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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经济水平与科学技术都在飞速的发展,为了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要求,城市建筑行
业也处于空前繁荣时期。这一时代的变化也使建筑行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增加。建筑企业想要在市场中
发展生存,就需要在不断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加强对建筑造价的管控,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大的经
济效益。因此工程造价管理工作在房屋建筑中处于重要地位。本文主要通过对当前工程造价管理存在
的问题进行阐述,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为建筑企业提升经济效益和工程的稳步进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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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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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a's economic level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eveloping rapidly.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requirements, the urban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lso in an
unprecedented period of prosperity. Changes in this era have increased competition among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I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want to develop and survive in the market, they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cost while constantly providing quality services for customers, so that enterprises can
obtain greater economic benefits. Therefore, th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work is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ousing building.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strategie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the steady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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