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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各个城市的市政建设项目越来越市场化。因此,对于市
政公用工程建设行业,如何为客户提供品质优良、成本低廉、施工速度快的市政建设产品至关重要。这
也要求建筑企业采取有效的工程造价管理方法,降低其承担的市政公用工程的建设资金成本。从目前我
国市政公用工程造价管理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下面将分析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成
本控制并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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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China's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municip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various cities of China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rket-oriented. Therefore, for the municipal
pub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how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municipal construction products with
high quality, low cost and fast construction speed is very important. This also requires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adopt effectiv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methods to reduce the construction capital cost of municipal public
work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st management of municipal public works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e following will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cost control of municipal public works and
provid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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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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