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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费在石化工程造价与
财务计提中的差异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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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生产费是工程施工中不可竞争、不可挪用的费用，是保证工程施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

财政部针对安全生产费的计提出台了相关文件，各行业各省市造价部门出台的费用定额对安全施工费的计提亦有

对应费率标准。本文选取石油化工工程建设中经常涉及和有代表性的几个行业、省市定额，对财务计提的安全生

产费与造价定额计取的安全施工费用进行差异对比，并分析石化工程建设中安全生产费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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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在工程建设项目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

石化工程建设作为具有安全风险的行业，安全生产同

样是企业在生产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关注点。虽然近年

来，我国在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安全意识已深入人心，安全形势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但各类大小的安全事故仍偶有发生，对国家资产造成

较大损失，对社会效益造成较大影响，对人民生命安

全形成较大风险。

计提安全生产费，保证安全生产费的专款专用，

是保证石化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重要措施。现行

会计准则中，国家财政部对安全生产费的计提有相关

文件，现行各行业各省市造价部门出台的费用定额中，

对安全施工费的计提也有相应标准。因此，本文对安

全生产费在工程造价与财务计提中的差异及应用进行

探讨。

1 安全生产费与安全施工费的含义及范围对比

1.1 安全生产费与安全施工费的含义及范围

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有

关安全生产费计提的相关办法及文件（下称财企 [2012] 

16号文），安全生产费是指各行业各省市相关企业按

照规定标准，在成本项中列支，该资金专门用于改善

企业和项目的安全生产条件。[1]

国家住建部发布的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 

2013（下称国标 13清单）中，安全文明施工费指承包

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

的规定，为确保安全文明施工条件采取的各项安全文

明措施而发生的费用。[2]

国标 13清单中未明确安全施工费的范围，本文选

取四川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的计价管理办法中相

关指示，例如办法中提到，安全施工费包括“配备常

用药及绷带、止血带、担架等费用”[3]，而财企 [2012]16

号文中指出，安全生产费包括配备现场工作人员安全

防护支出。[4]

1.2 对比分析

从两者的含义及范围可以看出，安全生产费与安

全施工费虽然名称叫法略有不同，但两者的费用均为

用于完善和改进工程施工过程中安全生产的资金。由

于本文选取的四川省相关计价管理办法，其属于地方

标准中规范安全文明施工费用的管理办法，可以看出，

其更倾向于指导具体施工过程中安全施工费的使用，

因此其施工范围更加具体，而国家文件中，安全生产

费的内容涵盖更广更全面。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石化

及中石油费用定额中，只存在安全生产费的叫法，因

此我们可以认为，安全生产费与安全施工费在造价实

务中等量齐观，共同指导工程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在

生产活动中的安全经营。

2 现行安全生产费提取标准与造价行业标准

中的差异

2.1 财务标准

现行安全生产费计提标准中明确了安全生产费的

计算方法，其计取基数为建安工程的工程造价或工程

投资，各类别费率包括：石化工程类 1.5%，土建工程

类2.0%，市政工程1.5%，安装工程1.5%，电力工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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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造价行业标准

2.2.1 四川省费用定额取费标准

四川省费用定额中明确了安全文明施工费的范围，

其中安全施工费 =（分部分项工程定额人工费＋定额机

械费及单价措施项目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费

率，基本费率中：土建工程 3.95%，装配式建筑 3.95%，

构筑物 3.95%，单独装饰工程 1.95%，安装工程 1.95%，

市政公用工程 1.95%。在编制初步设计阶段的概算、施

工图阶段的预算、招投标阶段的招标控制价时，造价

人员应按规范计取，对文明施工费等费率按基本费费

率×2计算。[5]

2.2.2 中石化、中石油费用定额安全生产费取费标准

2018版石化标准中，安全生产费 =安装费×4.41%+ 

建筑工程费×1.5%。[6]2022版石油标准中，安全生产

费 =（直接费 +间接费 +利润）×费率，站场工程费

率选取 2.6%，输送管道工程费率选取 1.91%，炼油化

工工程费率选取 3.91%。[7]

2.2.3 电力行业费用定额安全生产费取费标准

电力行业标准中，安全文明施工费 =直接工程费× 

1.5%。[8]

2.2.4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取费标准

根据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土建安全施工费 =

直接工程费×（基本费率 3.1%+标化增加费 0.3%），

安装安全施工费 =直接工程费×（基本费率 1.5%+标

化增加费 0.3%）。[9]

2.3 财务标准与造价行业标准下安装生产费

差异

2.3.1 机电安装、化工石油方向

1.财务标准为 1.5%，中国石化费用标准为 4.41%/ 

1.5%，中国石油费用标准为 2.6%/1.91%/3.91%，由此

可见中国石油 /石化标准高于现行财务标准。江苏省建

设工程费用定额中安全施工费略高于现行财务标准。

电力行业安全生产费标准与现行财务标准持平。

2.四川省工程定额中，以分部分项工程的定额人

工费＋定额机械费及单价措施项目的定额人工费＋定

额机械费之和为基数进行计算。为方便对比，测算安

全施工费占工程造价比例，测算过程如下：

（1）工业管道安装方向。选取碳钢、不锈钢的管道、

管件、法兰和液压实验、无损探伤等定额，数量均为 1，

定额人工费合计 451.41元，定额机械费合计 178.33元，

（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3.9%（基本费率×2）= 

24.56元。

选取相关措施费及规费费率后，计算得出税前不

含税工程造价为 1024.58元，由此可得本次安全施工费

约占造价的 2.3971%，高于现行财务标准。

（2）给排水安装方向。选取焊接钢管、不锈钢管、

塑料给排水管道等定额，数量均为 1，定额人工费合计

333.39元，定额机械费合计 16.72元，（定额人工费＋

定额机械费）×3.9%（基本费率×2）=9.57元。

选取相关措施费及规费费率后，计算得出税前不

含税工程造价为 423.81元，由此可得本次安全施工费

约占造价的 2.2581%，高于现行财务标准。[10]

2.3.2 建筑与装饰方向

1.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中，选取

瓶子场地、挖填方、砖墙、吊顶、抹灰涂料等定额，

数量均为 1，定额人工费合计 617.65元，定额机械费

合计 14.55元，（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7.9%（基

本费率×2）=49.94元。

选取相关措施费及规费费率后，计算得出税前不

含税工程造价为 2455.38元，由此可得本次安全施工费

约占造价的 2.0339%，略高于现行财务标准。

2.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中安全施工费高于现

行财务标准。

3 安全生产费在石化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3.1 现行财务标准与现行各行业及地区费用

定额中的差异分析结论

本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几个行业和地区的费用定

额，经对比分析，现行各行业及地区的费用定额中安

全生产费均不低于现行财务标准。但需注意的是，部

分行业及地区的费用定额由于取定基数不是直接工程

费或工程造价，而且以定额直接人工费 +定额直接机

械费之和为基数进行取定，那么当项目材料费用高涨

或存在以材料费为主要投入的项目中时，可能存在安

全施工费用提取不足或与财务计提倒挂的现象，因此

造价人员在编制过程中，需仔细研读招标人要求，深

入研究工程特点，结合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方案，单

独编制、单独报价安全施工费，并说明计算方法及原因。

3.2 安全生产费在石化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3.2.1 明确石化工程建设中安全生产费的金额

安全生产是评价石化工程建设质量的重要因素，

安全生产费的足额计取、按实按规发放是保证石化工

程建设的重要途径。虽然国家及行业标准对于安全生

产费的计取不尽相同，但其都是为保证工程建设安全

的最低标准，在石化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建设方和施

工单位应根据本行业、本地区的相关要求，严格计取

安全生产费用，当标准有冲突时，应本着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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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原则，选取更高的标准计提安全生产费用，

不得少记、不记安全生产费用。建设方在与施工单位

订立合同时，必须明确安全生产费的金额、计算方式、

付款方式、使用要求等，当出现不可抗力等因素变化时，

必须明确安全生产费的调整计算方式。建设方应在合

同中约定控制措施，例如安全风险抵押金、安全罚款

的处罚方式等。[11]

3.2.2 严格控制安全生产费的使用

在施工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方和施工单位必须

严格控制安全生产费的使用途径，不得将安全生产费

挪作他用。石化工程建设过程中，安全生产费应保证

以下控制措施：

1.明确使用流程。石化工程建设过程中，施工单

位或总包单位应定期（按月或周）编制使用计划，使

用计划必须按照双方约定的报表格式进行编制，报表

由施工单位或总包单位安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编制，

建设方或总包单位安全部门负责人审批，并报监理工

程师审核，审核无异议后签字盖章确认。

2.建立安全生产费专用账户。建设方、总包单位、

施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费专用账户，所有涉及安全

生产的费用均在专用账户中流转，并接受监管。安全

生产结余费用应结转下期使用，不得挪用、挤占。

3.确认安全设施合法合规合格。建设方、总包单位、

施工单位的安全员、安全管理人员应确认工程建设过

程中使用的安全用具、安全措施合法合规合格，对于

超出一定金额的安全费用，必须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招

标，并由相关部门出具合格准予使用的证明。在使用

过程中，安全员及安全管理人员应采用巡视、旁站等

方式，对安全用具、安全措施的使用和应用进行监督，

对不安全行为及时制止并整改。

4.加强安全生产费动态控制。安全生产费使用过

程中，费控工程师应核实安全使用费的实际使用情况。

当出现瞒报、虚报安全生产费使用的情况时，应报项

目负责人及安全部门负责人，由安全管理小组讨论后

予以警告、罚金、清退、索赔等处罚措施。当期安全

生产费实际投入少于使用计划时，应自动流转至下期，

不得挪用，不能用其他非安全生产费使用范围内的费

用进行冲抵，建设方不得支付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余

额。当期安全生产费实际投入多于使用计划时，施工

单位或总包单位应及时报请建设方，经费控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安全部分负责人审核无误后，建设方应

对超出金额及时支付，不得拖延、少付多出部分金额。

5.加强安全生产费使用总结。建设方在项目决算

或每年度财务决算时，应对本项目或当期安全生产费

用的使用情况进行总结，统计安全生产费占实际造价

费用的比例。当统计结果比例比使用标准高时，应有

安全管理部门牵头，财务部门、费用控制部门、建设

管理部门、监理工程师共同编制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报

告，报送公司董事会决议是否调整公司安全生产费用

提取办法。

4 结语

目前，《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已发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征

求意见稿中，涉及建设工程各行业的标准均有不同程

度的上调，反映了国家各部委对安全生产的重视提上

一个新台阶。这就要求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继续

深化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严格执行“以人为本”的安

全管理理念，将安全生产放在企业经营活动的核心位

置，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费用的专款专用。对于造价人员，

要紧跟现行各级部门造价标准的更新升级，严格执行

最新标准中的相关费率，不得擅自更改、下调安全生

产费率，将维护安全生产的责任感、使命感灌注在造

价编制的每个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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