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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项目全过程造价控制贯穿于项目建设全过程。建设工程造价的
有效控制主要在于从项目实施前的投资决策和设计阶段,文章从总承包施工企业的角度,重点论述工程
实施阶段的造价管理。目前,我国的建设项目仍处于发展阶段,对于全过程造价控制管理,要在项目立项
决策投资估算阶段、设计概算阶段、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和结算阶段不脱节,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特别
注意对造价控制管理做到全面了解,合理确定,有效控制,提高效益的现实运用。本文从施工成本控制角
度出发,结合审计工作对工程造价控制的方式,达到节省建设工程造价.节约建设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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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whole process cost control
of the projec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mainly lies in the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and design stage befor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contracting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st management
in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stage. At present, China's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still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For the whole process of cost control and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 investment
estimation stage, design budget estimation stage, bidding stage, construction stage and settlement stage of project
initiation decision-making.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unit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reasonable determination and effective control of cost control and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cost control, combined with the way of
audit to control the project cost, this paper mean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av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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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完善管理体系
一个建筑工程项目想要取得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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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整个建筑成本中间最为重要的一部

止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每个施工人员

工程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应该以信息

分,占到了总投资部分的百分之六十至

的 专 业 素质得到提升,才能实现施工

平台为主要依据,进一步强化信息的重

七十。结合目前的市场供需状况,很多材

队 伍 整 体业务水平的显著提升,这是

要性。依托信息化平台,通过多层次多渠

料的价格弹性都非常的大。为了能够有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的重

道的信息沟通交流,获取不同领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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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从而为造价管理提供翔实的信息支

好材料之间的价格差异,同时还需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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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降低材料的价格,使得工程造价的

在施工过程中,人工费往往采用劳

如在实际的项目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

控制目标能够得到实现。除此之外,材料

务分包的方式进行结算。这种模式可以

有些施工单位对现场施工质量把控不严

购置还应该设定出较为合理的建筑费用

有效地提升效率,但对成本管理不利,容

格,工程材料采购过程中为了节约成本

管控目标,同时还需要及时地提供出相

易增加成本和管理难度。因此,管理人员

以次充好,给建设方带来了不小的经济

应的建材采购市场的因袭,加强对于建

应对劳务分包进行深入控制：一是关注

损失。通过构建建筑工程造价管理的信

筑材料价格波动的了解,保证能够实现

分包项目的质量问题。如果分包单位出

息化平台,建立黑名单制度,将一些不注

建筑材料的成本目标。另外,在进行建材

现质量问题,就会严重的影响工程造价

重施工质量控制的施工企业拉入到黑名

购买的过程中,还需要完成的是对一定

的成本,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升。因此,

单当中,在施工领域起到警示教育的作

要严格控制建筑材料的价格并能够在其

管理者需要注意分包质量的控制,避免

用,避免更多的建设方蒙受经济损失。最

允许的价值范围内进行采购,但是一定

质量缺陷。二是在分包过程中,管理者也

为重要的是在国内应该设立专门的建筑

要在建筑材料的质量能够得到保证的前

需要注意劳务分包人员对材料的浪费。

管理机构,授予其相应的行政权力,依托

提下进行。除此之外,项目管理单位还应

有些分包单位劳务人员没有节约材料的

该部门,不断加强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体

该严格按照合同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价格

意识,造成了大量的材料浪费。管理人员

制建设,加快推进建筑工程领域的计价

材料和费用的控制。保证对整个费用的

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材料的浪费现象发

依据改革,不断完善招投标机制和合同

动态控制是合理且安全的。

生。三是管理者需要考察当地的人工成

管理机制,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加大

4.3加强施工合同的管理

本,以确保其符合基本标准。通过这三个

对工程造价的动态化管理和工程造价咨

在建筑工程造价控制中的合同签订

方面的深入管理,可以显著提高项目的

询企业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一定要根据建筑工
程的实际特点,选择最适合此项工程的

成本管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4.6避免工程频繁变更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工程造价控制全

发包方式以及价格条款的调整条件。在

在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经常会遇到

流程中,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具有主导

合同签订的过程中,要先查看双方当事

大量的工程问题,导致整体建设工程受

作用,施工单位需要认识成本控制的意

人提供的证件是否齐全,比如施工合同

到负面影响,不利于工程成本的控制,降

义,采取切实可行的造价控制措施,顺利

是否合法,合同内容是否全面、具体,双

低了造价管理的效果。因此,造价管理人

达成既定的造价控制目标,创造更加良

方当事人的法律平等关系,合同签订之

员应当着重关注施工方案,并采取有效

好的经济效益。

后产生的相关经济效益,不按照合同进

措施避免工程发生频繁变更,保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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