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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安装工程预结算造价管理工作基本上可以视为一项集成系统性与复杂性于一体的管理
内容。正式管理期间,需要相关工作人员从多个方面针对建筑安装工程预结算造价管理影响因素进行
明确把握与动态分析。根据具体分析反馈结果,采取针对性控制措施以及管理策略,减少风险隐患问题
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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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project budget and settlement cost management can basically be
regarded as an integrated systematic and complex management content. During the formal management period,
it is necessary for relevant staff to clearly grasp and dynam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e-settlement
cost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projects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take targeted control
measur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otential risks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results
of specif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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