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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造价控制
建设工程为了实现合理的利润， 工招投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结
造价控制是关键．如果只停留在预 （决）算及项目后评价阶段。从造
结算上，就会导致三超现象：概算 价管理的角度出发，在建设项目的
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 每一时段，都应设有本时段造价控
其症结就是事后核算，难以补救， 制的目标。
在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及可行
这正是当前许多企业的困境所在。
动态造价控制，实现了实时管理， 性研究阶段，通过市场调研、机会
有效控制，摆脱了传统造价的失控 分析，最终形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现象。全过程造价管理的核心思想 通过项目的评估，确定建设项目实
是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在建设项 施与否，以及确定建设规模、质量、
目的全过程实施动态造价控制才是 进度以及投资估算值。这个“设想”
阶段，需要投资者凭着实事求是态
有效的控制手段。
建设项目可划分为项目建议书 度进行选择和决定投资行动。作为
及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阶段、施 投资受益的主体，业主的投资态度

决定项目成功与否；而发展到设计
阶段，关键在于设计人员能否依据
项目批复的可行性研究在投资估算
的限定内确定合理的设计方案；施
工招投标阶段，则需要通过公平、
公正、公开的竞争和洽商择优选择
承包商，采用合适的合同类型及在
批复的概算或施工图预算内确定合
理的合同价；在项目施工阶段，通
过各参与方合理组织和管理，及时
采购和合理降低设备、材料价格，
把结算价控制在批复的概算内。最
后通过项目决算，确保竣工决算值
在概算范围内，以此实现建设项目

的投资控制目标。
应用软件与互联网技术实现全
过程造价控制，使动态控制找到了
着力点，更成为可能。必须跨越全
过程造价控制这一台阶，否则，三
超现象无法补救，企业的利润也难
以有效实现。（参见四版《项目执
行情况表》）

工程项目全过程投资管理控制图介绍
根据同类型工程案例的造价指标，和拟建工程
的规模，估算拟建工程造价；借用同类型案例工程
清单组价内容，实现快速组价。
建立案例指标库，收集标底工程、中标工程、
结算工程，为造价分析、指标计算、标底审查提供
数据基础；确定各类工程主要工程量及造价参考指
标的合理范围，满足发布各类造价指标发布的需要。

造价管理工作平台以工程项目为主
线，实现所有工程项目全过程投资管
理控制，包括两大系统：
一是造价评审信息管理系统（含投
资估算、概（预）算、招标标底、竣
工结算的网上送审、审查、审批功能；
材料预算价格、定额、指标数据的管
理发布功能；实现估算、概算、预算、
结算数据的对比分析；以及工程造价
数据库的历史数据管理、分析等功能）
；
该系统为业主与项目公司搭建了工程
各阶段造价数据（估算、概算、预算、
拦标价、结算）的审批确认平台。
二是全过程造价管理系统（含所有
项目的造价管理、资金管理、合同管理、
计量支付、合同拨款、综合查询等功
能）。该系统将业主、项目公司、监理、
咨询单位和承包商的造价管理纳入到
统一的工作平台，依照不同职责不同
权限的原则，使项目的过程造价数据、
凭证及申报记录通过系统平台为参与
项目造价工作的各方共享，能更好的

实现项目的造价预警及管控。
这两大系统在企业（业主或总承包商）的造价管理工
作中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如下图所示。工程造价评审信息
管理系统承担纵向坐标审批数据流的工作内容；全过程造
价管理系统承担横向全过程费控数据流的工作内容。

一年之计在于春
Play your year in spring and your
day at dawn.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一年之
计在于春”都是金玉良言。春，即作
春天，也作青春。在事情伊始，就要
把基础打好，开好头，起好步， 直
接影响全年工作的成败。如果你能把
一年之春抓好，就会拥有美好的一年。
春天是积蓄能量的季节，不可轻易将
其挥霍、浪费，好好珍惜它。播下种子，
辛勤耕耘，换来的将是累累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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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石化清单软件专版

掌握石化清单的四要点
1 操作五步骤：新建、确定
费率、输入清单及计量措施、查
看各项费用、打印报表
2 工程量批量乘系数：分部
分项主窗口右击，选择“批量操
作”》》“工程量乘系数”
3 主材信息价导入：分部分

tip1

项主窗口右击，选择“更新主材
系数”，选取相应信息价
4 几人分工单位工程合并：
进入软件【项目管理】页，利用
右键菜单导入或导出单位工程，
实现合并

石化清单基价
为何与概算指标对不上？
【问题】
翻开石化概算定额书，查看某条概算指标与相应的清单基价（或综
合单价）对不上，这是怎么回事？
【解答】
1、概算指标被分拆成清单基价子目的主体、射线探伤、光谱分析，
如下图 2-2015 等于 2-2015-0、2-2015-1、2-2015-2 的合计；
2、为适应清单报价，概算指标中的脚手架费被另计入措施费中，
因此在清单子目的基价合计小于概算指标；
3、清单的综合单价 = 清单子目基价 + 企管费 + 利润；

石化清单与概算的链接

设计单位的概算指标电子表（excel 表），通过软件中导入电子表功能，
自动生成清单及子目后，然后进行补充完善。导入用户），自动生成清单及
子目。
具体操作：第一步：进入清单软件分部分项页；
第二步：在右侧主窗口右击出现右键菜单，点选 【导入…】>>>【导入
电子表格】；
第三步：在新出现窗口，
（1）先打开 excel 文件，
（2）左侧输入相应参数。
编号、名称、单位、工程量，在列一分别填入它们在 excel 表的第几列，第
一列就填入 1。
（3）单击 导入（4）新窗口单击 批量插入关联清单，确定即可。

tip2

石化清单中主材的处理 ( 见下图 )
主材的七种操作：
1、主材（组）选择
2、增加主材
3、主材计价的勾选

4、主材单重（管道）
5、主材调整系数
6、主材设置为辅材
7、甲供主材费用

tip3

报表集合的妙用

想将清单软件中的报表导出 excel 表，怎么办？可以巧妙利
用报表中报表集合功能实现。单击工具栏右侧 < 报表 > 图标，
新窗口中左侧右击出现右键菜单，选择菜单中新建报表集合，
将需要导出报表选到右侧框中，单击下方 < 输出 excel 表 > 即可。
可多选报表，然后输出。

文 摘

美国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代表
了现代西方工程项目管理的主流，
是建造模式的发源地，也是成功运
用这些模式达到缩短工期、降低投
资目的的典范。美国模式实现的关
键是依赖称职的专业分包商及标准
化的过程控制与程序的广泛采用。

美国模式的重要特点是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业主将工
程首先视为投资项目，而且建筑师、
承包商都从这一优先次序出发。在
指定专业分包商时，通常只规定基
本要求，以使建筑师、承包商共同
寻求最经济的方法。为了有效地参
与竞争，一般都将整个项目划分成
若干相对独立的工作包。分包商的
设计工作由建筑师负责协调，工程
构件、设备制造或供货、施工由总
承包商协调，而在大型项目中，通
常由 CM 经理负责协调。

工程造价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美国模式的系统性和有效性依靠
广泛使用成熟的通用技术。设计和施
工过程中不会为解决同样问题发生
重复劳动。美国模式的另一重要特点
是咨询工程师提供各专业完整的设
计，但设计阶段只到初步设计或扩大
初步设计的深度，不出详细设计即
施工图，而后者是由承包商完成的。
特别是一些较独立的分包工程的施
工图设计，有时亦称二次设计，是由
专业分包商独立完成的，但需由建筑
师批准。如钢结构工程、装饰工程。
分包商的分包工程施工报价中自然

三超就是：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
结算超预算。在我国，三超现象普遍存
在，建筑工程造价非常重要。“管理造
价、成本控制、三超”是工程造价中的
核心控制内容。这涉及到投资控制、施
1、供求关系失衡使市场竞争不规范
工设计、工程计划、预算工程等阶段，
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从事建筑施工的队伍却以
也涉及到经济、技能、方案等各个方面，
更大幅度增加，“僧多粥少”的供求局面使得本已激烈的市场竞争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工程系统。工程决策
更加激烈，部分施工企业为争得施工任务不得不面对难以接受的招
标条件，面对这些不规范的建筑市场，施工企业只有拼老本，保眼前， 及工程设计方案是工程控制的先决条件。
控制施工在于工程造价上的人力、财力、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扰乱了建筑市场。
物力资源上合理配置，从而获得合理的
2、设计管理制度不够完善，限额设计应用不够
经济效率与市场效益。
设计阶段影响工程造价的可能性为 35% ～ 70 %，施工阶段影
响工程造价的可能性为 10% ～ 30 %。设计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
视和监督，建设单位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促使设计单位去精心设计
和限额设计，大量的工程项目未推行设计招标和采取优选方案。

3、工程承包过程行为不规范，存在肢解发包

4、市场价格信息获取不及时不准确
能否及时、准确地捕捉到市场价格信息是业主和承包商占有竞
争优势和取得盈利的关键。在国外，政府定期发布工程造价信息，
以供各类估算师对政府工程的估算作参考。随着科技进步，新工艺
和新材料不断涌现，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由于材料
生产企业和工程造价管理部门信息不对称，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效沟
通和信息共享，而各地各时期材料价格差别又极大，造价管理部门
不能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材料信息，从而导致工程造价失控。

5、成本控制应用过窄
成本控制只放在建设实施阶段，应用过窄。其实，投资控制、
工期控制、质量控制等是互为关联的，投资控制、项目质量和进度
管理应同时掌控。项目造价、工期、质量等是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项目成本控制是集经济、技术与管理为一体的综合学科，只有做到
各方的综合平衡，才能做到直接有效。

已含有设计费用，不再单独提出。更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建筑师熟知市场
状况，他们不仅将其设计看作建筑作
品，亦了解其设计是影响业主投资回
收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此，奠定了 CM 模式或设计
——建造模式中承包商早期介入项
目的基础，承包商对设计提出的便
于施工、缩短工期、降低成本的建
议不会受到建筑师的轻视甚至因影
响建筑效果引起其反感。没有这两
个基础的存在，承包商对设计的充
分介入是很难实现的。

什么是三超？

肢解工程多方发包。招投标过程经常被扭曲，议标、串标现象
还是很严重。某些建设单位的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素质，在建
设工程中不遵守有关的规章制度，不严格履行合同条约，随意压缩
工期、压低造价。因此，要加强行业立法，与国际惯例接轨已成当
务之急。建筑市场治乱的首要着眼点，就是要规范业主的行为。

1) 违反基本建设程序。项目未招标就让施工单位进场；
2) 有的公开招标的项目变成邀标、变相议标和暗中指定，工程
肢解发包和行业垄断增加了中间环节，抬高了工程造价，影响了市
场的公平竞争；
3) 承包商中标赢得合同后，在工程项目结算时随意调整单价，
投标中填报的单价对承包商没有产生足够的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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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如果建成铁塔，我要永远离开这
个城市。
——莫泊桑（法国著名短篇小说
家）说，于 1887 年埃菲尔铁塔正式开
工不到一个月
* 建筑男人一般比较有耐心，在面对自
己的 LP 时更是没有脾气。因为常年累
月的制图或者做工程，耗费很多心血才
能完成，不知不觉间也极大地培养了建
筑男人的耐心。尤其喜欢说话的，有着
神经兮兮的倾诉欲的女生嫁给建筑男人
的话，一般不用担心他会嫌自己罗索，
或者废话太多，因为他有着一般男人没
有的耐心。
——摘自新浪博客

1、房地产行业与建筑业
或最早明年同时“营改增”，
税负或增加。具体实施时点最
早可能于明年的一、二季度，
两者适用的税率或定在 11%，
而建筑业以及房地产业原本的
营业税分别为 3% 和 5%。
2、韩国建筑行业不景气，
2008 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以 来 持
续 低 迷， 截 止 2012 年，5 年
间行业就业人数减少 51.1 万。
3、一项有趣统计，按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
就目前房价收入比，在北京、
上海、杭州买一套房，不吃不
喝， 分 别 需 要 103 年，91 年
和 83 年。
4、全球石油供应布局正
经历变革。世界石油生产中心
已不再局限于中东，而是从沙
特、里海、西伯利亚、委内瑞
拉扩大到北美，加拿大正在成
为世界能源版图中的新主角。
5、芦山地震中受损的企
业财产，相关企业若购买了财
产保险并附加地震险，保险公
司都会给予理赔。
6、造价估计方面，英美
等国都有自己的软件，他们一
般针对计划阶段、草图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详细设计和开
标阶段，分别开发有不同功能
的软件。其中预算阶段的 软
件 开 发 也 存 在 一 些 困 难， 例
如 工 程 量 计 算 方 面， 国 外 在
与 CAD 的 结 合 问 题 上， 从 目
前资料来看，并未获得大的突
破。造价控制方面，加拿大的
Revay 公司开 发的 CT4（成本
与工期综合管理软件）则是一
个比较优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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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看

造价的

与

造价的势，就是指它的发展前景、
它的潮流、它现在所处的高度。度，就
是企业审时度势，把自己摆在不同的角
色与高度上。那么，造价的势到底是什
么呢？在今天，就是最终要实现工程建
设项目的最经济、最实用、社会效益、
长远效益最大，也就是用全生命周期的
眼光，进行设计与造价。这是工程设计
与造价的发展前景。而它现在的世界潮
流，就是全过程造价管理，即对工程项
目各阶段实现有效的动态管理。现在欧

完全避免了投资“三超”现象

美日等国家在工程的全过程造价管理领
域，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都渐成熟。
而中国的造价，走过了传统概预算的电
算化阶段，清单报价正普遍应用，尚未
成熟。全过程造价管理，则是刚刚起步，
在应用领域远远不足。动态造价控制，
是企业实现有效赢利的必要手段。应用
全过程造价管理，是管理走向先进高效
而不可或缺的环节。 势已明，能度量，
顺势而为者，方成大器。

中石油管道公司
造价评审信息化案例分享
2011 年中石油管道公司造
形成项目全造价数
据管理、对比、预
本人三审
造价中
造价中心
价中心启动了《管道公司工程
警
心处长
三审
分配
执
项目造价审核信息管理系统》 造价中心新建项目
行
成批导入投资概算
三
超概项目
审
的研发工作，该系统通过 2 年 形成项目基础库
处长三审
造价中
二审科长
应用和不断完善，成为管道公
造价中心
心科长
执行定案
二审
选人二审
执行二审
分配
司工程造价评审管理统一工作
限上工程
平台，将全国 26 个输油气处
上报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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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
人员打印定
价业务（如概算、预算、招投
齐全
案表
标标底、结算等造价业务的一
系统对项目的概算、预
级编制、一级或多级审核处理信息，包括造价数据
算、结算进行对比分析和费
的编制申报、审核、批准、统计、汇总、报表、造
用预警，明显提升工作效率、
价结果文件归档等）按照系统预先设置的内控流程
加强投资控制，降低办公费
和用户权限，用信息系统的工作流机制进行管理（造
用。
价评审管理流程图如图）。

项目前期估算概算控制只是靠人为控制，项目实施阶段投资控制更是
无法控制，往往都是项目都结算完财务部门才知道超概算和预算了，“三
超”现象时有发生。系统建成后，采用估算概算架构，利用 WBS 作为工
具，把每一个造价文件挂接到相应的 WBS 上，通过 WBS 结构来控制投资，
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投资控制额度，系统提示报警。把超资现象控制在事前，
完全避免了投资“三超”现象的发生。如图 6 一 1 是资本性支出项目全
过程投资控制管理界面和结算审核流程界面。

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目前结算资料审核过程流转速度慢，传递繁琐，工作效率低。工程结
算书没有通过网络传递，在网下进行审批，需要施工单位预算员频繁奔
波于监理单位、建设单位、造价审核部门及审计多个部门、多个单位，
流转速度慢且效率低。实施后各环节的造价编审业务，能够通过系统在
网络上实现有序控制和流转。从施工单位预算的编制到监理单位、建设
单位、工程造价管理部门的审核都在系统中完全按照内控流程描述的审
核流程来完成。结算文件上报后，每级审核完成的文件都存放在数据库
服务器上，流转到下一级时，下级审核人员对应打开该文件，不存在结
算编制、审核版本的准确识别问题。且数据传递过程中，可以随时查看
结算流”转到哪个环节，以及每级审核金额。各环节数据流转不再借助
其他媒体，数据通过网络传输方便、快捷、提高办公效率。

造价数据动态分析
目前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部分费用不能适时进行统计，如项目投资
概算中的二三类费用（其他费）要向财务部门咨询，材料设备费要等物
资供应“部门全部录入物资管理系统，工程结算过程中建设安装费用数
据要等到结算完成后才能统计，不能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随工程进展形成
动态数据，难以适时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项目实施后二三类费用、材
料设备费定时导入系统，若与 ERP 系统直接作接口可直接在该系统中读
取数据人结算数据随结算流转解析到中心数据库，系统具有比较完善的
动态查询功能，把已发生的各项费用自动统计，进行概算执行情况对比
分析，达到跟踪管理，过程控制、评价投资效果之目的。系统的统计分
析功能，还可以查询到最新的计价依据标准、造价编审动态、材料预算
价格、材料限价标准、归档历史数据等资料。

项目执行情况表

项 目 执 行 情 况 表 （真实数据已调整）

总承包单位：**工程公司
工程名称：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业主合同价
设备费

主材费
121,895,118.16

安装费
107,728,342.86

合同控制价
其他费
77,571,562.08

合价

设备费

主材费
102,893,399.74

安装费

过程执行价
其他费

104,268,797.85 67,512,457.76

合价

设备费

主材费

安装费

过程执行价/合同控制价(%)
其他费

合价

设备费 主材费 安装费 其他费

合价

1

工程总投资

229,635,174.35

536,830,197.45

200,881,590.70

475,556,246.05

63,184,821.73

63,184,821.73

0.31

0.13

1.1

工艺设备

168,908,445.52

21,866,894.97

190,775,340.48

146,331,717.14

21,135,891.12

167,467,608.26

63,184,821.73

63,184,821.73

0.43

0.38

1.1.1

锅炉房-工艺设备

161,194,424.66

20,699,745.98

181,894,170.64

139,774,799.41

20,085,456.90

159,860,256.31

63,184,821.73

63,184,821.73

0.45

0.40

1.1.2

贮灰仓-工艺设备

3,934,598.36

586,439.84

4,521,038.20

3,344,408.61

527,795.97

3,872,204.57

3,779,422.50

3,212,509.13

1.1.3

燃油罐区-工艺设备

580,709.15

4,360,131.65

522,638.25

3,735,147.38

1.2

工艺管道

62,666,059.59

5,705,754.82

68,371,814.41

50,041,790.32

5,137,052.64

55,178,842.96

1.2.1

锅炉房-工艺管道

61,479,683.48

5,063,515.22

66,543,198.70

48,974,052.02

4,559,014.09

53,533,066.11

1.2.2

贮灰仓-工艺管道

936,661.91

563,130.43

1,499,792.34

842,996.80

506,838.97

1,349,835.78

1.2.3

燃油罐区-工艺管道

249,714.20

79,109.17

328,823.36

224,741.50

71,199.57

295,941.07

1.3

防腐、保温

7,760,847.88

2,739,159.65

10,500,007.53

6,984,823.61

2,630,119.32

9,614,942.93

1.3.1

锅炉房-防腐保温

7,651,837.71

2,625,671.13

10,277,508.83

6,886,714.46

2,527,982.59

9,414,697.05

1.3.2

贮灰仓-防腐保温

97,567.87

71,569.33

169,137.20

87,811.08

64,409.47

152,220.55

1.3.3

燃油罐区-防腐保温

11,442.30

41,919.19

53,361.50

10,298.07

37,727.27

48,025.34

1.4

电气

40,080,387.20

29,429,702.56

4,869,245.89

74,379,335.65

35,957,074.41

26,277,520.21

4,112,545.71

66,347,140.33

1.4.1

动力部分

39,777,763.20

25,963,440.05

2,796,085.40

68,537,288.65

35,725,918.31

23,386,307.72

2,367,292.25

61,479,518.27

1.4.2

电气照明及避雷

302,624.00

3,466,262.50

2,073,160.49

5,842,047.00

231,156.10

2,891,212.49

1,745,253.46

4,867,622.06

1.5

电信

723,730.70

355,933.11

292,996.27

1,372,660.08

578,984.56

284,736.22

277,744.90

1,141,465.68

1.5.1

电话通讯

23,484.43

3,765.05

27,249.48

18,783.76

3,390.44

22,174.21

1.5.2

扩音对讲系统

92,543.50

76,513.89

51,128.20

220,185.59

74,034.80

61,211.11

60,099.98

195,345.89

1.5.3

火灾报警系统

67,550.00

53,291.55

38,168.42

159,009.97

54,040.00

42,634.86

34,344.15

131,019.01

1.5.4

电视监视系统

459,610.20

86,957.12

162,869.83

709,437.15

367,688.16

69,562.99

146,566.60

583,817.75

1.5.5

计算机网络系统

104,027.00

115,686.13

37,064.77

256,777.90

83,221.60

92,543.50

33,343.73

209,108.83

1.6

自控

19,202,527.94

12,837,451.39

7,823,558.43

39,863,537.76

16,886,188.94

11,343,943.75

7,030,384.40

35,260,517.09

1.6.1

锅炉房-自控

18,732,155.40

12,837,451.39

7,796,110.28

39,365,717.07

16,493,035.02

11,343,943.75

7,005,681.78

34,842,660.55

1.6.2

燃油罐区-自控

470,372.54

27,448.15

497,820.68

393,153.92

1.7

给排水

420,161.00

8,054,788.64

770,685.96

9,245,635.60

857,695.86

1.7.1

消防部分

328,293.00

1,869,609.65

189,243.18

2,387,145.83

1.7.2

排水部分

37,828.00

62,392.83

19,917.21

120,138.03

1.7.3

给水部分

48,294.17

92,359.41

140,653.58

1.7.4

室外部分

54,040.00

6,074,491.99

469,166.17

6,597,698.16

1.8

采暖通风

299,922.00

790,335.00

376,690.10

1.8.1

（一）通风空调

299,922.00

8,758.76

1.8.2

（二）采暖

367,931.34

1,158,266.34

1.9

土建

58,256,084.83

1.9.1

一般土建

51,849,344.95

1.9.2

装修

1.9.3

钢结构

1.10

措施费

13,951,337.75

13,951,337.75

12,352,993.72

12,352,993.72

1.11

规费

15,514,828.07

15,514,828.07

13,084,730.22

13,084,730.22

1.12

税金

4,689,667.11

4,689,667.11

4,256,952.88

4,256,952.88

1.13

其他采购相关费用

19,376,904.14

19,376,904.14

15,501,523.30

15,501,523.30

1.14

其他工程费用

1.15

其他费用

24,038,825.00

24,038,825.00

22,316,257.64

22,316,257.64

790,335.00

24,702.63

417,856.54

7,249,284.12

693,661.06

8,800,641.05

767,773.30

1,682,644.29

170,321.06

2,620,738.65

41,286.56

56,153.40

17,926.41

115,366.38

43,465.11

83,125.35

126,590.46

48,636.00

5,467,021.32

422,288.24

5,937,945.56

1,466,947.10

269,929.80

711,301.50

338,972.48

1,320,203.78

308,680.76

269,929.80

7,882.91

277,812.71

331,089.57

1,042,391.07

58,256,084.83

58,256,084.83

58,256,084.83

51,849,344.95

51,849,344.95

51,849,344.95

3,325,737.11

3,325,737.11

3,325,737.11

3,325,737.11

3,081,002.77

3,081,002.77

3,081,002.77

5,027,271.93

5,027,2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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