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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9_99_85_E6_c56_243764.htm 摘要： 工程造价控制

是建设管理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始终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全过

程，即体现在对工程建设前期可行性研究、投资决策、到设

计施工再到竣工交付使用前所需全部建设费用的确定、控制

、监督和管理。在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着如何与国际惯例

接轨，进行全过程造价管理和控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国

际接轨 工程造价 控制 监督 管理 一、与国际惯例接轨，注重

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 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全过程工程造价管

理，都把工程造价作为一门专业来加以建设。它是建筑经济

、技术与管理高度结合的专业。以美国为例，美国工程造价

管理组织称为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st

Engineering,简称AACE，提出的目标“全面工程造价管理”

（Through Total Cost Management），它指出“在当前日益加

剧的竞争环境下，全面造价管理原则和实践所体现的效益是

商业和公司关心和需要的。”在美国，政府项目投资控制主

要依据批准的预算。其投资和预算确定主要依靠已完工程造

价的资料进行估算。在项目实施中进行招投标，由承包商报

价，有关造价的预算工作一致委托给造价工程师进行。在比

较完善的建筑市场和中介组织服务的条件下，工程价格由市

场定价，而造价工程师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的造价控制。 摘要

： 工程造价控制是建设管理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始终贯穿于

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即体现在对工程建设前期可行性研究、

投资决策、到设计施工再到竣工交付使用前所需全部建设费



用的确定、控制、监督和管理。在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着

如何与国际惯例接轨，进行全过程造价管理和控制的重要课

题。 关键词： 国际接轨 工程造价 控制 监督 管理 一、与国际

惯例接轨，注重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 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全

过程工程造价管理，都把工程造价作为一门专业来加以建设

。它是建筑经济、技术与管理高度结合的专业。以美国为例

，美国工程造价管理组织称为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st Engineering,简称AACE，提出的目标“全

面工程造价管理”（Through Total Cost Management），它指

出“在当前日益加剧的竞争环境下，全面造价管理原则和实

践所体现的效益是商业和公司关心和需要的。”在美国，政

府项目投资控制主要依据批准的预算。其投资和预算确定主

要依靠已完工程造价的资料进行估算。在项目实施中进行招

投标，由承包商报价，有关造价的预算工作一致委托给造价

工程师进行。在比较完善的建筑市场和中介组织服务的条件

下，工程价格由市场定价，而造价工程师对项目进行全过程

的造价控制。 二、我国全过程造价管理存在的问题 结合我国

的具体情况，造价管理存在的问题如下： １．不够重视投资

决策阶段工程造价的确控 投资决策是产生工程造价源头，这

一阶段耗资约占总投资额的０.5％～３％，但能有效提高项

目的投资效益。对建设项目进行合理的选择是对经济资源进

行优化配置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项目投资效益影响到

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发达国家对投资决策阶段工程

造价的确控十分重视，不惜花大本钱、大力气进行投资决策

阶段的工程造价研究，作出相对比较准确的工程造价，进行

控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工程建设存在投资膨胀严重的现象



，造成工期越拖越长，工程造价越来越高，原因是缺乏建设

前期确定工程造价的有效依据，只能依据专家、决策者们借

鉴已完成的项目工程造价进行估算，但又往往因为诸多因素

影响，三超”现象相当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有： （1）人

为因素造成概算降低，有些项目在申请立项阶段，为了能使

项目尽快通过批准，有意压缩工程投资，预留资金缺口。 

（2）在初步设计阶段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深度，存在较多设计

上的漏洞，设备和材料价格的不按市场行情制定。 （3）在

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提出超过设计标准的过高要求，

如办公设施面积增大，装修超标准等。 2、设计阶段的工程

造价控制不严 设计阶段是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控制的龙头。在

投资计划得以合理确定以后，进入设计阶段，它是把技术与

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有效控制工程造价要求在施工

图设计中严密、全面。 当前我国的工程设计也实行招投标制

、公平竞争，把对设计阶段有效控制工程造价作为选择中标

单位的主要标准之一，对全过程造价进行控制的管理。但目

前我国大部分设计单位对工程项目的技术与经济进行深入分

析不够、在设计中大多重技术轻经济，设计人员似乎只对设

计工程的质量负责，对工程造价的高低不太关心。以致无法

通过优化设计方案，编制初步设计、概算起到控制总造价的

作用。工程设计图的质量和深度等也不够，工程量清单中的

工程量错算、漏算，也引起暂估项目的增多，使招投标工作

的质量难以保证，因而也无法有效控制工程造价。 3、还未

全面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工程量清单报价方式 在招标投标中采

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工程量清单报价方式，是我国工程造价

制度改革和招投标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 在建设领域推行工



程招标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完善建筑市场运行机

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建设工程招投标在我国全面推行后，在

缩短建设工期、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价、抵制不正之

风方面作用明显。也有效地保障了招标人和投标人的合法权

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的招投标阶段

实行预算定额计价模式已不适应，采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工

程量清单报价方式进行招投标是必然趋势。建设部颁发了工

程量清单计价方法，工程量清单计价是建设工程招投标工作

中，由招标人按照国家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提供工程数量

，由投标人自主报价，并经评审低价中标的工程造价计价模

式。 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是工程造价深化改革的一项重

要措施，是规范招投标行为的有效措施。这种方法有利于改

变过去以“量”、“价”“费”定额为主导的静态管理模式

，使清单中的工程量不进入竞争，仅限于价格的竞争；有利

于正确评价企业实力；有利于保证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价

；可减少重复计算工程量的繁杂劳动；简化招投标报价工作

；减少工程结算中扯皮与纠纷；逐步与国际上“控制量、指

导价、竞争费”的惯例接轨，深化工程计价主要依据市场变

化动态管理的改革，为我国承包商走向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4、施工阶段对工程造价控制不够 在施工阶段还要严格控制

设计变更。虽然出于建筑工程的复杂性难免出现施工图在会

审中或在施工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要求设计部门

严格把关，避免先干后变的状况，也是避免工程造价突破概

算，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的重耍环节。同时加强合同管理，保

障发包方与承包方平等互利。 ５．工程竣工结算阶段的工程

造价控制不力 建筑工程竣工决算是整个工程造价控制最重要



的一环。竣工决算如何能忠实地反映整个工程的实际造价，

也反映了发包方和承包方对工程造价管理的能力，及时办好

工程竣工决算必须收集、整理竣工结算资料，包括工程竣工

图、设计变更通知、各种鉴证材料等。这些资料的收集和取

证还必须注意其有效性，如设计变更通知书必须由原设计单

位下达的有设计人员的签名和相关印鉴。现场监理的签证必

须有甲方工地负责人的签章并征得设计人员的认可等。我国

大多数工程项目在工程竣工决算时，施工承包方在竣工决算

时，施工承包方在竣工结算书中普遍多算，发包方千方百计

乱砍一通，扯皮现象严重，工程结算一拖再拖，有的一拖就

是几年，大大影响工程建设项目的使用和建设工程造价的确

认。 三、与国际惯例接轨，推进全面工程造价管理 全面造价

管理是为了社会和企业的整体效益，促使参与建设过程的每

个人去关心其工作是否能使工程造价得以有效控制；并把自

己的经验和知识运用到工作中。与国际惯例接轨，推进全面

工程造价管理，我们要做好如下工作： ｌ、重视投资决策阶

段工程造价的确控。对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决策阶段的工程造

价研究和论证，作出相对比较准确的工程造价，作出合理的

选择，进行工程造价控制。 ２、设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图纸

设计的质量和深度，建立比较完善的图纸会审制度，避免因

设计图纸原因而引发的错、漏、缺现象，为进一步推行工程

量清单计价方法招投标打好基础。 ３、与国际惯例接轨，制

定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由国家建设行政管理机构编制全国

统一的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统一工程项目的划分，形成统

一的清单编码，统一工程量计算规则和计量单位，满足建设

工程在招标投标中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需要。 ４、全面推



行国际上通用的“综合价格计价法”。以此代替现行的“分

项工程单价法” ５、充分发挥注册造价工程师在工程造价控

制方面的作用。注册造价工程师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士

，对建筑成本、价格、财务、及法律等均有专门知识，能就

初步成本咨询、成本计划；招投标文件的制订及相关承包价

格、建筑合约的制订和管理；工程费的预算及成本控制、工

程策划及管理，建筑合约的纠纷仲裁，建筑工程保险费损失

估值等方面提供广泛服务。要充分发挥他们在工程造价控制

方面的作用。 ６、做好工程竣工结算工作。重视工程竣工结

算工作，应建立工程量清单核对备案制度和内部复核制度，

定期跟踪检查、监督管理，加强业务人员的素质教育，减少

工程量清单中的差错率和杜绝违法违规行为。在进行工程竣

工结算时，必须到工地现场核对，严格审查工程量计算是否

准确，材料调价是否有依据等，使工程造价结算确切、合理

。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造价管理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不

够重视投资决策阶段工程造价的确控 投资决策是产生工程造

价源头，这一阶段耗资约占总投资额的０.5％～３％，但能

有效提高项目的投资效益。对建设项目进行合理的选择是对

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项目投资

效益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发达国家对投资决

策阶段工程造价的确控十分重视，不惜花大本钱、大力气进

行投资决策阶段的工程造价研究，作出相对比较准确的工程

造价，进行控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工程建设存在投资膨胀

严重的现象，造成工期越拖越长，工程造价越来越高，原因

是缺乏建设前期确定工程造价的有效依据，只能依据专家、

决策者们借鉴已完成的项目工程造价进行估算，但又往往因



为诸多因素影响，三超”现象相当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有

： （1）人为因素造成概算降低，有些项目在申请立项阶段

，为了能使项目尽快通过批准，有意压缩工程投资，预留资

金缺口。 （2）在初步设计阶段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深度，存

在较多设计上的漏洞，设备和材料价格的不按市场行情制定

。 （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提出超过设计标准的

过高要求，如办公设施面积增大，装修超标准等。 二、设计

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不严 设计阶段是建设项目工程造价控制

的龙头。在投资计划得以合理确定以后，进入设计阶段，它

是把技术与经济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有效控制工程造价

要求在施工图设计中严密、全面。 当前我国的工程设计也实

行招投标制、公平竞争，把对设计阶段有效控制工程造价作

为选择中标单位的主要标准之一，对全过程造价进行控制的

管理。但目前我国大部分设计单位对工程项目的技术与经济

进行深入分析不够、在设计中大多重技术轻经济，设计人员

似乎只对设计工程的质量负责，对工程造价的高低不太关心

。以致无法通过优化设计方案，编制初步设计、概算起到控

制总造价的作用。工程设计图的质量和深度等也不够，工程

量清单中的工程量错算、漏算，也引起暂估项目的增多，使

招投标工作的质量难以保证，因而也无法有效控制工程造价

。 三、还未全面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工程量清单报价方式 在招

标投标中采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工程量清单报价方式，是我

国工程造价制度改革和招投标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 在建设

领域推行工程招标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完善建筑

市场运行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建设工程招投标在我国全面

推行后，在缩短建设工期、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价、



抵制不正之风方面作用明显。也有效地保障了招标人和投标

人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的

招投标阶段实行预算定额计价模式已不适应，采用国际上普

遍使用的工程量清单报价方式进行招投标是必然趋势。建设

部颁发了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工程量清单计价是建设工程

招投标工作中，由招标人按照国家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提

供工程数量，由投标人自主报价，并经评审低价中标的工程

造价计价模式。 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是工程造价深化改

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规范招投标行为的有效措施。这种方

法有利于改变过去以“量”、“价”“费”定额为主导的静

态管理模式，使清单中的工程量不进入竞争，仅限于价格的

竞争；有利于正确评价企业实力；有利于保证工程质量、降

低工程造价；可减少重复计算工程量的繁杂劳动；简化招投

标报价工作；减少工程结算中扯皮与纠纷；逐步与国际上“

控制量、指导价、竞争费”的惯例接轨，深化工程计价主要

依据市场变化动态管理的改革，为我国承包商走向国际市场

创造条件。 四、施工阶段对工程造价控制不够 在施工阶段还

要严格控制设计变更。虽然出于建筑工程的复杂性难免出现

施工图在会审中或在施工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要

求设计部门严格把关，避免先干后变的状况，也是避免工程

造价突破概算，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的重耍环节。同时加强合

同管理，保障发包方与承包方平等互利。 五．工程竣工结算

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不力 建筑工程竣工决算是整个工程造价

控制最重要的一环。竣工决算如何能忠实地反映整个工程的

实际造价，也反映了发包方和承包方对工程造价管理的能力

，及时办好工程竣工决算必须收集、整理竣工结算资料，包



括工程竣工图、设计变更通知、各种鉴证材料等。这些资料

的收集和取证还必须注意其有效性，如设计变更通知书必须

由原设计单位下达的有设计人员的签名和相关印鉴。现场监

理的签证必须有甲方工地负责人的签章并征得设计人员的认

可等。我国大多数工程项目在工程竣工决算时，施工承包方

在竣工决算时，施工承包方在竣工结算书中普遍多算，发包

方千方百计乱砍一通，扯皮现象严重，工程结算一拖再拖，

有的一拖就是几年，大大影响工程建设项目的使用和建设工

程造价的确认。 三、与国际惯例接轨，推进全面工程造价管

理 全面造价管理是为了社会和企业的整体效益，促使参与建

设过程的每个人去关心其工作是否能使工程造价得以有效控

制；并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运用到工作中。与国际惯例接轨

，推进全面工程造价管理，我们要做好如下工作： ｌ、重视

投资决策阶段工程造价的确控。对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决策阶

段的工程造价研究和论证，作出相对比较准确的工程造价，

作出合理的选择，进行工程造价控制。 ２、设计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图纸设计的质量和深度，建立比较完善的图纸会审制

度，避免因设计图纸原因而引发的错、漏、缺现象，为进一

步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招投标打好基础。 ３、与国际惯

例接轨，制定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由国家建设行政管理机

构编制全国统一的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统一工程项目的划

分，形成统一的清单编码，统一工程量计算规则和计量单位

，满足建设工程在招标投标中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需要。 

４、全面推行国际上通用的“综合价格计价法”。以此代替

现行的“分项工程单价法” ５、充分发挥注册造价工程师在

工程造价控制方面的作用。注册造价工程师是受过特殊训练



的专业人士，对建筑成本、价格、财务、及法律等均有专门

知识，能就初步成本咨询、成本计划；招投标文件的制订及

相关承包价格、建筑合约的制订和管理；工程费的预算及成

本控制、工程策划及管理，建筑合约的纠纷仲裁，建筑工程

保险费损失估值等方面提供广泛服务。要充分发挥他们在工

程造价控制方面的作用。 ６、做好工程竣工结算工作。重视

工程竣工结算工作，应建立工程量清单核对备案制度和内部

复核制度，定期跟踪检查、监督管理，加强业务人员的素质

教育，减少工程量清单中的差错率和杜绝违法违规行为。在

进行工程竣工结算时，必须到工地现场核对，严格审查工程

量计算是否准确，材料调价是否有依据等，使工程造价结算

确切、合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