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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琪祥先生邓琪祥先生邓琪祥先生邓琪祥先生    

顾问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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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邓琪祥顾问有限公司邓琪祥顾问有限公司邓琪祥顾问有限公司邓琪祥顾问有限公司    

工料测量师．建设工程造价及合同顾问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香港跑马地摩利臣山道 70-74号凯利商业大厦 7楼 C室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852)2866-6451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852)2865-4751    

公司电邮公司电邮公司电邮公司电邮：：：： kctcl@kctang.com.hk 

私人电邮私人电邮私人电邮私人电邮：：：： kctang@kctang.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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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简历：简历：简历：    

 

邓琪祥先生乃英国特许工料测量师(1981)、香港测量师学会会员

(1984) 资深会员(2003)、注册专业测量师，有 27年以上的专业工

料测量工作经验，对内地的工程亦较有经验，属于香港同行中参与

中国大陆工程先驱之一。邓琪祥先生于 1995年 2月成立自己的顾

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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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讲义讲义讲义    
 

0.0.0.0.    讲义主要章节讲义主要章节讲义主要章节讲义主要章节    

 

0.1 前言 

0.2 工程承包造价的组成 

0.3 工程成本的控制原则 

0.4 投标阶段的节流的措施 

0.5 造价的跟踪管理 

0.6 结算 

0.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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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11.11.11.1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与内地工程合同的不同与内地工程合同的不同与内地工程合同的不同与内地工程合同的不同    

 

  经济体系的不同  

  计价方式的不同 

  合同风险划分的程度不同 

  法律的不同 

  因此本讲的内容未必完全适用于内地 

  但本讲会用很基本的通用概念来表达 
 



工程成本控制及管理  讲义 

 

Contract Cost Control and Administration_1 7/68 

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1.21.21.21.2    内地以往的计价制度内地以往的计价制度内地以往的计价制度内地以往的计价制度    

 

  计划经济 

  定额加国家规定计价 

  很多费用都按实计算 

  预付款较多 

  工期较宽松 

  误期罚金较低 

  施工单位的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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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31.3    内地现时的发展趋势内地现时的发展趋势内地现时的发展趋势内地现时的发展趋势    

 

  采用承包制 

  市场定价成份趋增 

  合同双方自主定价定条件 

  包死内容增多 

  预付款较少 

  工期较紧 

  误期罚金较高 

  承包方的风险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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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    WTOWTOWTOWTO 及奥运及奥运及奥运及奥运    

 

  引入更多的外来投资 

  同时会有更多的协作者或对手 

  投资方较喜欢有较大承诺的承包方 

  投资方较喜欢有较透明的环境 

  不喜欢合同规定外还有很多不大容易掌握的国家规定 

  承包方的风险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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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1.5    香港的情况香港的情况香港的情况香港的情况    

 

  市场经济 

  没有定额或政府规定计价 

  承包单价一般都要包死 

  没有预付款 

  工期很紧 

  误期罚金很高 

  承包方的风险很高 

  施工单位的成本控制很重要 

  可作为北京同业的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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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工程承包造价的组成工程承包造价的组成工程承包造价的组成工程承包造价的组成    

 

2.12.12.12.1    按资源划分按资源划分按资源划分按资源划分    

 

   人工费 

   材料费 

  + 机械使用费     

  = 直接费 

  + 管理费      

  = 成本 

  + 利润      

  = 税前造价   

  + 按造价计取的税金   

  = 税后造价(综合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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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    按计价文件划分按计价文件划分按计价文件划分按计价文件划分    

 

   开办营运费(措施费) 

   工程量 x 综合单价 

   指定项目(分包及供货)暂定价   

   分包管理配合费 

   暂定款 

   施工不可预见费 

  + 点工单价表    

  = 承包总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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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2.32.3    管理费分为管理费分为管理费分为管理费分为    

    

  企业(公司)管理费 

 

   香港一般是按其他的工程成本计取费率，并摊在所有单价内 

 

  项目管理费 

 

   可以专项的计在 开办营运费内， 或按其它工程的成本计取费

率摊在单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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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2.42.4    利润利润利润利润    

    

  香港一般是按其他的工程成本计取费率，并摊在所有单价内 

 

2.52.52.52.5    税金税金税金税金    

    

  香港工程未有营业税、销售税等增值税种，只有利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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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工程成本的控制原则工程成本的控制原则工程成本的控制原则工程成本的控制原则    

 

3.13.13.13.1    不外乎不外乎不外乎不外乎    

    

  开源 

  节流(转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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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3.23.2    开源开源开源开源    

    

  多拿工程亦算是公司开源的主要内容 

  但拿到工程后，开源的方法则有限而艰巨 

  不外乎靠变更及索赔来增加收入 

  亦可以征费的方式对分包方收取各种费用，例如 

   清理垃圾费 

   垂直运输使用费 

   分包管理费 

  对分包方征费未必完全按照合同的规定，有些近乎买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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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33.3    节流节流节流节流    

    

  重点应是节流 

  更重要的是不要亏本拿工程 

  亏本拿工程之后能翻身的主要靠幸运之神眷顾 

  节流的措施可从投标阶段做起，直至保修完成 

 



工程成本控制及管理  讲义 

 

Contract Cost Control and Administration_1 18/68 

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4.4.4.4.    投标阶段的节流的措施投标阶段的节流的措施投标阶段的节流的措施投标阶段的节流的措施    

 

4.14.14.14.1    主要措施主要措施主要措施主要措施    

    

  减少投标价过低不足成本的可能 

  了解工程及合同的要求 

  分析影响价格的因素及风险 

  转移风险是节流的一个重大措施 

  分包是转移风险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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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4.24.2    要充分了解合同及工程的要求要充分了解合同及工程的要求要充分了解合同及工程的要求要充分了解合同及工程的要求    

    

  了解招标文件 

  检查招标文件有没有遗留 

  检查招标文件的规定有没有矛盾不清不实际的地方 

  叁加交底会 

  书面提出疑问 

  了解相关的法例规定 

  现场踏察 

  寻找现场及邻近的地质、市政及建筑物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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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4.34.3    招标文件的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须知 

回标书 

合同书 

合同条款 

特殊合同条款 

履约保证书样本 

 

 

工料规范之开办经营要求 / 措

施费 

工料规范之技术要求 

工程量计算规则  / 清单说明 

工程量清单 

图纸 

勘测报告 



工程成本控制及管理  讲义 

 

Contract Cost Control and Administration_1 21/68 

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4.44.44.44.4    分析影响价格的因素分析影响价格的因素分析影响价格的因素分析影响价格的因素    

 

  设计 

  选址 

  施工 

  合同要求 

  经济环境 

  发包方及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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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54.54.5    设计因素设计因素设计因素设计因素    

 

  功能 

  用料 

  档次 

  设计深化及施工图制配图的责任 

 

4.64.64.64.6    选址因素选址因素选址因素选址因素    

 

  交通 

  进出囗 

  限制(环保、噪音、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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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74.74.7    施工因素施工因素施工因素施工因素    

 

  工程大小 

  机械化 

  标准程度 

  重复程度 

  预制程度 

  采购量 

  工艺 

  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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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84.84.8    合同要求因素合同要求因素合同要求因素合同要求因素    

 

土质的风险承担程度 

地下障碍物的风险承担程度 

市政接驳的风险承担程度 

物价波动的风险承担程度 

工期 

分阶段交付工地及竣工 

误期赔偿金额 

工期延长的许可原因 

索赔的许可原因 

保险及履约担保 

保修期 

付款办法、支付期限 

管理班子的大小及资历 

安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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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94.94.9    经济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    

 

  市场竞争程度 

  汇率 

 

4.104.104.104.10 发包方及其顾问因素发包方及其顾问因素发包方及其顾问因素发包方及其顾问因素    

 

  发包方的财政状况、实力、付款能力 

  发包方及顾问的主观要求程度 

  发包方及顾问的负责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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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114.114.11 自我评估自我评估自我评估自我评估    

 

  财政状况、垫支能力 

  实力 

  往绩 

  现时工作量 

  安全纪录 

  违规纪录 

  索赔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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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124.124.12 询价原因询价原因询价原因询价原因    

 

  市场价格波动 

  设计及用料变化多 

  不能套用以往的工程成本或造价 

  每次都要通过询价手段来估计自己的成本 

  然后定自己的造价 

  以往价格资讯作为控制性的叁考 

  分包是转移风险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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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4.134.134.13 询价手法询价手法询价手法询价手法    

 

  要决定那些是自己工、包清工、连工包料 

  要考虑分包单位的信守承诺的能力 

  要说明供料责任 

  提供材料给分包的要规定损耗率 

  把收到的招标文件分拆 

  再加上自己的条件 

  发给被询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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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4.144.144.14 自己的报价自己的报价自己的报价自己的报价    

 

  收到分包的报价后，加以分析组合 

  择优作为自己成本的依据 

  加上适当的风险预留 

  及管理费、利润、税金后 

  作为自己的报价 

 

4.154.154.154.15 管理费及利润的取费方法管理费及利润的取费方法管理费及利润的取费方法管理费及利润的取费方法    

 

4.164.164.164.16 开办经营开办经营开办经营开办经营////措施费的估算措施费的估算措施费的估算措施费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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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4.174.174.17 递交标书的准备递交标书的准备递交标书的准备递交标书的准备    

 

  齐备所要求的文件 

  确定已考虑了招标文件的修改通知 

  复核所有数字 

  签齐所要求的地方 

  按要求密封标签 

  按时递交至指定的地点 

 

4.184.184.184.18 议标中标议标中标议标中标议标中标    

 

  明确商议的结论 

  明确投标价到合同价的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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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造价的跟踪管理造价的跟踪管理造价的跟踪管理造价的跟踪管理    

 

5.15.15.15.1    主要目标主要目标主要目标主要目标    

 

减少损耗 

减少垃圾 

减少返工 

减少窝工 

减少意外 

减少工期虚耗 

增加生产力 

多加事前协调 

确定材料及工艺的样板及验收

标准 

争取应得的 

减少不应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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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5.25.2    建立完善的财务会计预算制度建立完善的财务会计预算制度建立完善的财务会计预算制度建立完善的财务会计预算制度    

    

  要清楚知道个别工程的损益情况，所以要有清楚的实际支出及

收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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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35.35.3    建立完善的预决算制度建立完善的预决算制度建立完善的预决算制度建立完善的预决算制度    

 

  要对整个工程的最终支出及收入作出预测，及进行跟踪管理 

 

  对任何会使工程成本会增加的原因多加留意，并作出适当的记

录 

 

  对任何会使工程收入增加的机会多加留意，并作出适当的记

录，及适时提出争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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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45.45.4    囗讲无凭囗讲无凭囗讲无凭囗讲无凭    

 

  施工过程中，承包方往往依照发包方的囗头指令，而多做了增

加成本的工作，但到头来因记录不全而丧失了获得补偿的机会 

 

  同样地承包方往往就可以使工程收入增加的事件，未有进行适

当的记录而丧失了获得补偿的机会 

 

  因此，记录很重要 

  花钱请专人进行记录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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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5.55.5    注意期限注意期限注意期限注意期限    

 

  香港及国外的合同，往往就工期延长的申请及费用索偿，设定

了期限，过期提交会丧失了获考虑的机会，因此不要掉以轻心 

 

5.65.65.65.6    接收工地接收工地接收工地接收工地    

 

  主要避免有现存但不明显的现场问题将来会产生坏影响 

  注意及记录现场建筑物的现状 

  注意及记录邻近建筑物的现状 

  记录测量基准点、红线的交收 

  进行地平测量 

  实施沉降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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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5.75.75.75.7    确定分包及供应单位确定分包及供应单位确定分包及供应单位确定分包及供应单位    

 

  明确分包内容 

  商定价格 

   

5.85.85.85.8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指示指示指示指示))))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设立指令制度 

  发出人士及权限 

  要求发包方及其顾问的指令要以书面发出 

  自己亦有囗头指令的的书面确认记录(洽商记录) 

  即时发出并要求对方签证   

  全部要统一编码以方便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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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5.95.95.95.9    图纸管理图纸管理图纸管理图纸管理    

 

  目标为减少返工、增加追加工程款的依据 

  记录及注销 

  招标图 

  施工图 

  制配图 

  变更图(按指令发出) 

  窝工返工记录图 

  竣工图 

  永远要使用新版的图纸 

  用过的旧版图纸不能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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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5.105.105.105.10 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现场管理    

 

  工地 

   现场安保问题 

   事故记录 

   保险的落实 

 

  规划设计 

   设计交底会 

   制配图纸送审进度 

   政府批文进度 

   分包定标进度 

   变更指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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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5.105.105.105.10 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续续续续))))    

 

  材料 

   监控订料进度 

   记录进料领料情况 

   控制损耗 

   定期清理垃圾 

   检查有没有不必要之浪费 

   监控残料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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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5.105.105.105.10 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续续续续))))    

 

  施工 

   协调工序先后 

   协调临时设施的使用 

   确定用新版的图纸 

   确定用批核样板的材料及工艺 

   质量问题 

   质检记录及情况 

   返工窝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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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5.105.105.105.10 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现场管理((((续续续续))))    

 

  进度 

   定期的进度会议 

   每周报告 

   每日报告 

   进度照片 

   人手情况及报告 

   施工进度 

   工期延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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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5.115.115.115.11 付款付款付款付款    

 

  付款申请 

  现场视察 

  领取付款估值 

  领取批款证书 

  预付款的处理 

  进度款 

   开办经营 / 措施费的支付   

   到工地物料价值 

   完成工作量 

  保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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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5.125.125.125.12 变更变更变更变更    

 

  适时提交报价 

  跟踪审核进度 

  要求计入中期进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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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5.135.135.135.13 及时处理及时处理及时处理及时处理    

 

  设计不足问题 

  设计或规范不合理的地方 

  变更追加款 

  工期的延长的申请及批核 

  工期延误索赔 

  记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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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6.6.6.    结算结算结算结算    

 

6.16.16.16.1    结算结算结算结算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变更 

  暂定物料单价的调整 

  暂定工程量的调整 

  指定分包暂定价的调整 

  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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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26.26.26.2    单价单价单价单价    

 

  合同单价 

  换算单价 

  合理市场单价 

   工料机组成 

   参考其它工程项目 

  合同过高或过低的问题 

  暂定物料单价 

   附带的损耗、间接费、利润及税金的处理 

  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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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36.36.36.3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    

 

  ‘确定’工程量有错的处理 

  变更工程量的计算依据 

   指令 

   返工窝工记录 

  暂定工程量的计算依据 

   按较为完备的施工图，另加变更 

   或按竣工图一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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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46.46.46.4    指定分包暂定价的调整指定分包暂定价的调整指定分包暂定价的调整指定分包暂定价的调整    

 

  管理配合费的征收 

  附带的利润及管理配合费的处理 

 

6.56.56.56.5    索赔索赔索赔索赔    

 

  指常规的增减调整(用合同单价)未能获得补偿， 

  而予以申索的金额 

 

  有： 

  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 

  进度受干扰或延误的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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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66.66.66.6    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    

 

  例如因变更而引致的： 

   收到增加变更指令时已订了货， 补订的价格已不同 

 

   收到扣减变更指令时已订了货， 已订的不能退货 

 

   执行变更指令时的环境及条件，已与原来单价所预计的环境

及条件不同，增加了临时设施、增加了工时台班单位消耗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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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66.66.66.6    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续续续续))))    

 

  例如因发包方及其应负责的人仕所引致的： 

   设计图纸发出延误 

   对承包方的图纸审批延误 

   变更指令发出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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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66.66.66.6    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续续续续))))    

 

  例如因自然灾害、政府政策、市场因素所引致的： 

   通常： 

   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些原因通常协定为承包方的风险，不

予以补偿 

 

   例外： 

   可调价合同则会因应物价波动而作一部份的补偿 

   

   另若因其他更根本的和发包方引致的原因，使到承包方原来

所承受的这类风险及实际费用增加了，则可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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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66.66.66.6    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增加了难度或费用的索赔((((续续续续))))    

 

  索赔证据： 

   材料单据较易提交 

    

   工时台班较难证明，除非当时有很好的签证记录，可试用常

识比例换算 

 

   通涨的幅度要靠社会或行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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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76.76.76.7    进度受干扰或延误的索赔进度受干扰或延误的索赔进度受干扰或延误的索赔进度受干扰或延误的索赔    

 

  通常都是图纸发出、场地提交、发包方供料不合时，使到进度

受干扰 

 

  持续发生便有工期延误 

 

  进度受干扰的影响较难辨别 

 

  工期延误较明显 

 

  此类索赔一般都先争取有工期延长的资格，然後争取相关的赔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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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86.86.86.8    香港及某些国家的工期延长及费用赔偿的一般原则香港及某些国家的工期延长及费用赔偿的一般原则香港及某些国家的工期延长及费用赔偿的一般原则香港及某些国家的工期延长及费用赔偿的一般原则    

 

  发包方及其应负责的人仕所引致的 

   延长工期及赔偿承包方费用 

 

  承包方及其应负责的人仕所引致的 

   不延长工期亦不赔偿承包方费用 

   反过来承包方要向发包方承担工期延误的赔偿 

 

  非任一方所引致的(中性原因，如自然灾害、政府政策、不可抗

力等) 

   只延长工期而不赔偿承包方费用 



工程成本控制及管理  讲义 

 

Contract Cost Control and Administration_1 55/68 

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86.86.86.8    香港及某些国家的工期延长及费用赔偿的一般原则香港及某些国家的工期延长及费用赔偿的一般原则香港及某些国家的工期延长及费用赔偿的一般原则香港及某些国家的工期延长及费用赔偿的一般原则((((续续续续))))    

 

  费用乃指直接的损失或支出，不包括索赔费用的相应利润，但

原合同内应有的利润，因赔偿的容许原因而减少了，则可以获

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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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96.96.96.9    工期延长的费用赔偿的主要内容工期延长的费用赔偿的主要内容工期延长的费用赔偿的主要内容工期延长的费用赔偿的主要内容    

 

  项目管理费(现场经费) 

  公司管理费 

  利润 

  生产力下降(窝工) 

  通涨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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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06.106.106.10 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现场经费现场经费现场经费现场经费))))    

 

  指与工程量没有较大关系而与工期有较大关系的费用 

 

  例如： 

   现场管理人员、一般的辅助工人、保安人员、测量人员等 

   现场大型的机械台班费及其操作工人 

   现场的工棚、办公室、水电、临时设施的使用及维修费 

   保险费及担保因工期延长所增加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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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06.106.106.10 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现场经费现场经费现场经费现场经费)()()()(续续续续))))    

 

  证据： 

   严格的要按照实际的费用及其单据来证明 

   现场经费很多时都在开办营运费(措施费)清单内独立计价，

若价格在合理范围内，双方可能以比例公式的形式计算补偿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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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06.106.106.10 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现场经费现场经费现场经费现场经费)()()()(续续续续))))    

 

  公式： 

   每日补偿  

   = 开办营运费 x 其中与工期有关的部份相应比率 / 相关的

原工期 

   补偿  

   = 相关的工期延长天数 x 每日补偿 

    

  注意： 

   总工期内每月的支出都有不同，理应取相关的受影响时期，

但为方便，亦可能取整个工期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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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16.116.116.11 公司管理费公司管理费公司管理费公司管理费    

 

  每个工程都应贡献一定收入给公司作为公司人员、租金、营运

等等经常性的费用的开支 

 

  若工期延长了，工程收入不变，则平均每月的贡献便少了，长

此下去，公司管理费便不够供养了，因此应予以索偿 

 

  要取得赔偿，通常要提交三到五年经审核的会计年度损益本，

然後采用下列公式计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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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16.116.116.11 公司管理费公司管理费公司管理费公司管理费((((续续续续))))    

 

  公式： 

   预期的公司管理费比率 

   = 三到五年内公司管理费中与工程收入较有直接关系而且是

经常性的部份/同期的所有工程收入 x100% 

 

   本工程预期贡献的公司管理费 

   = 本工程原合同价 x 预期的公司管理费比率 

 

   每日补偿  

   = 本工程预期贡献的公司管理费 / 相关的原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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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16.116.116.11 公司管理费公司管理费公司管理费公司管理费((((续续续续))))    

 

   补偿  

   = 相关的工期延长天数 x 每日补偿 

 

  注意： 

   未计索赔前，若工程结算价较原合同价较大，则意味在延长

了的总工期内，对公司管理费有其他来源的贡献，应予以扣

除以免重复 

 

   扣除额 

   = 结算价增加的金额(若其计价时是含公司管理费的) x预

期的公司管理费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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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26.126.126.12 利润利润利润利润    

 

  这里所指的不是其他的索偿内容相关的利润，这类通常是不予

以补偿的 

 

  这里所指的是在延长了的总工期内，应贡献给公司的利润，概

念与公司管理费相似，即利润不光是与工程收入挂钩，与时间

亦有关系 

 

  公式与公司管理费的相同，但按核定利润计 

 



工程成本控制及管理  讲义 

 

Contract Cost Control and Administration_1 64/68 

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26.126.126.12 利润利润利润利润((((续续续续))))    

 

  附加条件乃要证明在延长期内， 有同样的盈利能力及机会，但

因工期延长而丧失了，这点很难证明，故利润补偿一般都非常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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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6.16.16.13333 生产力下降生产力下降生产力下降生产力下降((((窝工窝工窝工窝工))))    

 

  只能靠粗略的测算，例如同一班按时计薪的工人，工作量不

变，但留在工地时间长，单项工作量的工人费消耗自然多了 

 

  窝工要靠窝工记录 

 

6.16.16.16.14444 通涨通涨通涨通涨    

 

  通涨的幅度要靠社会或行业指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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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6.16.16.15555 利息利息利息利息    

 

  乃指补偿的费用由发生到获得支付期间，承包方垫支所支付或

损失的利息 

 

  某些合同可能规定由发生只计到索偿日，除非持续申请 

 

另外，保修金若在工程期间累扣，因延长工期而获延迟发放，

相关的利息亦可获补偿 

 

6.16.16.16.16666 减低损失减低损失减低损失减低损失    

 

  一般都要求承包方采取减低损失的措施，及予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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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讲义版权由邓琪祥先生拥有及保留 

6.16.16.16.17777 索赔技巧索赔技巧索赔技巧索赔技巧    

 

  一般人对索赔两字很敏感及反感，能作为变更计价的一部分最

好 

 

  合同理据要清楚 

 

  索赔不是结算时才做，而是施工阶段的工作 

 

  要按时提交通知及具体申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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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7.17.17.17.1    发包方向承包方索赔的通常情况发包方向承包方索赔的通常情况发包方向承包方索赔的通常情况发包方向承包方索赔的通常情况    

 

  承包方误期竣工 

  承包方质量有问题而不修正 

  承包方局部进度有问题而发包方另聘他人代为执行 

  承包方拒绝执行指令而发包方另聘他人代为执行 

 

7.27.27.27.2    发包方或承包方中途中止执行合同发包方或承包方中途中止执行合同发包方或承包方中途中止执行合同发包方或承包方中途中止执行合同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