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能源化工建设投资领域，究竟
谁会需要有思想的造价控制方案？我们
的答案是：无论是想实现精准高效控制
的业主单位还是从事工程承包建设造价
管控的管理者都需要。我们预测：5 年
后，造价控制平台将在行业普及，会有
普及性的应用程序推出，有力提升行业
的管理品质与竞争力水平。

为什么说从事工程投资建设的业
主和承包单位的管理者都需要呢？原因
是可控的利润建立在充分的信息与有效
的控制上。可控的利润既有预期的利

润，也有实际的利润。预期的利润是合
理的，没有企业内部数据的支持是不可
能的。有效控制的先决条件是预警线与
实效性。实时预警，没有相应的平台支
持是不可能的。先进管理的需要，在催
化着管理平台的应用与成熟。

每一个管理平台，都浓缩着管理
者的独特思想。软件公司是管理平台的
提供者，它会融合多个企业管理精髓推
出具有推广价值的产品，那么软件公司
就成为了管理思想与实现机制的交汇
处，它推出的产品实际上也饱含着多家

企业的先进管理思想与实现机制，它普
及着产品，却无形中推动了整个行业管
理水平的升级。因此说，率先实现本企
业管理平台应用的企业，有可能是行业
管理体系的领跑者与掌握话语权者；应
用较成熟的管理平台者，是管理走向先
进者。不进则退，停滞不前，造成的不
仅仅是管理的落后，管理的落后带来的
是效益的不可持续与盲目化，从长远导
致的是企业竞争力的势减。

眼光是在眼前，还是在千里，两
者差别似不可见，却差之千里，越行越

远。这正是有胆识之士的胜人之处。
我们说，有思想的管理者，会率

先将自己的管理思想应用在管理平台
上，从而掌握了行业管理规则的话语权。
他的造价管理方案也许一开始并非最优
秀，但他提升的不仅是本企业的管理水
平，也提升了管理平台的水平，也推动
了行业的管理水平。

（本文原创，转载请标注“ 转自
《盛华实造价之窗》2014-4 月刊”字样）

北京盛华实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网址：www.savas.cn   电话：010-59793001

究竟谁会需要有思想的造价控制方案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发布的《石油建设安
装工程预算定额（2013）版》自 2014 年 1 月 1 日
起开始执行。《石油建设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中
油计字〔2000〕第 106 号）、《关于〈石油建设
安装工程预算定额〉使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油
计字〔2001〕366 号）、《西气东输管道工程临时
补充计价依据》（油计字〔2001〕108 号）、《西
气东输管道工程临时补充计价依据（续一）》（计
划〔2010〕681 号）同时废止。

本定额由中国石油工程造价管理中心主编，共
分 9 册，总计 21093 个子目。盛华实公司参与了本
定额的数据编制和出版工作。

《石油建设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包括：
第一册 设备安装工程（上、下册）
第二册 金属罐、气柜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
第三册 工艺管道安装工程（上、下册）
第四册 电气设备安装工程（上、下册）
第五册 自动化控制仪表及通信安装工程
第六册 刷油、防腐蚀、绝热安装工程
第七册 给排水、消防、采暖及通风空调安装

工程（上、下册）
第八册 油（气）田集输管道安装工程（上、下册）
第九册 长距离输送管道工程（上、中、下册）

 a 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
最初时小小的差错，却可能导致极大的

偏差或错误。这可不只是以认真的态度就能避
免的，因为许多时更需要胆识。射箭，偏移一
点，箭就离靶远矣。勤学苦练，能百发百中也
是奇才。有远见并力行者，其距离预想的误差
就小。关键就是识与行。立事业，能远见潮流
者，就是有识。潮流也是循理而来而去。机会
时时有，只缺明眼人。知易行难，知难行易，
并不矛盾，只是处于不同的阶段。但有些小事
我们只需认真就可如意完成了。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石油化工建筑工程概算定
额》是中国石化行业乃至整个能源
化工领域首次颁布的建筑定额。是
中石化集团公司为了加强石化工程
造价管理体系建设，提高石化建筑
工程清单计价的应用效果，解决概
算文件编制缺少符合石化项目建设
特点和基础设计深度的建筑定额依
据等问题，历时三年多，经过大量
项目调研、实际工程测算与多次专
家评审而推出行业造价文件。石油
化工建筑工程定额分为《石油化工
建筑工程概算定额》与《石油化工
建筑工程综合定额》，现将此次定

额的特点略说一二，以飨读者。
1、 石化建筑概算“定额”

的命名是因子目带工料机单价与消
耗量，区别于“指标”，利于换算
与工料机调整；

2、 石化建筑综合定额的章
节、子目是依据《石油化工建筑工
程工程量量清单》编制的，编制目
的之一就是作为石化建筑清单的组
价依据；

3、 石化建筑综合定额与石
化建筑清单的工作内容一一对应，
因此它比地方预算定额涵盖面大，
例如建筑挖土方综合子目的工作内

容包含：挖、运土方和原土打夯；
4、 配套石化建筑定额的《石

化建筑费用定额》，取费程序标准
统一，费率系数满足各地不同施工
水平，便于行业内统一管理和使用；

5、 石化建筑概算定额按照
《石油化工装置基础工程设计内容
规 定》SHSG-033-2008 设 置 定
额的章节和子目，根据实际工程量
计算建立了石化建筑概算与综合定
额的对应关系，在定额水平管理上
可实现统一动态调整，在造价编制
应用中为投资概算与预结算建立了
内在的数据关系。

2014 石化建筑概算新定额的特点

形象代言盛宝春季祝福
“盛宝”祝新老用户朋友新春

新气象，规划好一年的工作，事业
进步，身心健康，平平安安，家庭
幸福！

（“盛宝”是在盛华实 LOGO
基础上诞生的卡通代言形象，传递
着盛华实科技“勃勃生机、硕果累
累、活波可爱”的企业形象和“真
诚热情、谦虚谨慎”的服务理念。）

2013 版《石油建设安装工程
预算定额》发布

2014 年 4 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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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控制十法 

精准造价控制已成潮流 

2 版 

<2014 石化建筑概（预）算
软件 > 是中石化集团发布的 2014
版《石油化工建筑工程概算定额》
的配套软件，软件旨在完成设计条
件导入、概算编制、汇总、查询分
析、审核等造价工作，并依据《石
油化工建筑工程综合定额》与工程
施工图预算相衔接，是石油化工行
业造价文件编制、概（预）算审核、
投资控制的必备工具。

主要特点如下：
1、 全厂工程与独立单项工程

的结构可由用户自由定义层级，也
可选择相应模板修改；

2、 导入设计条件只完成简单

2 步操作即可；
3、 主要工程量自动汇总，并

可自行添加、修改需要汇总的主要
工程量的名称及相应子目；

4、 报表模板可自定义调整，
提供为各设计院或工程公司单独编
制系列报表的服务；

5、 建筑概算与安装概算将实
现在同平台中，生成总概算表与综
合概算表；

6、 软件内置所有报表均支持
导出电子表格式；

7、 软件的审核功能满足造价
编制人员自审和业主审核人员审核
工作。

2014 石化建筑概预算软件的
主要特点

编者注：本文对各地定额站及总公司造价中心的
定额编制与排版工作，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盛华实公司参与了《石油建设安装工程预算定额
（2013）版》的数据编制和出版工作，配合主编单位
对每次定额审定会议的成果进行数据校验与排版，历
时 1 年完成了九册（16 本）、21093 个子目、6790 页
定额书的排版编制，现就编制经验、技术作以总结： 

【三点经验】：
一、工具的应用：鉴于石油定额编制数据量巨大，

且在编制过程中不断调整量、价，传统的 excel 编制难
度大，所以我们应用了 < 定额排版软件 > 直接把数据
库生成定额表格，自动生成定额目录，数据准确、利

于动态调整，而且 < 定额排版软件 > 将定额目录、章
节说明、定额表格生成一个 pdf 文件交付印刷减少了
中间环节发成错误的风险；

二、全程跟踪服务效率更高：本次接受委托稍晚，
造价中心将前期成果 excel 表文件发给我们校核，通过
定额表格提取数据库的难度相当大（子目名称提取、
单元格拆分合并、材料单价、含量数据提取等等），
如编制初应用 < 定额排版软件 >，修编和排版效率与
效果会更好；

三、出版要求提前规范：出版规范要求涉及到册、
章、节（小节）标题字号以及材机名称等等，提前规
范材机名称和页面模版会事半功倍。( 下转 2 版 )

2013石油新定额排版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解决



P2 软件应用

某炼化项目的公用工程乙方结算实例：
一、 项目级
【项目组成】 
1、 新建多个单项工程：老厂区工艺部分、老厂区结构部分、新厂区工艺部分、

新厂区结构部分、仪表桥架；
2、 各单项工程节点下建立多个单位工程：如老厂区工艺部分，根据每张图

纸新建不同的单位工程，工艺图五、工艺图六、工艺图九等。

二、 单位级
1、【分部分项】利用清单项建立多个分部：如蒸汽分配站一、蒸汽分配站二、

管支架防腐等，在分部下套概算指标，得出分部的综合合价，是石化清单的一种
创新应用；

2、 对部分组
价子目中的主材，
是给定一笔价钱，
需要在含量窗口锁
定 含量 = 数量；

见下图    ；

三、报表
需要预算格式的报表：预算取费表、甲供主材表、乙供主材表、工程预算表、

工程预算表（带主材明细）、工程预算表（带乙供主材明细）。

费用执行情况分析图表
总体查看各个项目的执行情况，如果想详细看某个项目的执

行情况，双击。

合同与支付总控
合同与支付总控的重点是对合同资金支出及变更的监督。系

统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汇总查询合同的信息（如合同编号、合
同名称、乙方单位、合同原始金额、变更金额、变更后金额、累计
计量完成金额，累计应付金额、累计付款金额、累计欠付金额、累
计剩余工程量、合同借款）。当合同执行中遇到超过某一个规定值
时，系统会拉响警报，以不同颜色显示合同的状况，使决策者第一
时间做出准确的决策。

石化清单软件应用于工程结算案例分析

某气化装置 EPC 总承包项目

项目执行情况表

【技术问题解决】：
1．定额子目数量大，达 21093 个；部

分子目的工料机含量多，多达 30 个，编制时
子目做含量调整或材机调整，需要重新计算
基价与排版；

2．工料库中名称或单价变化，要影响到
相应定额的含量与基价及人材机费用；

3．定额名称中的步距有的达 3-4 层，
同类项需要合并；

4．定额子目页手工分页或智能分页相结
合；

5．每次调整后估价表与含量表需重新计
算导出电子表备用；

6． 部 分 字 符 的 上 标 问 题（ 如 2# 钢、
m2、m3）。

针对上述六个问题，盛华实排版系统在
实战中不断改进，各项问题都需求最优解决
方案：

1．编制时子目做含量调整或材机调整，
重新计算基价与重新排版

在含量窗口（图一含量区），增删修改
含量， 重新进入页面编辑界面，刷新，页面
重新排版，基价自动计算。 

2．工料库中名称或单价变化，要影响到
相应定额的含量与基价及人材机费用；

进入材料库，输入关键字，搜索，修改
工料名称或单价等内容，系统询问是否同步

更新到定额库（相关子目批量修改），确认
完成此修改。

3．定额名称中的步距有的达 3-4 层，
同类项需要合并步距间以空格隔开，不同级
别同页子目，相同步距相邻合并，见图二。

 
4．定额子目页手工分页或智能分页相结合
分页方式主要有二类：
（1）系统导入 xls 表，在表中可标注好

分页后的第一个子目，导入后自动分页；
（2）在子目列表处右击菜单中选择【页

面分割】；
5．每次调整后估价表与含量表需重新计

算导出电子表备用，在【导入导出】窗口选
择导出的定额书及导出的某类表，单击【导出】
即可。 

6． 部
分字符的上
标问题（如
2# 钢、m2、
m3）

系 统
对 定 额 名
称、工料名
称 中 m2、
m3、# 等 自
动成上标。

( 上接 1 版 )



P3文  萃

英国的工程造价管理是通过立项、
设计、招标签约、施工过程结算等阶段
性工作，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1、立项阶段

拟建项目是否确定必要、能否立
项建设，要通过技术、经济调查，分析
论证，进行总体规划，提出可行性研究
报告。工料测量师参与调查、分析论证，

同时收集信息资料，编制投资估算，提
供政府或业主决策。投资额一经批准或
确认即为项目投资最高限额，工料测量
师以此作为造价控制目标。

2、设计阶段

设计师、工程师和工料测量师一
起对设计方案（含初步设计与技术设计）
作技术和经济分析论证，优化并进行相
关专业的协调，避免施工中的设计变更。
工料测量师编制工程预算，随工作的深
入，造价越来越准确，但不能超过造价
限额。

3、立约阶段

设计和概算审查后，确认设计和

概算未超过既定的建设规模和造价限额
即可进行招标。工料测量师要编制招标
文件、标底及合同文件文本。

4、施工阶段

施工企业中标后，由企业根据工
程实际情况和自身条件，编制施工设计，
这样可以发挥专业技术专长，便于施工。
受雇于业主的工料测量师，在施工过程
中要根据工程进度确认工程结算款项和
控制拨款，并根据工程变化情况调整工
程预算。承包商的工料测量师，除按照
招标文件参与工程 调整、现场踏勘、
编制报价和投标文件，中标后按中标造
价进行资金分配和合同的履约外，在施
工过程中还直接参与项目管理，按施工

进度提供劳动力材料、施工机械等供应
计划，按月或周统计已完成的工程量，
提出工程结算款项，竣工验收后提出竣
工决算等项业务。要在各个环节上严格
控制工程费用的支出，确保在中标造价 
内实现预期利润。

链接 : 英国建筑过程各阶段的主要
参与者

当代建筑发展三趋势

世界各国在建筑的功能、结构和
形式上具有越来越相似的特点，当代
建筑发展也有三个趋势

参数化设计（主要是指用数码、
电脑技术来辅助设计）、现代地方风
格、可持续性建筑（生态、环保、绿色、
可持续性、宜居）。

逐渐松绑煤化工

2013 年 3 月以来，已有 10 个新
型煤化工项目陆续获得国家发改委的
“路条”，包括 5 个煤制天然气、4
个煤制烯烃和 1 个煤制油项目。前提
是有序发展新型煤化工，因地制宜，
技术成熟、经济可行。( 国家煤化工
网 2014 年 3 月 3 日 )

　

北京未来 5 年将建百座独立能源岛

未来 5 年，北京市将建成百座不
依赖外来热源、冷源甚至电源的独立
“能源岛”，实现大型公建、园区、
医院、交通场站自主制冷、供热并发
电。到 2017 年，北京市将建成百座
分布式清洁能源中心，总装机容量预
计最高可达 100 万千瓦。目前，通州
新城、昌平 TBD 等大型项目已陆续签
约、开工或进入前期准备阶段。

欧美建筑企业正开始广泛应用
BIM 技术，建立 3D 建筑信息模型 , 实
现进度控制 (4D)、成本控制（5D），
可视、可模拟、可优化、可出图，使
项目在设计、施工和运营的各个阶段
都可以借助不同的软件来管理，形成
集成化的管理环境，可视化的可行性
进度时间表，更利于及时有效的成本
控制。

人民币两周内贬值近千点 
五大行业受影响

自今年 2 月中旬开始，人民币即
呈现出贬值态势。2 月 17 日，美元兑
人民币即期汇率为 6.0641。人民币最
近连跌，对于稳定出口形势、抑制套
息资金流入有利。五个行业的出口将
呈积极态势：纺织服装、钢铁、航运业、
化工、汽车。

每个人的头顶都有一片天空。有的无边无际，彩霞
日月飞鸟云龙，应有尽有，所以他总是兴趣盎然的仰望天
空。有的只有一口井大，单调乏味，天空真是可有可无。
前者放开自己的思想与胸襟，接纳自然赋予的丰富多彩，
懂得努力与谦虚，总是怀满希望。后者固执而常常自大，
安于眼前，没有憧憬。是天空决定了眼界与胸襟，还是眼
界与胸襟决定了天空？没人能说清楚，就像说先有蛋还是
先有鸡一样。

谁愿做井底之蛙呢？可我们在有的时候就不自觉的
降低了自己，天空小了，自己的心与胸也小了。有人说自
己遇到的困难多，可有的人说狂风暴雨是世间有的，天空
囊括万物，没有苦，也没有了甜，所以他对突来的困境，
不觉突然，而是积极的行进在路上，心的力量使他的身体
也健康无畏，身体的充沛使他思想驰骋万千，不知是心影
响了身体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影响了心呢？

或许是：自己就是自己的设计师，自己的天空有多
大，就是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呢？我想有一片广阔而丰富
多彩的天空，如何做呢？

业主：一单两谈三方案，不思四风五格六式，
竟做七 *** 流设计，十分无聊 !

室内设计师：十单九宰，赚得八门七部六
室五组四人，人人三千两百，一声叹息 !

业主：行业里，钱不高单不少，小小设计
师累死拉倒 !

设计师：楼道上，刀无影剑无光，叫声业
主当心口袋 !

业主：蒙蒙骗骗吹吹捧捧打打杀杀喀嚓喀嚓!
设 计 师： 唧唧歪歪嘻嘻哈哈婆婆妈妈

三八三八 !
业主：十口心思，思钱思假思劳保 !
设计师：八目共赏，赏金赏银赏耳光 !
业主：吾拿单来你设计
设计师：设计专来忽悠你
业主：签单就要七五折 !
设计师：材料只给五七折 !
业主晕倒。

（可到盛华实网站【下载中心】-【资料下载】
下载下面代码）

1）新建文件夹，其中 2 个文件：B1.XLS 及空
的工作簿 X1.XLS

2）打开 X1.XLS（或 .xlsx），在 sheet1 右击，
查看代码，粘贴如下命令，合并自动完成。

Sub 合并当前目录下所有工作簿的全部工作表 ()
Dim MyPath, MyName, AWbName
Dim Wb As Workbook, WbN As String
Dim G As Long
Dim Num As Long
Dim BOX As String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 False
MyPath = ActiveWorkbook.Path
MyName = Dir(MyPath & "\" & "*.xls")
AWbName = ActiveWorkbook.Name
Num = 0
Do While MyName <> ""
If MyName <> AWbName Then
Set Wb = Workbooks.Open(MyPath & "\" & 

MyName)
Num = Num + 1
With Workbooks(1).ActiveSheet
.Cells(.Range("B65536").End(xlUp).Row + 2, 1) 

= Left(MyName, Len(MyName) - 4)
For G = 1 To Sheets.Count
Wb.Sheets(G).UsedRange.Copy .Cells(.

Range("B65536").End(xlUp).Row + 1, 1)

有一片天空 对对子

Next
WbN = WbN & Chr(13) & Wb.Name
Wb.Close False
End With
End If
MyName = Dir
Loop
Range("B1").Select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 True
MsgBox " 共合并了 " & Num & " 个工作薄下的全部工作

表。如下：" & Chr(13) & WbN, vbInformation, " 提示 "
End Sub

英国的

合并多个工作（簿）表到一个工作表方法

石油工程预算计价软件 2014

化工项目EPC全过程造价管理系统

1

石油化工建筑、安装概算软件
石油化工建筑清单计价软件

工程概算预警、结算管理系统

工程造价数据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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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是 BUILDING IMFORMATION 
MODELING 的简称，意为建筑信息模型。
简单说，是含有信息的建筑三维模型。

现在的 BIM 不是一个单纯的软件。
BIM 需要软件实现，所涉及到的软件可以
分成很多类，从规划开始直到建筑物生命
结束，可以分成很多阶段，每个阶段都会
有至少一种专业软件，如 BIM 建模软件，
BIM 机电分析软件，BIM 造价分析软件，
结构分析软件等等。能用来建模，编辑，
管理等等这种模型的软件，都可以叫 BIM
软件。

BIM 有三层含义：
1、Modeling——建模，是一个动态

过程，就是说，BIM 首先是基于建筑生命
周期的，这个过程分成若干阶段，每个阶
段都要建立一个以上的模型，用来描述和
指导整个建筑物的建设过程。

2、Model——模型，就是建模过程
中的每一个阶段的模型以及最后总的模
型，这叫做 BIM 模型。

3、Management——管理，实际上
就是对这上面所说的建模的过程以及结
果 -- 模型等对象的管理。

BIM 是以后建设行业的趋势，国内现

在是萌芽期。
BIM 是对工程项目设施实体与功能

特性的数字化表达。一个完善的信息模
型，能够连接建筑项目生命期不同阶段的
数据、过程和资源，是对工程对象的完整
描述，可被建设项目各参与方普遍使用。
BIM 具有单一工程数据源，可解决分布式、
异构工程数据之间的一致性和全局共享问
题，支持建设项目生命期中动态的工程信
息创建、管理和共享。

形象的说，BIM 比实际建筑更有内涵、
有数据，它不但有建筑的三维模型，并可
深入到细节；还包括完整的工程信息描述，
如对象名称、结构类型、建筑材料、工程
性能等设计信息；施工工序、进度、成本、
质量以及人力、机械、材料资源等施工信
息；工程安全性能、材料耐久性能等维护
信息；对象之间的工程逻辑关系等等，是
立体记录、管理与分析的综合模型。

它的作用，就是实现建筑生命期各阶
段的工程性能、质量、安全、进度和成本
的集成化管理，对建设项目生命期总成本、
能源消耗、环境影响等进行分析、预测和
控制。

工程造价是项目建设承、发包
双方共同关注的核心。但是，项目
代建单位和施工单位的立足

点不同 : 施工单位想尽量增加
工程量、材料价格、综合单价，以
增加工程造价；项目代建单位既要
核准工程量，又要进行详细的材料
询价，确定合理的综合单价，以确
定合理的工程造价。工程造价控制
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刚一开
始的选址、可行性研究、确定总投
资规模开始，通过工程量清单控制、
限额设计、材料询价、减少签证、
及时纠偏、多级审核等十方法，达
到工程造价控制之目的。

一是总投资估算控制。
首先，总投资估算要确定建设

项目的档次，因为档次不同，对总
投资的影响极大。其次要做

到不漏项，总投资中含征地、
拆迁、招投标、三通一平、规划、设计、
监理、审计、工程造价、规费等几
十种费用，工程造价、规费又各含
几十种子项，总投资估算要力求详
细、尽量全面。漏项会造成实际投
资和计划有较大偏差。

二是限额设计。
总投资估算、建设档次、拟选

用材料确定后，对施工图设计、二
次设计、设备材料方案设计要根据
以往的建设经验数据，设定上限，
限额设计。施工图设计要分析用钢
量，要分析外部造型所引起的投资
变化。重大项目的二次设计、设备
材料方案设计，有的投资也很大，
对子项也要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的
分项工程，二次设计要限额、限档次。

三是工程量清单控制。
工程造价由分部分项工程费、

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税金 5 大部分组成。规费、税金两
项费用按规定计算，是固定值，无
从谈起控制。因此，工程量清单控
制的重点应从分部分项工程费、措
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 3 项费用控
制入手。

分部分项工程费控制的核心是
抓好工程量认证、材料询价两项内
容。工程量认证，主要是对工程量
清单之外的签证和设计变更部分进
行工程量认证，其原则是减少现场
签证和设计变更，其主要手段是严
格实行月结制度，即每月要进行 1 
次汇总，1 个月的时间过后不再补
签。材料询价的关键是认证程序公
开透明，要由施工单位申报，监理
单位、跟踪审计单位、代建单位等 
4 方责任主本分别询价。

措施项目费控制的关键是清楚
地知道措施管理费所包含的内容，
不能和现场签证重复计算。

在措施项目费中考虑了，就不
能再进行现场签证。

四是材料招标有所突破。
对设备材料价格的确定，没有

比“公开招标 + 竞争性谈判”更有
效的办法。材料招标采用“公开招标
+ 竞争性谈判”模式，要对现行规定
有所突破。招投标法规定，标书中的

商务标部分在评标的过程中是不允
许修改的，而“公开招标 + 竞争性
谈判”模式的精髓之处就在于对商
务标部分可以修改，可以进行一次、
两次、三次和多次报价，甲乙双方
可以谈判并最终确定中标单位。“公
开招标 + 竞争性谈判”模式的公开
性体现在招标公告公开发布，每次报
价公开透明。灵活性体现在商务价格
部分现场竞价，采用竞争性谈判。“公
开招标 + 竞争性谈判”模式可以有
效避免围标、串标。

五是减少签证、变更。
现场签证、设计变更是工程造

价控制甲乙双方关注的焦点。施工
单位采用不均衡报价时，最关注的
就是通过现场签证、设计变更增加
造价，对那些会引起现场签证、设
计变更的部位，有意报低造价，实
施时通过现场签证、设计变更按实
结算。因此，项目代建单位在编制
工程量清单时就要注意会引起现场
签证、设计变更的部位，在工程实
施阶段更要加强管理，尽可能减少
签证、变更。

六是专家评审。
建立建筑学、结构、给排水、

暖通、供电、智能化、园林、照明
等建筑各专业的专家库，是做好造
价控制的捷径。要借鉴不同专业专
家的见识、力量，从投资估算开始，
对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投标报价、
结算价提出专家修改意见。

七是较小项目签订固定总价合
同。

较小项目，比如方案设计费、
地勘费、项目咨询费、环境影响评
价费、临时围墙费、路灯、绿化、
门头标识等，单项投资在 50 万元
以下的，签订固定总价合同，结算
时不予调整，以减少争执争议，其
实质是将工程造价的风险转移给了
承包单位。

八是及时纠偏。
及时纠偏就是在工程项目的进

展过程中，不断地把费用计划值与
实际值进行比较，发现偏差、分析
偏差发生的原因并及时采用纠偏措
施。如费用超出预算 , 要仔细分析
到底是进度提前造成的还是工程量
增加、材料价格变更造成的。

九是激励机制。
为更好地做好工程造价控制，

无论是设计单位还是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项目管理单位、审计单位，
凡提出切实可行的设计和施工方案、
施工工艺的，降低工程造价的，按
节约额的一定比例予以奖励，以提
高参与工程造价控制的积极性。

十是多级审核。
项目竣工后要求施工单位上报 

3 份竣工结算资料，由监理单位造
价工程师、代建单位造价工程师、
审计单位造价工程师“背对背”同
时审核，并分别拿出审核意见。甲
方应仔细分析 3 家的审核结果 , 尤
其是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最终确
定结算价格。

造价控制直接关系到企业利润，也关
系到工程项目投入使用后的良性发展。三
超现象就是事不豫不立的体现。粗放式的
造价控制，不能落实到合同细项，这样的
控制也是很难做到真正合理有效的控制。
在企业层面，精准控制已是不容耽搁的问
题；实现精准造价控制，就是对利润的合
理控制，就是向正规化、成熟化走近。在
相关立法及行政管理还有待完善之时， 自
觉优先实现精准造价控制，是企业走向理
性的关键步骤。

建设项目造价全过程综合管理，特别
是项目前期造价管理，是普遍薄弱之处。
欧美先进国家已在信息化精准造价控制领
域，走入广泛应用阶段，我们的企业要成
为世界级企业，这是必须跨越的一步。我
公司已推出针对业主、EPC 的全过程造价
管理系统，还将推出各类相关应用工具软
件，可助力企业完成精准的造价控制。

（本文原创，转载请标注“ 转自《盛
华实造价之窗》2014-4 月刊”字样）

工程造价控制十方法

BIM 已 不 容 忽 视，
谁忽视了它，就会在将
来的领先队伍里掉队 说说BIM 

成熟企业是理性的，他不是不犯错
误，但他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不断积累
经验，但他的经验不是集中在一两个人的
头脑里，而是有一个掌握了经验的团队，
有一个良性的机制。他的记忆力很好，不
是资料保存的完整，而是有条理、可分析、
可调用。所以说，成熟企业就像一个有理
性、有节制的人。

企业建立内部信息库，就是要把资料
条理化、做分析、做调用。企业内部价格
信息、企业内部的指标库、模板库，对企
业的预算、报价、采购、利润、决策都是
非常重要的。没有有效的信息库，就象一

间杂乱无章的屋子，就像头脑紊乱的人。
建立内部信息库的方案之一参考：
一、对目前进行中的工程数据在同一

平台中管理、分析，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指
标库基础数据、模板库、价格信息等；

二、对历史工程需要高效导入管理平
台，并进行数据分析与积累；

三、对信息库中数据综合分析，得到
有效数据，并积累到指标库中；

四、可用的信息库进行保密及必要的
防泄漏措施，为不同使用人设置相应权限。

（本文原创，转载请标注“ 转自《盛
华实造价之窗》2014-4 月刊”字样）

从事后走向预先，从粗放走向精准

精准造价控制已成潮流

成熟企业的路（一）：建立内部信息库

【一家之言】【软件应用】以及各栏目欢迎用户及业界人士
的专业投稿，中稿有软件优惠价或精美小礼物馈赠。投稿信箱：
sanvas@126.com 请注明“投稿”字样

* 打开石化清单软件，程序窗口背景
就是新增的教学导航，分为四部分：造价
政策、操作入门、答疑解惑、服务网站。
其中操作入门中有基本操作和重点操作，
有文字与视频二种格式。答疑解惑列出了
十大常见问题。各板块支持更新下载。老
用户可自助上网站下载新安装包完成升级。

此教学导航实用性强，必会得到用户
的青睐。

* 十大常见问题（按问题关注度排列）
1、清单基价与指标基价对不上？
2、何时输入单重、总重？
3、导入概算 excel 表出错怎么办？
4、清单子目含量中换材料怎么便捷？
5、在输入子目后想自动给出自己设置的默认

取费？
6、预算格式报表如何做？
7、单位工程未能汇总到项目中，什么原因？
8、导入概算电子表清单没有工程量？
9、想快速导出 excel 表
10、怎么能反查材料到子目？

自学好帮手：新教学导航助力——

石化清单软件的学习

· 盛 华 实 ·
全过程造价管理

EPC 总承包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