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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水库工程大坝填筑料运距结算分析

李 学 明,　张 智 涌,　李　桢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都江堰　６１１８３０)

摘　要:某水库工程大坝填筑料的运距在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主次堆区填筑料运输距离描述不同.争议的焦点为结算依

据不同,运输距离变化增加投资差异较大.通过分析按签订的合同文件作为结算依据.工程项目在合同签订事关实质性内

容的协议时,承发包双方当事人都一定要谨慎评估.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无论是发包人还是承包人,都应该将正式合同与招

投标过程文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一定要仔细检查、分析、预测每一个细节可能对结算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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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mentAnalysisontheTransportationDistanceofDam
FillingMaterialsinaReservoirProject

LIXueming,ZHANGZhiyong,LIZhen
(SichuanWaterConservancyvocationalCollege,Dujiangyan,Sichuan,６１１８３０)

Abstract:Thetransportationdistanceofthedamfillingmaterialsofareservoirprojectisdescribeddifferently
inthebiddingdocumentsandtenderdocuments．ThefocusofthedisputeisthatthesettlementbasisisdifferＧ
ent,andtheincreaseofinvestmentduetothechangeoftransportationdistanceisquitedifferent．Accordingto
theanalysis,thesignedcontractdocumentsaretakenasthesettlementbasis．WhensigningancontractconＧ
cerningthesubstantivecontentofaproject,bothpartiesoftheemployerandthecontractormusttakecareful
evaluation．Intheprocessofsigningthecontract,boththeemployerandthecontractorshouldtaketheformal
contractandbiddingdocumentsasawhole,andmustcarefullycheck,analyzeandpredicttheimpactofeach
detailonthesettlement．
Keywords:settlementbasis;changeindistance;contractinterpretation;settlement

１　概　述

某水库工程的开发任务为农业灌溉、城乡供

水、防洪、发电等综合利用.工程由水库枢纽工

程、灌区取水枢纽和灌区渠系工程三部分组成.
该水库坝址位于上游约２．６km 的石板沟,

水库距县城４８km,对外交通方便.该水库正常

蓄水位为７９７m,相应库容为４８７０万 m３,水库

总库容为５９２５万 m３,调节库容４２５６万 m３,水
库大坝为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基础置于志

留系华天坡组中下段白云母石英片岩上,最大

坝高７４m[１].
该水库大坝填筑工程于２０１４年１月签订施

工合同并动工建设.２０１８年工程完工,总共有２２
个项目变更.监理核减率占施工单位送报的变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１Ｇ０６

费用１５．９５％.其中主次堆区填筑料运输距离变

化增加投资项目占变更费用２４．１７％,监理核减费

用占１１．２９％.因此,主次堆区填筑料运输距离变

化增加投资是投资控制最关键的项目,也是变更

投资审核中争论最大的项目,争论的焦点采用的

依据不同将导致结算费用差异较大.

２　主次堆区填筑料运输距离变化后增加运距

主次堆区填筑料工程项目２０１６年开始施工,
由于招标文件中提供的料场不能满足填筑料的质

量要求,业主、监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重新选择

填筑料开采料场.业主、监理现场确认大坝填筑

料新料场的平均运输距离为４．８km,业主、监理、
施工签字的工程计量报验单中主次堆区签证工程

量为７９９１９３．３９m３[２].
(１)按投标文件主次堆区填筑料变更后增加

第３９卷第２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

四　川　水　力　发　电

Sichuan　 Water　Power
Vol．３９,No．２
Apr．,２０２０



１４０　　 　SichuanWaterPower

的距离.依据合同编号２０１３－３７２,在投标文件

第２９８页明确的描述的‘,有用料上坝的平均

运距为２．３km’.现场确认新料场的４．８km,因
此,施工单位上报监理认为主次堆区填筑料运输

距离增加４．８km－２．３km＝２．５km.
(２)按招标文件技术条款主次堆区填筑料变

更后增加的距离.招标图中«四川省某水库枢纽

工程招标设计说明»４．７．５料场的选择与开采,反
滤过渡料、垫层料和人工骨料描述:料场位于曲河

乡双龙村,距推荐坝址轴线平均运距３．５km[３].
现场确认新料场４．８km,根据招标文件确定主次

堆区填筑料运输距离变更后增加４．８km－３．５
km＝１．３km.

(３)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中,主次堆石填筑没

有运输距离描述.

３　主次堆区填筑料运输距离变化后工程单价

(１)按“投标报价表２１«各运距对应的运输费

用报价表»执行”.以投标时运输距离变化的价格

调整依据,增运运输价格按照投标文件第２３６页

２１«各运距对应的运输费用报价表»内插法计算,

１．３km 为４元/m３;２．５km 为７．７０元/m３;
(２)投标报价表２１«各运距对应的运输费用

报价表»问题.投标文件第２３６页«各运距对应的

运输费用报价表»出现问题:①该表报价金额没有

单位;②«各运距对应的运输费用报价表»为标题

总价性质,但表格内要求的确为单价性质;③该表

没有定性是基础单价表还是工程单价表[４].表

２１不能作为计量计价依据,应另行组价计算.
(３)依据专用合同条款１５条变更,分析工程

单价.专用合同条款１５．１变更的范围与内容:在
履行合同中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应按照本款规定

进行变更.①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但被取

消的工作不能转由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②改变

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或其他特性;③改变

合同工程的基线、标高、位置或尺寸;④改变合同

中任何一项工作的施工时间或改变已批准的施工

工艺或顺序;⑤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作;

⑥增加或减少专用合同条款中依据约定的关键项

目工程量超过其工程总量的一定数量百分比.
上述第①~⑥条目的变更内容引起工程施工

组织和进度计划发生实质性变动和影响其原定的

价格时,才予以调整该项目的单价.第⑥条目情

形下单价调整方式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有约定.
依据以上“变更”规定的合同条款,本项目不

构成变更规定的各要素,故价格整体调整,不具备

法律、法规条件,不予支持.本项目在整个施工过

程中没有发生施工组织措施的实质性变化,运输

距离的增加增大的施工费用,这种改变不属于实

质性的变化,只是在原合同单价的基础上增加运

输距离变化的净价.调整的单价只计运价＋材料

价差＋税金;调整后的价格乘以填筑实际方量(压
实方)即为本实际主、次堆石区填筑运输距离变化

项的实际增加费用.其中: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中,主次堆石填筑没有运输距离;而投标文件２９８
页(７．１．１．３石料厂开采施工中第２条第③子项:
挖、装、运均采用PC４００反铲挖机装１５~２０t自

卸汽车,运往坝上或堆存场,有用料上坝的平均运

距为２．３km);运输距离按现场各方实测距离４．８
km计算,增加运距４．８km－２．３km＝２．５km;投
标文件第５７页有«投标人自备施工机械台时(班)
费汇总表»;采用２００７«四川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预算定额»定额子母二－５０施工方法为２m３挖掘

机装石渣汽车运输定额增运２．５km,施工机械台

时费采用投标文件第５７页«投标人自备施工机械

台时(班)费汇总表»;单价分析表中不引用费率标

准,因此价格不再下浮[３];增运２．５km,则增加单

价为１１．８０元/m３;同理:如果按增运１．３km,则
增加单价为６．１４元/m３.

４　争议焦点

(１)关于运距:①按招标文件技术设计图有用

料的平均运距为３．５km,增加的运距为４．８km－
３．５km＝１．３km,运距变化率为２７％;②而投标

文件第２９８页显示‘,有用料上坝的平均运

距为２．３km’导致主次堆区填筑料运输距离增

加４．８km－２．３km＝２．５km,运距的变化率为

５２％.见表１中(２)栏.
(２)关于单价:投标文件第２３６页«各运距对

应的运输费用报价表»能否作为计价依据.①
若能:按«各运距对应的运输费用报价表»对应

的工程单价１．３km计算为４元/m３,２．５km 计

算为 ７．７ 元/m３;② 若 不 能:新 增 的 单 价 采 用

２００７定额增运子目,基础单价采用投标文件预

算价格,只计运价＋材料价差＋税金,１．３km
计算为６．１４元/m３,２．５km 计算为１１．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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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３.见表１中(４)栏.
合同优先解释顺序不同变更结算投资不同,

见表１中(５)栏;各种情况下增加运距后增加投资

见表１.
表１　各种情况下增加运距后增加投资表

序号 工程项目 工程量/m３ 工程单价/元m－３ 合计/元 备注

一 按投标文件第２３６页表２１«各运距对应的运输费用报价表»内插法

１ ２．５km ７９９１９３．３９ ７．７ ６１５３７８９．１ 依据投标文件

２ １．３km ７９９１９３．３９ ４ ３１９９９７０．３３ 依据招标文件

二 新增的单价采用２００７«四川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预算定额»二－５０,增运定额

１ ２．５km ７９９１９３．３９ １１．８ ９４３０４８２
增运运输价格只计运价＋材

料价差 ＋ 税 金 (依 据 投 标 文

件)

２ １．３km ７９９１９３．３９ ６．１４ ４９０３８５０．６４
增运运输价格只计运价＋材

料价差 ＋ 税 金 (依 据 招 标 文

件)
注:(５)＝(３)×(４);(３)为结算时签证工程量.

５　结算依据

(１)某水库合同编号２０１３－３７２施工合同协

议书中合同文件优先解释顺序.
施工合同协议书中合同条款１．４合同文件的

优先解释顺序: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
互为说明.除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解释合同文

件的优先顺序如下:① 本合同协议书(包括补充

协议、合同协议会谈纪要及附件等);② 中标通知

书;③招标文件;④投标文书;⑤专用合同条款;⑥
通用合同条款;⑦技术标准和要求;⑧ 工程量清

单;⑨ 图纸;⑩ 其他合同文件.
(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１．５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组成合

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合

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解释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

下:①本合同协议书;② 中标通知书;③投标函及

投标函附录;④ 本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⑤本

合同通用条款;⑥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⑦
图纸;⑧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⑨其他合

同文件.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

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

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在合同订立及

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

文件组成部分,并根据其性质确定优先解释顺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施工招标文件»(２００７

年版)[４]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
－２０１３－０２０１)合同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相同.

(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９年２月１

日起实施«建设工程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签

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
标通知书载明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
工程价款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将招标文件、投
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综合以上相关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采用上

述(１)和(３)作为结算依据,即以招标文件为先

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投标文件表２１«各运

距对应的运输费用报价表»表述不清楚,变更工

程单价应重新组价.即主次堆区变更结算依据

按招标文件增加运距１．３km,变更工程单价重新

组价为６．１４元/m３,结算签证工程量增运费用为

４９０３８５０．６４元.

６　结　语

如果签订合同时对投标文件表２１«各运距对

应的运输费用报价表»表述不清提出了调整,按招

标文件结算,签证工程量增运费用为３１９９９７０．３３
元,对业主有利;如果签订合同时采用«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合同文件的优先解释顺序,
表２１«各运距对应的运输费用报价表»计价单位

表述是清楚的,主次堆区结算时签证工程量增运

费用为６１５３７８９．１元,对承包方有利.
工程项目在合同签订事关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时,承发包双方当事人都一定要谨慎评估.在合

同订立过程中,无论是发包人还是承包人,都应该

将正式合同与招投标过程文件作为一个整体看

待,一定要仔细检查、分析、预测每一个细节可能

对结算造成的影响.双方当事人在内部的合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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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过程中,尤其应该重视核实正式合同与这些文

件在实质性内容上是否存在差异问题,在正式合

同签定时要将那些对自己不利条款提出调整,否
则按签定的合同文件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双方在结算时可能都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参考文献:
[１]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５０５００–２０１３)宣贯辅导材料[M ]．北京:中国计划出

版社,２０１３．
[２]　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二)»．
[３]　某水库变更咨询报告[R]．四川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９

年２月．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施工招标文件»,２００７．
[５]　施工合同协议书(正本)[Z]．某水库枢纽工程,２０１４年０１

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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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３０页)
管仅下到１m 左右的深度,未将上部砂卵石层隔

离,致使冲击造孔及填料振冲时上部均有部分漂

石(＞２０cm)塌孔随冲击钻或振冲器带入到壤土

层缩孔段受阻;
(３)与造孔深度有关系,造孔深度越深,漂石

带入软土层越多,反之造孔深度越浅,漂卵石带入

软土层较少;
(４)与振冲设备功率有关系,最先采用的振冲

器功率仅１２５kW,偏小.

６　施工工艺建议

(１)建议采用 CZ系列型钢丝绳冲击钻机

先引孔,后振冲[４],引孔深度根据现场地质条

件而定;
(２)采用大功率的振冲设备[２],如１５０kW 或

１８０kW 振冲器施工;
(３)建议施工振冲碎石桩前挖除较厚的砂卵

石层,保留１~１．５m 厚的砂卵石作为施工平台,
冲击造孔采用水泥或泥浆对砂卵石层进行护壁,
防止造孔或振冲成桩时将上部漂石带入壤土层缩

孔段;
(４)如振冲时返出的泥浆较稠,遇到壤土层缩

孔段应进行清孔、扩孔.清孔可将振冲器提出孔

口或在需要扩孔段上下提拉振冲器,使孔口返出

泥浆变稀,振冲孔顺直通畅以利填料沉落;
(５)由于下部砂壤土、壤土层易被压力水冲

刷,上部漂石易被带入软土层,建议引孔深度

宜浅.
该工程闸坝地基振冲碎石桩处理于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开始,遇到上述问题后于２０１１年１月采用

了勘测单位的详细专题勘探资料及对施工工艺的

建议,改进了施工工艺,施工顺利,于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完成了全部振冲碎石桩地基处理,缩短了工期,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７　结　语

丹巴关州水电站坝基覆盖层深厚,为软基,下
部壤土层具有缩孔特性,振冲碎石桩开始施工时

直接振冲且未对上部砂卵石层进行挖除或护壁,
致使上部部分漂石塌孔带入下部壤土层缩孔段受

阻,不利填料沉落,是振冲成桩的过程中贯入速度

减慢、贯入困难、功效低的主要原因.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电站大坝开始下闸蓄水,正式发电.据近一年

的变形观测资料,闸坝沉降变形量在２~３cm 内,
坝基处于稳定状态,表明地质提出的施工建议是

可行的.从该工程出发,笔者认为,深厚覆盖层振

冲碎石桩只要采用正确、合理的施工工艺同样可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１]　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四川省丹巴县小金川关

州水电站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工程地质)[R]．２００５．
[２]　DL/T５２１４－２０１６,水电水利工程振冲法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S]．
[３]　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四川省丹巴县小金川关

州水电站工程技施设计阶段首部枢纽振冲碎石桩施工工艺

优化勘察专题报告[R]．２０１１．
[４]　陈全欢,张景顺,施裕兵．冲击钻引孔振冲碎石桩在民治水

电站闸基处理中的应用[R]．四川省地质学会２０１５年资料

汇编I．

作者简介:

杨培忠(１９６５Ｇ),男,四川大邑人,高级工程师,学士,从事水电工

程地质勘察、施工工作．
(责任编辑:吴永红、卓政昌)

李学明等:某水库工程大坝填筑料的运距变化结算分析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