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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造价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工程项目计划是为实现工程项目的

既定目标，对工程项目实施过程进行谋划与安排的过程。通

过计划活动，预先确定要做什么，如何做，何时做及由谁做

。具体内容包括工程项目目标的确定和项目目标实现方法及

具体措施的制定。项目计划是实施项目控制的前提条件，项

目管理人员实施项目控制的目的就是使体现该项目目标的计

划得以实现。 （一）建设单位的计划体系 建设单位编制（也

可委托监理单位编制）的计划体系包括工程项目前期工作计

划、工程项目建设总进度计划和工程项目年度计划。 1．工

程项目前期工作计划 工程项目前期工作计划是指对工程项目

可行性研究、项目评估及初步设计的工作进度安排，它可使

工程项目前期决策阶段各项工作的时间得到控制。工程项目

前期工作计划需要在预测的基础上编制，其表式如表1.3.1所

示。其中“建设性质”是指新建、改建或扩建；“建设规模

”是指生产能力、使用规模或建筑面积等。 表1.3.1 工程项目

前期工作进度计划 项目 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 规模 可行性研究

项目评估 初步设计 进度要求 负责单位 负责人 进度要求 负责

单位 负责人 进度要求 负责单位 负责人 2．工程项目建设总进

度计划 工程项目建设总进度计划是指对工程项目从开始建设

（设计、施工准备）至竣工投产（动用）全过程的统一部署

。其主要目的是安排各单位工程的建设进度，合理分配年度

投资，组织各方面的协作，保证初步设计所确定的各项建设



任务的完成。 工程项目建设总进度计划是编报工程建设年度

计划的依据，其主要内容包括文字和表格两部分。 （1）文

字部分。说明工程项目的概况和特点，安排建设总进度的原

则和依据，建设投资来源和资金年度安排情况，技术设计、

施工图设计、设备交付和施工力量进场时间的安排，道路、

供电、供水等方面的协作配合及进度的衔接，计划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及采取的措施，需要上级及有关部门解决的重大问

题等。 （2）表格部分。包括工程项目一览表、工程项目总

进度计划、投资计划年度分配表和工程项目进度平衡表。 1

）工程项目一览表。将初步设计中确定的建设内容，按照单

位工程归类并编号，明确其建设内容和投资额，以便各部门

按统一的口径确定工程项目投资额，并以此为依据对其进行

管理。工程项目一览表如表1.3.2所示。 表1.3.2 工程项目一览

表 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编号 工程内容 概算额（千元） 备 注 

合计 建筑 工程费 安装 工程费 设备 工程费 工器具 购置费 工

程建设 其他费用 2）工程项目总进度计划。是根据初步设计

中确定的建设工期和工艺流程，具体安排单位工程的开工日

期和竣工日期。其表式如表1.3.3所示。 表1.3.3 工程项目总进

度计划 工程编号 单位 工程名称 工程量 ××年 ××年 ⋯⋯ 

单位 数量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一季 二季 三季 四季 3）投资计

划年度分配表。是根据工程项目总进度计划安排各个年度的

投资，以便预测各个年度的投资规模，为筹集建设资金或与

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及制定分年用款计划提供依据。其表式如

表1.3.4所示。 表1.3.4 投资计划年度分配表 工程编号 单位工程

名称 投资额 投资分配（万元） ××年 ××年 ××年 ××年 

××年 ⋯⋯ ⋯⋯ ⋯⋯ 合计 其中： 建安工程投资 设备投资 



工器具投资 其他投资 4）工程项目进度平衡表。用来明确各

种设计文件交付日期，主要设备交货日期，施工单位进场日

期，水电及道路接通日期等，以保证工程建设中各个环节相

互衔接，确保工程项目按期投产或交付使用。其表式如

表1.3.5所示。 表1.3.5 工程项目进度平衡表 工程编号 单位工程

名称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要求设计进度 要求设备进度 要求施

工进度 协作配合进度 交付日期 设计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供货

单位 进场日期 竣工日期 施工单位 道路通行日期 供电 供水 技

术设计 施工图 设备清单 数量 日期 数量 日期 3．工程项目年

度计划 工程项目年度计划是依据工程项目建设总进度计划和

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编制的。该计划既要满足工程项目建设

总进度计划的要求，又要与当年可能获得的资金、设备、材

料、施工力量相适应。应根据分批配套投产或交付使用的要

求，合理安排本年度建设的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年度计划主

要包括文字和表格两部分内容。 （1）文字部分。说明编制

年度计划的依据和原则，建设进度、本年计划投资额及计划

建造的建筑面积，施工图、设备、材料、施工力量等建设条

件的落实情况，动力资源情况，对外部协作配合项目建设进

度的安排或要求，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协助解决的问题，计划

中存在的其他问题，以及为完成计划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等。 

（2）表格部分。包括年度计划项目表、年度竣工投产交付使

用计划表、年度建设资金平衡表和年度设备平衡表。 1）年

度计划项目表。用来确定年度施工项目的投资额和年末形象

进度，并阐明建设条件（图纸、设备、材料、施工力量）的

落实情况。其表式如表1.3.6所示。 2）年度竣工投产交付使用

计划表。用来阐明各单位工程的建筑面积、投资额、新增固



定资产、新增生产能力等建筑总规模及本年计划完成情况，

并阐明其竣工日期。其表式如表1.3.7所示。 表1.3.6 年度计划

项目表 投资：万元； 面积：m2 工程编号 单位工程名称 开工

日期 竣工日期 投资额 投资来源 年初完成 本年计划 建设条件

落实情况 投资额 建安投资 设备投资 投资 建筑面积 年末形象

进度 施工图 设备 材料 施工力量 合计 建安 设备 新开工 续建 

竣工 表1.3.7 年度竣工投产交付使用计划表 投资：万元； 面

积：m2 工程编号 单位工程名称 总规模 本年计划完成 建筑 面

积 投 资 新增固定资产 新增生产能力 竣工 面积 建筑 面积 投 

资 新增固定资产 新增生产能力 3）年度建设资金平衡表。其

表式如表1.3.8所示。 表1.3.8 年度建设资金平衡表 单位：万元 

工程编号 单位工程名称 本年计划投资 动用内部资金 储备 资

金 本年计划需要资金 资金来源 预算 拨款 自筹 资金 基建 贷

款 国外 贷款 ⋯⋯ 4）年度设备平衡表。其表式如表1.3.9所示

。 表1.3.9 年度设备平衡表 工程 编号 单位工程 名称 设备名称 

规格 要求到货 利用 库存 自制 已订货 采购 数量 数量 时间 数

量 完成时间 数量 到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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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