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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造价咨询是工程咨询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内工程咨询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
的工程造价咨询业不断发展起来,工程造价咨询的营业收入、从业企业和从业人员都在不断增加。全过
程造价咨询业务集专业性和技术性于一体,属于一项具备一定难度的智力服务,需要综合应用各种专业
知识和方法、工具,最终得出科学的见解、结论和建议。不难看出,基本建设越来越离不开造价咨询,工
程造价咨询业对项目的造价管理意义重大。鉴于此,文章就集成咨询视角下全过程造价咨询业务实现路
径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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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whole process cost consulting bus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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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ineering cost consult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dustry and national economy, China's engineering cost
consulting industry has developed continuously, and the business income,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of
engineering cost consulting are constantly increasing. The whole process cost consulting business integrates
professionalism and technicality, and belongs to an intellectual service with certain difficulty. It needs to
comprehensively apply variou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methods and tools, and finally get scientific opinion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capital construction is increasingly inseparable from cost
consultation, and the engineering cost consultation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whole process cost consulting
bus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ed consulting.
[Key words] integrated consulting perspective; whole process cost; consulting business; real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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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造价咨询业务的第一个阶段

目经济可行性研究和论证,在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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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造价控制重要阶段,这个阶段从技术

ChesterBarnard（1938）首次在《经

其次对投资方案中的施工图进行计算、分

的角度决定了项目的总投资数额,因此

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提出了协调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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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核算准确性的基本条件外,最大限度

各个环节均满足投资商基本利益的情况,

进。另外,建设单位定期组织会议,完成

简化描述对其核算过程,以确保不同专

建议所咨询的投资商进行相关施工合同

阶段工作进度计划的审核工作,对造价

业背景的人员对结果的理解和认同,杜

的签署,便于在实际施工前做好充足的

进行总结分析,提升工程造价管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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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单位、监理单位,回访内容包含服务意

行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和评估,并标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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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职业道德、业务水平、集成管理能

风险点和收益区间,从而确定其投资方

全过程造价咨询业务集成管理在准

力。根据多方给出的意见,掌握企业在全

案的风险性,让投资商在明确风险内容

备阶段,需要完成内部管理与组织结构

过程造价咨询业务执行期间存在的不足

后进行理性投资。

的支撑。为了快速开展工程项目,造价咨

之处,并及时加以改正。在项目成果知识

3.3辅助解读合同

询改变传统组织结构,构建扁平化的管

化处理方面,工作小组应该完成资料的

在确保投资商了解项目的收益和风

控体系,积极地开展造价咨询业务集成

整理、分类保管等工作,还需要建立数据

险情况之后,需要造价工程师在专业角

管理,协调项目各方参与单位关系,促使

库,将相应资料存储于数据库中进行科

度对各阶段的合同文本进行深入解读,

项目可以快速推进。在内部管理集成阶

学的管控,不断丰富工程造价咨询信息,

保证合表述不存在疑义,并为合同相关

段,企业应该了解造价咨询业务的所有

为后期全过程造价咨询业务开展提供数

方同一理解和达成共识,保证合同的合

内容,需要掌握公司各职能部门应该承

据支撑。

法、合规。其解读流程为：(1)为投资商

担的工作职责,了解行政部门技术部门

5 结语

分析建筑工程施工全过程中合同是否具

的工作进行情况,在此基础上集成造价

实现项目全过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有

有相关施工项目中实施范围、税费率、

控制目标。在造价咨询合同签订期间,

效途径,针对现代造价咨询业务的主要

计费方式、工程款结算以及工程总量等

加强业主与施工单位彼此间的交流,让

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并找出相关的措

基本内容。(2)依据我国法律条令为投资

双方在确定合同细节基础上高效率工作,

施加以解决。另外,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信

商分析合同中基本内容的合理性以及为

保证项目可靠、稳定地运行。

息管理系统,实现造价咨询业务信息化

投资商普及其所签署合同的法律效力,

4.2实施阶段

有效集成。在造价咨询单位中建立完善

即清楚其必须履行的合同约定条款,检

基层管理理论应用于工程项目实施

的矩阵式组织结构以及运用有效的价值

测其个人是否具有履行合约的能力。(3)

阶段,首先需要完成设计阶段,审核施工

管理手段,从而有效实现项目全过程造

需要详细讲解项目合同内容在实际工程

图完成预算编制,以提升项目设计阶段

价咨询业务的开展。

施工中的付费方式,确保投资商在签署

造价控制水平,采用纵向基层管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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