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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工程造价在建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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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建筑工程项目来讲，开展工程项目建设的目的在于获取充足的经济利益，为了能够达到预期的效益就需要加强工
程造价管理，通过落实科学合理地造价管理手段控制工程项目成本，实现工程效益持续增加。当前建筑经济管理工作过程中，
全过程工程造价能够帮助项目更好地进行各项费用管控，能够保证项目资金得到妥善管理。文章首先就建筑经济管理中全过
程工程造价的重要性展开论述，然后重点就建筑经济管理中全过程工程造价运用策略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促进建筑经济管理
工作进步，提升建筑工程项目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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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purpose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to obtain sufficient economic benefi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benefi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control the project cos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st management means, and realize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project benefits.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economic management,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ject cost can help the project to better control various expenses and
ensure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project fund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whole process project cost in the
construction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the whole process project cost in
the construction economic management, hoping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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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中，工程造价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工程造价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项目整体效益。因此，
为了能够保证建筑工程项目经济效益达到预期，就需要落实全过程造价控制，保证建筑工程各个环节的造价控制合理
规范。建筑工程经济管理活动中，为了能够实现项目目标就需要做好竣工决算控制，将竣工决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将工程经济效益最大限度提升。全过程造价控制，从决策阶段开始，涵盖招投标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阶
段全部过程，通过全面落实造价控制，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实现企业全面、长效健康发展。

1 建筑经济管理中全过程工程造价的重要性
从当前建筑工程项目发展来看，造价管理在整个工程项目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关键。首先，落实工程造价管理工
作能够实现项目成本的合理管控。对于建筑工程项目来讲，工程材料能够占到项目总成本的七成左右，因此如果需要
做好项目物资采购与使用管控，将物资消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样能够将项目总体效益提升。由此可以可见，通
过落实全过程造价管理控制工作，能够实现建筑工程物资费用成本的合理把控，能够让建筑施工企业把控建筑工程项
目整个过程，通过构建全过程造价管理控制措施，实现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管控科学合理，最终反馈到项目经济效益提
升上去。因此，建筑工程全过程造价管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对于建筑工程项目造价管理控制，对于安全管
理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建筑工程造价管理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的把控，还有就是造价管理人员会同项目负责
人进行施工图纸审查，对于施工现场的各个环节都进行审核，对于其中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可以及时把关，减少安全
事故发生几率。建筑工程造价管理控制工作，建筑材料的选择非常关键，通过把控建筑材料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工
程项目的安全性，保证建筑工程项目材料质量合格。因此，建筑工程安全管理工作中造价管控工作能够起到积极影响。
当前阶段工程造价要贯穿到工程项目施工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积极采
取措施加强工程造价管理。工程造价管理控制效果将对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成本造成直接的影响，因此通过落实全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37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1 第3卷 第12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1,3(12)

过程造价管理控制，保持建筑工程项目各个环节都能够进行造价控制，保证建筑工程项目随时处于动态造价管理控制。
对于建筑工程项目来讲，如果对于造价管理控制重视程度不足，那么就会对工程质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必须
要重视工程造价管理在建筑工程项目中的作用，将工程造价管理控制效果有效发挥。
落实工程造价管理对于项目投资方的重要意义：对于建筑工程项目来将，项目投资方的目的在于通过投资工程项
目获取足够的经济效益。建筑工程项目成本要想得到合理的控制，就需要落实好造价管理控制工作，能够为投资方减
少不必要的经济耗费。还有就是，建筑工程项目属于大投资，通过强化建筑工程造价管理能够减少资金链出现断裂的
情况，减少工程投资风险，为投资方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落实工程造价管理对于施工方的重要意义：施工方作为工程项目承建方，落实工程造价管理直接影响到项目整体
盈利效果。通过控制好建筑工程项目成本，能够提升建筑工程施工方的经济效益，高质量完成建筑工程项目对建筑企
业的信誉度也有积极地影响。通过落实工程造价管理活动，能够帮助施工企业提升建筑工程整体质量，加快建筑工程
项目施工进度，将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有效降低，促进建筑工程项目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

2 建筑经济管理中全过程工程造价运用策略
2.1 决策阶段造价管理
对于全过程造价管理工作，企业需要从投资决策阶段就落实造价管控。在决策阶段，造价管理质量就会影响到项
目整体经济效益，因此必须要从这个阶段就重视起来，保证投资决策阶段的科学性，从投资决策阶段就将项目所面对
的经济风险尽量控制。对于决策阶段，必须要保证科学的造价管理工作，减少企业面临的潜在经济风险。
从当前整个建筑行业发展情况来看，从项目投资决策阶段开始如果建筑施工单位能够落实好造价管理措施，那么
对于整个项目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因此，需要对决策阶段造价管理特点进行深入研究，结合此阶段的项目特点
进行因地制宜造价管理，保证造价管理活动的科学性。作为施工单位，获得工程建议书后需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登记，
[2]
进行现场勘查对项目情况有详细了解，保证项目时效性以及科学性，减少项目出现安全问题、经济问题的可能性 。
2.2 招投标阶段造价管理
对于项目招投标阶段，这个阶段是最终实施单位以及工程经济效益确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作为相关工作人员
在进行招标文件编制的过程中，需要对项目的经济指标进行充分掌握，结合项目具体规模、现场实际施工条件、工程
具体标准等信息开展配置规划，优化工程物资采购以及施工工艺，通过设置合理的造价条款，确保工程项目招标环节
能够科学、严谨以及准确，将各方的利益充分保障。在进行投标文件制定的过程中，文件要做到详实切避免投机行为。
除此以外，量价分离和风险机制也要大力推行，将建筑工程项目评标方法进行优化。
在招投标阶段，需要根据合同来进行施工范围约定、质量要求标准、合同金额调整方式和范围确定、工程款结算
及时间等制约条款制定，通过加强控制过程计量及签证工作，充分确保结算工作的准确和及时。专职资料管理员要在
结算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指导下，对隐蔽工程资料、变更及现场签证等资料进行收集和保管；对图纸中显示不出来的
作业，结算人员应深入现场，进行实地核对、记录；时刻关注最新的技术、工艺、材料信息，掌握信息对工程造价的
影响程度。
在履行工程项目合同的过程中，过程检查工作、现场监督工作、监控工作要全面优化，合同履约状况要进行详实
的记录。对于合同履约执行情况台账要完善，对于存在的履约风险及时发现并做好风险识别和分析以及评估活动，通
过进行履约风险上报流程启动，制定合理有效的防控措施减少风险。
2.3 设计阶段造价管理
建筑工程项目设计阶段造价工作非常重要，项目设计阶段主要包括初步设计阶段以及施工图纸设计阶段。在设计
阶段，必须要重视造价管理控制保证设计合理性。在建筑项目设计阶段，首先是项目初步设计阶段，这个阶段由于项
目并未进行充分的物质准备，因此只能选择预算的方式，对整体项目进行大致的成本估算。这个阶段也被称作概算阶
段，项目概算阶段只是结合项目建筑具体类型来进行估算，估算出来的数值只能当做一个参考。然后，在项目施工图
设计阶段。要选择通过限额设计，有效衔接好设计与施工两个阶段，做好施工图设计内审。作为项目经理以及技术负
责人，要全程参与到重要设计的论证会和评审会，通过提前进行施工组织设计的制定以及二次深化工作，保证能够确
定施工图预算内容和价格。
2.4 施工阶段造价管理
在项目施工阶段，造价管理控制必不可少。在全过程造价管理控制过程中，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是重中之重，这
个阶段项目资金使用量达到了最高，造价成本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会造成较大的浪费。当前阶段，建筑工程项目质量
要求较以往相比更加严格，相应到导致成本逐渐增加。因此面对此类情况，就需要全面路落实造价管理控制，确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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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整体工程质量。在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的重点是对合同进行审批，保证合同履行的正确性。作为建筑工程项目施工
单位，施工阶段造价管理控制的重点就是科学管理签订的工程合同，结合工程合同标准进行工作审查。在进行审查的
过程中，要仔细审核减少因为转包以及分包导致的各类问题。建筑工程项目施工阶段，施工单位需要重点把控现场施
工技术水平，减少因为施工技术不合格导致的施工标准没有达到要求。在施工阶段，工程财务核算处理工作必须要严
格，通过采取合理的审计保证项目资金处在合理的使用范围。
2.5 竣工阶段造价管理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阶段属于收尾阶段，这个阶段造价管理控制工作同样重要。竣工阶段，造价控制也需要进行科
学合理的管控，这是全过程造价管理的最终环节，属于非常关键的部分。在建筑工程项目造价竣工结算阶段，虽然这
个阶段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动，但是如果不能进行合理的成本管控也会对项目整体效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项目
竣工后相关企业还需要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整个项目的所有环节开展检查和核对。通过落实好竣工阶段造价管理控制，
保证最终项目能够与预期要求相互一致，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选择严谨的审核方式全面检查相关数据，计算出真实的工
程造价，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 结语
总而言之，面对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形势，建筑工程项目为了能够获取足够的经济利益，必须要加强造价控制。
作为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到造价管理的重要性，明确全过程造价对于项目成本控制的作用。通过全面
落实决策阶段、招投标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竣工阶段的造价管控，保证每个阶段造价得到合理控制，实现建
筑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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