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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面貌不断革新,城市化范围也在迅猛增加,因此,土木建筑施工得到了发展良机且地位不断
提升。土木建筑工程造价控制始终围绕着工程建设项目的这一主题展开,不仅可有效维护土木建筑工程
项目的合同权益,也可作为探查土木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的“监视器”。但在土木建筑施工技术不断完善
的当下,仍旧存在诸多问题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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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outlook is constantly innovating and the scope of urbanization is also rapidly increasing.
Therefore, the civil construction is well developing and the status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cost control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lways revolves around this theme of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which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contract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ojects, but also serve as the "monitor" to explore the quality of civil and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ojec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waiting to be solved as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tinues to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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