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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设项目不断涌现,并逐渐向规模化、高层化发展。因此需要相关
单位高度重视成本控制,加强工程项目资金标准管控,全面贯彻全过程管控理念,优化成本管控工作确保
工程项目的工作体系更加系统全面,建设安全稳定的工程项目运行环境,从而保证工程建设的正常进行,
同时提高工程项目的综合运营水平和工程项目的综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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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key points of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s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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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gradually
develop to scale and high lev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relevant units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cost
control,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project funds standards, ful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whole-process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optimize the cos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work,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working system of the project is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and to build a safe and stable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the project. So as to ensure the normal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operation level and quality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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