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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应用

陈 红 英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６)

摘　要:阐述了建筑企业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概念及其重要意义,指出了成本管理信息化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科

学、有效地建设及应用策略进行了分析及指引,可为建筑企业成本信息化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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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expoundstheconceptandsignificanceofcostmanagementinformatizationinengineering
projectforconstructionenterprises,anditpointsouttheproblemsexistingintheapplicationofcostmanageＧ
mentinformatization,analyzesandguidesthescientificandeffectiveconstructionandapplicationstrategies,

whichcanprovidereferenceforcostinformatizationmanagementinconstructionenterprises．
Keywords:costmanagement;informatization;applicationstudyanddiscussion;constructionenterprises

１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概念与意义

(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概念.建筑

企业成本管理信息化的本质含义是将信息技术与

手段应用于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中、使其效率及水

平得到提高的一种先进管理模式.建筑企业工程

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是以传统项目成本管理理念

为基础,借助信息技术与手段对建筑工程规划及

施工过程中成本管理信息进行采集、整合、分析,
以此为依据对工程项目成本进行科学、有效的控

制,以提高工程项目收益,减少工程所用资金.
(２)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重要意义.

建筑企业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涉及内容众多,复杂

性、综合性较强,贯穿于工程项目建设的所有环

节,产生着大量的信息.通过应用信息技术,能够

方便、准确、快速地完成成本信息的处理并将分析

结果传输反馈,为成本控制提供真实、可靠的参

考,对提高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若工程项目不同建设期的成本信息能够理性、有
效地实现共享,每一个建设环节的成本动态可以

被企业掌握,即可根据工程项目建设需求及标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０Ｇ１０

对施工计划以及资源分配进行调整,提高施工方

案的可行性,加强不同施工环节的协调统一,对保

证工程项目的整体投资及效益具有重要意义.除

此之外,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建筑企业工程项目成

本进行管理,还可对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成本风险

进行预警,及时制定有效的措施予以规避,降低工

程项目建设和投资风险发生的概率及风险带来的

影响,对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２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具有的特点和内容

在建筑企业工程项目成本形成过程中,通过

信息化对工程项目所消耗的人、材、机和费用进行

指导、监督、调节和限制,把各项费用控制在目标

成本范围之内,保证目标效益的实现.建筑企业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对象是工程项目,它是一次

性的,而且项目成本因其结构、规模和环境各不相

同、各项目之间又缺乏可比性,采用成本管理的方

式就具有了统一性下的特殊性,故工程项目成本

管理信息化需要考虑的因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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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主要内容:计划管理、施
工组织管理、分包费用管理、人、机械及周转材料

租赁费用的管理、材料采购及消耗的管理、管理费

用的管理、合同收入的管理、成本核算分析等八个

方面.这八个方面中的前七个方面属于“过程管

理”,涉及人员多,受各种因素影响,为主动管理;
最后一个方面(成本核算分析)是静态的、不变的,
为被动管理.因此,信息系统应建立成如上所述

的逻辑关系,方能实现成本管理的全过程信息化.

３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应用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１)对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认识不足.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涉及各个工作环节,包
括施工方案设计、物资调配、人员配置等,综合性

较强,需要对其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才能保证

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性.但是,当前

很多建筑企业对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认识不

够深刻,“只管干活、不管算账”,成本意识很淡薄,
传统、习惯的工作模式不易改变,把采用工程项目

成本管理信息化看作是累赘,进而造成其真实作

用和价值得不到体现.
(２)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体制建设不够

完善.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是以建

筑企业成本管理体制为载体实现的,成本管理体

制的完善性将会直接影响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
我国的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
很多工作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不同工作环节之

间缺乏有效的连接,信息化成本管理效率较低,加
之很多建筑企业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体制不够完

善,成本管理责任和管理职权划分不清,成本管理

目标不明确,出现了成本管理漏洞或成本管理重

复现象,进而导致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深度

不够、水平不高.
(３)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人才不足.建

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相对复杂,对人员综

合素质要求较高.但当前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

化人才能力不高,大多数建筑企业的项目成本管

理人员所具有的传统管理工作模式改变不易,对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发展不能够高效提供

支持,所具有的能力导致建筑企业无法顺利地完

成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
(４)项目覆盖面不到位而影响到全面分析.

建筑工程项目信息化应用覆盖不全面,接近完工

或资源配置不足的工程项目信息化应用未覆盖,
导致建筑企业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数据不完

整,进而影响到企业应用信息化对所有工程项目

成本分析精度不足和数据不够,对提升企业成本

管理的指导价值不大.
(５)考核不利,信息化应用动力不足.建筑企

业推行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未建立完善的考

核奖惩机制或考核力度不够或考核不及时,奖罚

不明,导致从事信息化应用的人员责任心和动力

不足.

４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策略

(１)提高领导对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

重视程度.建筑企业要想实现工程项目成本管理

信息化,就需要对其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明
确其本质含义及重要作用,提高重视力度,实现工

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全过程覆盖.首先,企业

领导应及时更新管理理念,认识到工程项目成本

管理信息化对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给
予足够的资金、技术及人员支持,保证工程项目成

本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同时,要在企业

内部对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进行宣传和推

广,获取广大工作人员的信任和支持,为工程项目

成本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２)建立健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体制.

完善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制度,能够为工程项目成本

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良好的载体,起到规范和约束

作用.建筑企业应根据时代特点和市场形势,对企

业原有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加强工程

项目成本管理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使两者能够

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不同环节的协调统一;明确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的责任和职权,将不同环节的工

作落实到个人身上,树立公司员工的忧患意识和危

机意识,激发其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并将信息化数

据充分有效地应用于管理过程,确保建筑工程项目

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３)改进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技术.工

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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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涉及内容较多,需要各部门及各环节相互配合

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工程项目成本管理工作的效

率和质量.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构建信息

化管理平台,根据不同部门及工程建设的不同环

节进行系统化开发.完善计算机网络系统,建立

电子版公告栏等信息共享系统,为工作人员的使

用提供便利.建立以工程项目成本控制为核心的

信息系统,实现成本目标测定、指标下达、实际成

本自动归集、预算目标实际三算对比分析及预警

等功能,实现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发展.
(４)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专业化、高素

质人才是保证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顺利

完成的重要条件.建筑企业必需加强对人才的重

视力度,打造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专业团队.建

筑企业应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对原有项目

工程成本管理人员组成结构进行优化、调整,为更

多的、计算机能力较强的年轻人提供任职机会.
建立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强化对传统工作人员提

高其信息水平的教育,使其掌握更多的计算机知

识和技巧,能够在开展信息化工程项目成本管理

工作时加以灵活运用.推广专工为点,以专工带

动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系统的推广和运用.
(５)建立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考核制

度,通过信息化下达考核目标.工程项目成本管

理信息化是项目经理运用信息化手段履行职责的

前提条件,也是建筑企业取得经济效益的间接来

源.只有通过严肃认真、切实可行的管理考核,才
能确保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得到有效运用.
企业要应用信息化全覆盖工程项目,对项目工程

成本的考核目标需要通过信息化系统下达,将信

息数据作为对工程项目成本降低和超支的考核、
控制依据,推进工程项目信息化的应用.

５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方案指引

５．１　逻辑路径

成本管理→成本科目设置(WBS)→成本科

目费用设置→总预收预本测算→成本变更→动态

总成本→期间目标成本→期间目标成本调整→项

目盈亏分析

５．２　要　求

(１)成本科目设置(WBS):以建筑企业工程

项目管理精细程度进行确定,即工程项目管理精

细程度已较高且成本控制颗粒度较细,则可以工

程量清单作为成本科目划分设置;若工程项目管

理精细程度一般或不足,且成本控制颗粒度粗或

无法确定,则可以分部分项或清单组号较粗放的

形式划分设置.
(２)成本科目费用设置:建筑企业对人工费、

材料费、机械费、分包费、其他直接费、间接费等进

行划分,建立成本科目费用资源库,工程项目应根

据所涉及的费用项目从资源库筛选,设置本工程

项目的成本费用科目.
(３)总预收预本测算:根据工程项目中标预

算,按设置的成本科目(WBS)对人、材、机等费

用进行分解,信息系统自动生成预计毛利润、毛
利率.

(４)成本变更:在预测总成本的基础上,根据

工程项目人、材、机等成本费用的客观变化进行成

本调整,形成动态成本.
(５)动态总成本:信息系统依据成本变更,通

过设置自动调整功能自动形成.
(６)期间目标成本:根据工程项目期间进度计

划工程量、依据总成本测算的人、材、机消耗量及

分包、其他直接费、间接费的成本单价,系统自动

计算生成当期目标成本.
(７)期间目标成本调整:依据影响工程项目成

本增大或减小的天气、工期、人工、材料等因素,对
成本费用做出调整而形成.

(８)期间实际成本:系统自动从成本数据源归

集信息,形成核算期实际成本.
(９)项目盈亏分析:系统对工程项目目标成本

及实际成本形成统计分析图和关键预警信息自动

分析,并将信息推送至企业相关管理人员.

６　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考评方案指引

建筑企业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考核评价

可以按季度和年度为期,设自评和终评两级考评.
考评内容由信息化系统成本模块设定,综合得分

标准以自评和终评权重设置.自评:企业按评价

内容对信息数据如实打分;终评:企业以点概面抽

查项目打分.另外,企业亦可额外设置独立的加

减奖惩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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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建设是建筑企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为了满足新形势的发展需求,建
筑企业必须对原有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模式进行创

新、改革,推进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及

运用,提高对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重视程

度,建立和完善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系统,提
高系统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紧跟信息技术的进

步,保持项目成本管理信息系统的先进性,提高工

作人员使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管理的综合能力等,
促进建筑企业工程项目成本管理信息化的有效推

进和实现,为建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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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轨道交通１８号线工程轨道２标混凝土

整体道床智能养护系统的研发应用,使道床混凝

土养护进度得到了保障,新旧混凝土结合面处的

八字微裂纹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成本控制、节能

环保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推动了绿色、环
保、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建设,促进了分局、公司

智慧工地的发展.多家媒体也对智能养护系统进

行了宣传报道.笔者也希望所创造出的混凝土道

床智能养护系统对其他类似工程项目的混凝土养

护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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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驻华使馆,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能源企业及央企智库联盟

单位代表,行业协会及机构,研究机构及高校等１３０余个单位的３００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由水电水利规范设计总院牵头编制,按年度发布,至今已连续发布３年.报告按水电、

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类别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
并关注国家重要政策和行业关切热点,分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判行业发展趋势,为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可再生能源行

业发展情况,把握行业发展态势提供重要参考,对提高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加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

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１８年,我国常规水电新增投产７２４万kW;抽水蓄能核准开工７００万kW,新增投产１３０万kW;风电新增交网装机

２０５９万kW,其中海上风电新增并网装机１６１万kW;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４４２６万kW;生物质发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３０５万kW.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我国水电装机(含抽水蓄能)３．５２亿kW,年发电量１．２３万亿kWh,在建规模约９１００万

kW;风电装机１．８４亿kW,年发电量３６６０亿kWh;太阳能发电装机１．７４亿kWh,年发电量１７７５亿kWh.水电、
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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