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估算与配置
V2018.11.30

安大略省注册建筑商和开发商
TARION 注册号 46319

地址：9140 Leslie St., Suite 110, Richmond Hill, ON, L4B 0A9
电话：647-875-6808 647-313-3808
电邮：info@bestfame.com
网址：www.bestfame.com

北福建筑：成本预估表

Cost Estimation 成本预估
Address/地址: 888 Sample Ave
Sft/面积
4,000.00 一楼二楼，不包括车库和地下室
Total Cost/总成本
$1,005,100.00 没有包括HST
Cost per Sft/每尺成本
$251.28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金 额

Hard Costs 硬成本
Building Permit 建筑许可
Excavation/Remo 拆房开挖
Backfill & Rough Grade 回填
Final Grade 地表坡度
Foundation Wall 地基
Basement Wrap 地基防水包裹
Hydro Service 电力供应
Structural Steel 结构用钢
Welding 焊接
Basement Windows 地下室窗户
Lumber 木材
Trusses 屋顶桁架
Framing Carpenter 结构木工人工
Sand & Screw 沙子和钉子
Windows & Doors 门窗
Patio Doors 去阳台门
Roofing 屋顶
Metal Work 金属项目
Stairs 楼梯
Concrete & Drain 水泥地面和上下水
Masonry 外墙人工和料
Stucco 外墙水泥
Custom Precast 预制水泥件
Plumbing 水管人工与料
Fireplace 壁炉
HVAC 冷暖通风
Electrical 电工料与人工
Vac/Tel/Cable/Sec'TY 吸尘/电话/网络/警报
Insulation & Board 保温棉与灰板 人工与料
Foam Insulation 保温喷棉
Garage Doors 车库门
Interior Trim 室内木工
Mirrored Doors 玻璃门
Mirrors & Shower Door 镜子与沐浴门
Railings Int & Ext. 内外扶栏
Painting 油漆
Floor & Wall Tile 地面与墙磁砖
Cabinets 橱柜
Carpet 地毯
Hardwood 实木地板

备

注

$10,000.00 交给政府的费用
$35,000.00

开挖公司包括
$45,000.00

地基包括
$6,000.00 钢柱钢梁，跨度大用钢多
$700.00

与窗户一项合并
$40,000.00 木结构用
$15,000.00 屋顶支架
$50,000.00
$28,000.00
$25,000.00
$5,000.00
$8,000.00
$25,000.00
$80,000.00

普通的沥青屋顶
屋檐雨水系统用的金属
一般是一套楼梯
地下室、车库地面和台阶
前面自然石材，另外三面砖头
多伦多用此项较少
如换成自然石材，价格更高
地下上下水没有包括
两个电壁炉，气炉更贵
暖炉、冷气、排风系统
包括150个射灯，装饰灯没有包括

$10,000.00
$18,000.00
$5,000.00
$25,000.00
$26,000.00
$20,000.00
$40,000.00
$1,000.00 关键的地方需要高质喷棉
$4,000.00 双车库门，标准尺寸
$25,000.00

$5,000.00
$6,000.00 木质或简单铁艺
$40,000.00 人工与材料，工艺影响价格大
$20,000.00
$50,000.00 中等档次
$25,000.00 5寸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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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lking 塞缝
Cleaning 清洁
Sod 草坪
Slabs & Steps 水泥顾面与台阶
Driveway-Stone 石头车道
Driveway-Paving 沥青车道
Appliances 家电
Granite 花岗石
Cornice Mouldings 墙角线
Electrical Fixtures 灯饰
Contingency 备用金

$1,000.00 密封房子各个接口处
$2,000.00
$5,000.00

以上水泥地面与上下水包括
$10,000.00
$20,000.00 炉头冰箱油烟机洗碗机洗衣机干衣机
$6,000.00 用于台面
$7,500.00

射灯已经包括，其它灯没有包括
$60,000.00

Site Overheads 工地现场支出
Superintendent 施工监理
Site Clerk 现场文员
Labour 零时工
Temporary Power 临时电力
Telephone 电话
Cell Phone 手机
Enbridge (Less Rebate) 天然气
Propane - Heaters 液化天然气
- Fuel 油料取热
Trucks -Lease 卡车租用
- Gas & MTNE 油费与成本
Site Office 工地办公室
Site Toilets 工地厕所
Safety 安全防护
Small Tools & Supplies 小工具和材料
Tree Protection Fence 树木保护围栏
Dump Boxes 垃圾箱
Street Cleaning 街道清理
Rubber Tire 橡胶轮胎
Damages & Repairs 破损与修补
Theft & Vandalism 偷盗与损坏
Security 保安
Service Connections 公用设施连接
Temporary Stairs 临时楼梯
Grading Repairs 地表坡度修复
Road & Curb Damages 马路损坏

$3,000.00 做一些临时性工作，如铲土，搬运
$6,000.00 电力公司收费、电工收费、电费

$1,500.00

$2,000.00 一般13-15$/ft
$3,000.00 租临时垃圾箱

$1,000.00 施工期间无法避免
$1,000.00 摄像头监控
$25,000.00 政府收费非常高

$2,000.00 申请时交押金，政府找人修补

Site Conditions 工地条件
Storm sewer repair 下水管道修理
Rebar 螺纹钢
Concrete - Footings 水泥基础
-Base 基础
-Pumping 抽水
Stone/Sand Fill 石头沙子
Import/Export Fill 运出/运入
Brick Veneer 砖外墙
Walk out & Look Out 步出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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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ks 甲板
Side & rear Upgrades 侧面和后面提升
Fences 临时围栏
Tree removal 树木移除
Air Conditioning 空调

$5,000.00
$2,000.00 自建或租用
$3,000.00 视地块上的树木情况

Winter Works 冬季额外成本
Heated Concrete 加热水泥
Tenting 覆盖
Straw 稻草
Ripping Frost 除霜冻
Additional Labour 额外人工
Fees 服务性费用
$12,000.00 3-15$/ft，差异很大

Architect - Design 建筑设计
- Siting 现场
Architect Control 建筑师管理
comm/omb 听证会
Grading Certification 地表分级证
Engineer - Geotech 土质工程师
- Structural 结构工程师
- HVAC Design 冷暖工程师
Surveyor 测绘师
Printing 打印图纸
Exterior Colours 外立面配色
Development Costs 开发成本
Accouting/bookeeping 会计成本
Project Management Fee 项目管理费

$600.00
$500.00
$3,000.00
$1,000.00
$4,000.00
$300.00

$120,000.00

Costs-Finance, Tax, Sale 财务税务销售成本
Taxes During Construction 建工期间的税
Construction Financing 建筑融资
Insurance 保险

$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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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地表坡度雨水流向
检查土壤强度
设计地基、钢筋等结构部分
设计房子冷暖系统
施工前后中，多次服务

Budget for Phase 1 设计申请阶段估算
Address: 888 Sample Ave
Item
正常申请
Architect
Survey-Topgraphic
Survey-Grading
Truss Design
Arborist
Tree Protection
Tree Department
Tree Deposit
Road Damage Deposit
Building Permit
Contingency
Project Mangement

项目

建筑师
测绘
地表分级设计
桁架设计
树木报告
树木保护围栏
树木申请费
树木压金
道路损坏压金
建筑许可申请
备用金
项目管理费

Sft: 4000

Fee/费用

$15,000.00
$1,600.00
$500.00
$800.00
$800.00
$1,000.00
$700.00
$1,200.00
$2,000.00
$8,000.00
$2,000.00
$4,000.00

Notes/备注

3-15$/sft,包括结构和冷暖；这是较低价
服务好的公司$2000以上
地表雨水流向设计，测绘师制作
订货时抵扣
$750-1500，按最低的估计
$13-15/ft
政府收取，砍树、保护等
树木保护和重植后，两年后退回
完工后，修补完成，退差额
按政府要求
建筑领域，一般留出5-10%备用金
12%项目管理服务费

此项总计 $37,600.00
听证会-额外部分
Minor Variance Application
Architect Charge
Planner Fee
Project Mangement

申请费
建筑师
规划师
项目管理费
此项总计

$4,000.00 $3000-5000
$1,500.00 $1000-2000
$2,000.00 视案子复杂度决定是否请规划师
$900.00
$8,400.00

备注
1. 以上估价都是按校低价进行的估算
2. 以上估价都没有包括HST
3. 听证会一项，没有列出上仲裁庭的情形；需要律师介入，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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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配置表
V2018.11.24
说明：
适用区域：GTA
建房面积：在此文件中，以 4000sft 为例；房子越小，单价越高
如果部分项目从中国直接采购，总成本能降低 5-8%.
以下参考价格没有包含 HST。
项目
参考价格

参考标准 A
200-220$/sft

参考标准 B
250-280$/sft

参考标准 C
320-360$/sft

典型社区

士嘉堡，密西沙加

Willowdale, Richmond Hill

Bridle Path, York Mills, Richvale

备注

结构安全

按建筑规范要求

部分项目高于建筑规范，如增加
雨水泵

很多部分高于建筑规范，如增加雨
水井、保温棉、钢材

电力系统

按建筑规范要求

按建筑规范要求
增加汽车充电桩

按建筑规范要求
增加汽车充电桩，预留发电机接口

冷暖系统

按建筑规范要求
品牌 Goodman 或 York

按建筑规范要求
品牌 Carrier

按建筑规范要求
品牌 Lennox

安全系统

一层和地下室门窗有警报感应器

所有门窗有警报感应器
3-4 个摄像头、可视门铃

所有门窗警报感应器
6 个摄像头、可视门铃、远程监控

弱电系统

所有居住性房间有网线、电视、
电话接口
吸尘口 6 个

所有居住性房间有网线、电视、
电话接口
吸尘口 8 个

所有居住性房间有网线、电视、电
话接口
吸尘口 10 个

全房音响为额外要
求。

外墙

正面：毛面石头+砖+水泥预制件
其它：普通砖

正面：毛面石头+水泥预制件
其它：中级砖

正面：平面石头+装饰性石材
其它：中级砖

按设计图纸可调整

屋顶

中级沥青瓦片

木瓦片或高级沥青瓦片

木瓦片或仿石材瓦片(slat)

檐口落水管

合金材料

合金材料

合金材料

铜管价格翻倍

窗户

塑钢、两层玻璃、普通格条

塑钢、三层玻璃、普通格条

塑钢、三层玻璃、金属格条

木窗和铝合金窗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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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发电机、备用
电池、屋顶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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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翻倍
层高

一楼 10 尺；
二楼 9 尺；
地下室 9 尺

一楼 11 尺；
二楼 9 尺；两个卧室中间可提升
1尺
地下室 9-10 尺

一楼 11 尺；
二楼 9-10 尺,卧室中间可提升 1 尺
地下室 9-10 尺

天窗

大天窗 1 个

大天窗 1 个
小天窗 1 个

大天窗 1-2 个
二楼无窗的卫生间衣帽间都有天
窗

楼梯

红橡木楼梯
木质或简单铁艺扶手和栏杆

红橡木楼梯
精美铁艺扶手和栏杆

红橡木或枫木楼梯
精美铁艺扶手和栏杆

电梯

无，但可预留电梯空间

Federal 品牌电梯

Cambridge 品牌电梯

大门

普通实木门，约 6000 元

增强版实木门，约 8000 元

豪华版实木门，约 12000 元

室内门

一楼：实芯门
一楼：实芯门
地下室：空芯门

一楼：实芯门
一楼：实芯门
地下室：实芯门

一楼：实芯门
一楼：实芯门
地下室：实芯门
部分门可用实木外封(最外一层是
一层实木，有木纹，价格提升 3 倍)

书房内饰

简单线条内饰，半墙护板

全墙护板

全墙护板，精美线条

地下室地热

无

无

有

卫生间地热

无

主卧卫生间电热

二楼两个卫生间电热

橱柜

普通档
预算 4-6 万元

中档
预算 8-10 万元

中高档
预算 12-16 万元

选择较多，需要与客
户详细沟通

台面

厨房台面：普通大理石/花岗石
其它：人造材料

厨房、主卧：普通大理石/花岗石
其它：人造材料

厨房、主卧：大理石/花岗石
其它：天然石材或高端人造石材

客户可自选花色

卫浴

主卧：中级配置
其它：普通配置

主卧：中级配置
其它：普通配置

主卧：高级配置
其它：中级配置

护墙板/装饰

一层玄关处半墙

一层二层走廊，客厅餐厅半墙

一层二层走廊，客厅餐厅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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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ed ceiling 指二楼
卧室中间部分向上提
升

Pan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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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梯封板、楼梯开口封板装饰
地下室

简单完成
一个卧室和卫生间

一个卧室和卫生间
吧台

一个卧室和卫生间
吧台，外加以下两项豪华配置

酒窖桑拿影
院

无

包括一项

包括两项

需求、价格差异非常
大

地面磁砖

大门门厅：高级磁砖
其它：普通磁砖

大门门厅：大理石
厨房：中档磁砖
其它：中档磁砖

大门门厅：大理石
厨房：大理石
其它：中档磁砖

可按客户要求调整

地板

一楼二楼：5 寸红橡木地板
地下室：复合地板

一楼二楼：5 寸红橡木地板
地下室：工程地板或普通磁砖

一楼二楼：5 寸枫木地板
地下室：工程地板或中档磁砖

护墙板

一楼走廊：半墙护板

一楼二楼走廊：全墙护板

一楼二楼走廊、客厅、餐厅：全墙
护板

壁炉

一个电壁炉

一个气壁炉
一个电壁炉

一个气壁炉
两个电壁炉

灯饰

100 个射灯
其它不包括

120 个射灯
其它不包括

150 个射灯
其它不包括

灯饰高度个性化，客
户采购，我们安装

镜子

不包括

不包括

不包括

高度个性化，客户采
购，我们安装

窗帘

不包括

不包括

不包括

高度个性化，行业惯
例不包括

车道

沥青或砖

仿石水泥或水泥砖

精致仿石水泥或自然石材

园艺

完成政府补种树木要求
修补围栏
简单草坪

完成政府补种树木要求
修补围栏
简单草坪

完成政府补种树木要求
修补围栏
简单草坪

园艺差别非常大，需
要与客户详细沟通

游泳池网球
场等

不包括

不包括

不包括

没有图纸，无法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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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适当调整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