致承包人在此期间发生

的直接损失

４．４．１　因停工缓建,导致承包人的钢模台车存放

看护费用

导流洞工程在停工缓建期间发生了钢模台车

的场地租赁费用、看管维护、转运及其他费用等.

４．４．２　钢模台车存放保管费用

钢模台车存放保管费用＝存放保管月费用×
保管时间(月)×台数＋税金

台车保管时间从每台台车制作(改装)完成的

时间开始至导流洞工程复工后台车应进场时间

止.存放保管月费用主要包含场地租赁费用、看
管维护等费用.保管费用按市场实际价格行情进

行测算,以实际应发生的人员看管费用、维护费用

为基础,结合场地租赁价格进行确定.

５　结　语

停工缓建索赔在法律上具有合法性,在合同

上具有合理性,停工缓建索赔的退场费、管理费

用、其他费用按实际支出费用计算,留守人员费用

按社会平均工资具有可操作性.
因政策影响(如前几年暂停小水电的建设)以

及不可抗力(如目前全国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阶段),水电行业停工缓建比较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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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不同承包人申报停工缓建补偿的方法不尽相

同,发包人及审计单位审核时也差别较大,本文推

荐的停工缓建索赔具体项目计算方法具有借鉴

性.同时笔者建议国家相关行政机关出台可操作

性的具体停工缓建索赔补偿方法,以便各单位可

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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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对参与疫情防控的企业给予３０％电费补贴支持

日前四川省发布关于实施灵活水电气价格措施支持有关用户抗击疫情影响和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称对参与生活

物资保供的商贸流通和防疫药品、医疗设备、物资器材等疫情防控相关生产的中小企业,在每月结算电费时及时落实省

级层面承担的１５％电费补贴,并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和用电企业落实企业注册所在地政府承担的１５％电费补贴.不能按

期交纳水电气费的企业用户可向水电气供应企业提出申请延期缴纳相关费用,最长不超过３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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