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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

浅议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以星港国际广场为例

张　吉１，　余 卓 轩２

（１．西门子歌美飒可再生能源（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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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社会发展，建筑行业成为了支柱经济产业之一。建筑开发商以盈利为管理导向，在保证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其工程造价控制是管理的重点之一。本论文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实际案例对工程造价

的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并给出一定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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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造价控制的重要性

在建设过程中，工程造价可以实现投入资金

的事前预算、确立投资控制目标，支持建设项目的

决策，便于投资计划、资金筹集计划的制定。依照

投资者的投资计划和投资目的，利用有限的资金

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关键就在于工程造价的控

制，只有在根据客观的造价目标确定出合理的工

程投资，才能帮助建设单位和投资者得到双赢的

结果。工程造价的预算若是没有全方位考虑，那

对造价管理将造成很多问题，对项目的运营也会

产生影响［２］。

２　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２．１　决策阶段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２．１．１　影响因素

（１）市场因素

绝大多数情况下，建设一个工程项目的目的

是为了创造更大的经济收益，身处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在项目决策这个阶段，工程造

价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就是市场状况。在经营过程

中，企业会根据市场的现状，需求定位等来考虑生

产的成本，生产的类型以及生产的规模。市场主

要的因素在于材料价格，资金来源以及劳动力价

格等，市场因素在决策阶段是必须要考虑到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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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确定项目的规模，由此来实现在决策阶段对工

程造价进行有效的控制。

（２）环境因素

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基于我们这个社会经济

大环境下生存的，一个项目的从建设到经营都依

赖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环境因素不仅仅指自然环

境因素，还包括所在地区的政治政策等社会因素。

主要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指项目选址周围的能源供

应，地质条件，交通便利情况以及通讯信号条件

等，政府政策因素则是指当地政府对项目所涉及

的产业是否有相应的限制或鼓励政策，是否有一

定的技术经济政策，是否符合当地未来规划发展

的需求。

２．１．２　控制措施

（１）慎重选址

在确定工程项目的规模地址时，必须要按照

有关的规定执行，确保该工程项目在该地区可以

稳定的发展下去，并给投资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

益。考虑选址地区的土地价格，节约土地，尽量少

用耕地，减少土地的补偿费。选择交通便利的位

置，减少交通运输所带来的成本费用。

（２）进行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形成的投资估算对之后的项目设

计总概算，施工图预算都有直接影响，并对设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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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设计总额有限制作用。市场调查研究是最

常用的方式，市场调查能真实的反映该地区是否

需要该工程所提供的产品；反映该工程所提供的

产品在建成后对该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反映项目

所在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

２．２　设计阶段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２．２．１　影响因素

（１）平面规划

大多数情况下，建筑物的平面规划越简单，单

位面积的工程造价就越低。假如一座建筑物的平

面规划图形是不规则的，那么就会导致给排水工

程，室外装饰工程，砌砖工程以及屋面工程等变得

复杂化，使得工程造价成本增加。实际上，即使在

建筑面积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建筑平面规划图形

的不同，工程的施工难度也会有所不同。

（２）流动空间

在一个建筑物中，由不同的空间组合而成。

大多数包括房间、走廊、门厅、过道、电梯等，除了

房间是功能性最大的主体以外，其他的部分都是

流动空间。这些结构是用来维持房间主体性功能

正常运行的必需品，但是由于它们的结构特殊，在

清扫、通风、采光等方面的成本都相对较高。

（３）设计人员专业素质

设计人员是设计阶段的主要工作者，设计方

案质量的好坏则取决于设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水平

高低。专业的设计工程师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

业知识，运用现代的设计观念等来进行设计，运用

科学的手段来优化自己的设计方案，在保证了工

程质量的同时，降低工程造价成本。

２．２．２　控制措施

（１）提高设计人员专业素质 强化设计工程师

的经济观念

对设计人员进行培训，不能一味的追求设计

感而忽略了工程造价成本的问题。设计师要在设

计过程中自然的将设计技术和经济技术结合在一

起考虑，既考虑到设计的美感又要考虑到设计出

的功能特性是否需要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是否会对工程造价带来较大的影响。

（２）合理的设计布局 推行限额设计

在满足工程项目使用功能的条件下，对工程

的布局，层高组合，功能分区进行合理的设计，尽

可能的减少流动空间，降低工程造价成本。按照

已由有关部门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和投资估算，分

配的投资额进行设计，严格控制设计变更所带来

的工程造价的影响。

２．３　施工阶段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２．３．１　影响因素

（１）施工人员专业素质

一般来说，一个工程从开始施工到完工投入

使用，是由不同的专业分包共同来完成的。专业

分包的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影响着施工的质量安

全、工期长短以及材料的利用率。同样的施工位

置，不同的施工工艺，对于原材料等资源有着不同

的消耗量。施工过程中工人是主要的劳动力，是

工作的主体，所以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是十分重

要的。

（２）现场管理人员管理水平

项目部的现场管理人员应落实造价管理责

任，具备一定的造价管理思想，在保证施工安全，

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工程造价费用是否

合理。现场管理人员应对现场各施工单位都有所

了解，做好工作交底，杜绝现场施工人员的浪费原

材料的情况。

（３）管理模式

落后的管理模式不能适应日益先进的施工

技术，以前纯人工作业的方式，现在已经主要由

机械作业代替。当现场组织模式不科学导致各

项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时，会影响该工程

的工程造价。

（４）施工过程中的设计变更

设计部门在工程开工前就会给出符合业主要

求的工程图纸，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工程在施工

过程中，因为外部因素和需求细化，或多或少都会

出现设计变更的情况。设计部门根据业主新的要

求对设计图纸和对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必定会增

加工程的总体造价。

（５）原材料价格等波动

建设工程５０％的工程造价都是用于所需的

原材料采购，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工程造价的影

响是巨大的。

（６）自然天气影响

工程的工期一般都要持续数个自然年，会经

历导致停工的恶劣天气、极端天气，天气原因可能

会造成部分施工设备设施、已完工部位的损坏，增

张　吉等：浅议工程造价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１３８　　 　犛犻犮犺狌犪狀犠犪狋犲狉犘狅狑犲狉

加工程造价。特别是南方沿海地区，极端天气对

工程造价的影响较大。

２．３．２　控制措施

（１）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

提高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选用管理更加专

业的班组作业。现场施工人员要具备对新的工艺

和新的材料的运用能力，一项新的工艺需要通过

一段时间的了解培训才可以运用在实际的工程中

去，加强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教育现场施

工人员要有物尽其用的观念，不能浪费资源，这里

的资源不仅仅是指原材料还包括水电等。

（２）现场管理人员选择

现场管理人员选择具有较强的现场管理能

力，经验丰富，应对突发状况能力较强的人员承

担，签订经济目标责任书。强化现场管理人员的

造价管理思维，施工过程中的造价管理控制是一

个项目的工程造价管理控制最重要的阶段。只有

管理人员将造价管理的思想贯彻到施工过程的管

理工作中，施工阶段的工程造价管理工作才能顺

利进行。

（３）合理的管理模式

研究合理的管理模式和施工资源组合方案，

好的管理模式可以将劳动力和机械进行合理的配

置，这样即能提高施工的工作效率又能降低工程

造价。

（４）收集整理施工过程中的资料

认真收集整理施工过程中的变更、签证、索赔

资料。施工过程中，由于业主要求的设计变更等，

要做到资料齐全，计算准确。设计变更有时存在

重复计算的问题，要注意及时签证，针对已施工完

成的部位在设计变更中需要拆除的要求，要做好

向业主的索赔工作。施工过程中的变更等并不可

怕，只要认真的收集了各类资料，做好现场签证索

赔等工作，工程造价也能得到合理的控制。

（５）制定合理的采购计划和竞争方案

原材料的价格直接影响到工程造价费用，物

资部需要根据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制定合理的采

购计划，充分利用市场竞争。在签订施工合同时，

也需要重视原材料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影响。明确

采购主材的规范，选定长期稳定的供应商，提前对

价格波动所带来影响进行预测分析并给出相对应

的解决方案，便于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工程造价的

有限控制。

（６）提前做好面对恶劣天气的应急预案

针对夏季炎热潮湿台风等天气，提前做好防

晒，防潮湿，抗风等做措施，及时记录、签证由于自

然环境的不可抗拒原因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

及耽误的工期，尽可能减少由于天气原因完成的

工程造价费用增加。

２．４　竣工阶段的工程造价影响因素及控制措施

在结算阶段，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扮演者十分

重要的角色。专业的咨询单位有着专业的造价人

员和丰富的实际操作经验。结算后的分析和总结

是十分必要的，在结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同样的

部位同样的建筑模型由于计算方式的区别完成的

工程造价上的差异，这时就需要相互交流，分别阐

述自己的计算思路和计算方式，通过造价人员的

专业知识来有效的控制工程造价。

３　星港国际广场案例分析

３．１　星港国际广场施工过程中设计变更对工程

造价的影响

在绝大部分的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或多或

少都会出现设计变更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

变更部位未完成施工的情况下给出了设计变更

图纸，第二种情况是在完成施工后才出具设计

变更图纸，就需要拆除已经建好的部分，再根据

变更的设计图纸建设。本论文的案例则属于第

二种情况。

３．２　实际施工过程中的设计变更的影响

该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业主的设计要

求，对已完成的屋面部分的图纸进行的变更。

表１　算量软件中数据分析

原材料类型 设计变更前 设计变更后 差距

板钢筋／ｔ １６．２２３ ６．１３２ １０．０９１

板混凝土／ｍ３ １４５．８８３ ４９．６４８ ９６．２３５

梁钢筋／ｔ ２１．９０２ １４．５０１ ７．４０１

梁混凝土／ｍ３ １１９．３８５ ７６．２２９ ４３．１５６

　　变更前的屋面板是满布了整个屋面的，板厚

为１２０ｍｍ，板筋均为 Ｃ８＠１５０双层双向布置。

变更后的屋面板轴６－２～轴６－６交轴６－Ａ～６

－Ｈ的区域进行凿除，保留边缘柱，新增反坎、女

儿墙。由于屋面层楼板拆除，出屋面的气道、烟

道应设计要求，在２７层恢复。这样的设计变更

就使施工工序复杂了起来，要将原先已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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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烟道部位打凿拆除，然后在又进行一遍相

同的建造时的施工工序恢复其设计原貌。这样

的设计变更所带的最直接的经济损失是钢筋和

混凝土的消耗。

表１针对算量软件中模型数据进行分析，拆

改的混凝土总量１３９．３９１ｍ３，钢筋总量１７．４９２ｔ，

这一部分原材料的消耗是属于浪费。设计变更带

来的工程造价的影响不仅仅是原材料的材料费，

还涉及到人工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等费用，建好后

拆除，还涉及需要拆改部位和不需拆该部位的加

固问题，显然工程造价会增加很多，同时工程的施

工进度也会受到影响。

３．３　施工过程中设计变更工程造价的控制措施

（１）与业主、设计方密切沟通，了解业主的设

计要求在施工过程中是否有所变化，当出现变更

时尽快的拿到审批完成的设计变更图纸，避免在

施工已完成后一段时间才拿到设计变更图纸引起

的时间差，耽误工期。由于业主的原因引起的工

期延误要注意收集文件资料，编制工期延误说明，

需要申请工期顺延，避免工期耽误赔偿。

（２）注意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施工过程中原

材料价格波动，在变更前后的价格可能有一定的

差距。

（３）变更、索赔这些情况发生后，这里的工程

索赔是指在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并非承包

方的过错，而是应由业主承担责任的情况造成的

实际损失向业主提出经济补偿和（或）工期补偿的

要求。有关现场施工管理人员要配合商务管理人

员立即着手收集整理和变更、签证、索赔有关的图

纸范围，施工工序及细节资料，以便在结算阶段索

赔报告中应用，或在业主要求时出示，从而达到控

制工程造价的目的。

４　结　语

综上所述，工程造价控制管理工作是贯穿了

一个项目的始终的，从决策阶段的制定总投资规

模计划，设计阶段的限额设计到施工阶段的成本

控制，最后到竣工阶段的结算、索赔等工作，都是

为了对工程造价进行控制的［３］。最主要的控制措

施还是重视“人”这一要素，提高各个阶段主导者

的专业素质能力，合理有效的控制工程造价，用有

限的资金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或）社会效

益，这是建筑工程行业的最终目的［４］。

工程造价控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降低造

价，使其更接近于合理性且不超过审批通过的概

算，而更积极的作用是使得人力、财力、物力得到

合理的利用，从而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益。在国民

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建筑工程造价管理这项工

作的前景发展是十分可观的。在未来的发展中，

需要培养出更多的专业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

的造价工程师，加大项目全过程中的造价管理力

度，对工程的总造价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使得造价

管理工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得到保证。

参考文献：

［１］　赵海英．工程造价管理现状的分析与控制［Ｊ／ＯＬ］．城市建设

理论研究（电子版）．２０１７．１２

作者简介：

张　吉（１９８７），男，汉族，河北晋州人，英国拉夫堡大学硕士，工

程师，现于西门子歌美飒集团从事风电场投资开发工作；

余卓轩（１９８７），女，汉族，江西高安人，天津大学硕士，工程师，现

于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从事水电

站风电场工程概预算相关工作． （责任编辑：卓政昌）

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檭

（上接第１３５页）

目同等税收标准。例如，大渡河流域猴子岩电站

的耕地占用税是１８元／ｍ２，而同一区域铁路等基

础设施项目耕地占用税是２元／ｍ２。

（３）建议根据国务院“６７９号令”规定，尽快修

编完善水库淹没处理规范，落实征地补偿补助相

关内容。

（４）为进一步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建议国家

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探索水利水电工程与其他基

础设施建设“同地同价”的范围和内容。若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与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征地在

“统一年产值、征地补偿标准、地面附着物补偿（含

房屋）、耕地占用税”四个方面均实现了“同一标

准”，才基本实现了与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征

地的“同地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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