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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航工程造价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控制策略
文　舟

（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008）

摘　要　依靠港航工程项目所发挥的助力作用，水运畅通促使经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港航工程建设过程中工

程预算及造价管理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是管理体系中最需要关注的内容，因此需要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保障造价管理工作顺利开展，通过资源合理调配、统筹促使造价管理工作取得理想的管理效果，为整体的港务运

输发展提供助力，在发展港航工程的基础上推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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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航工程造价管理的重要性

新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港口航道工程建

设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果。为适应及满足相关行业发

展的需求，对于港航工程投资方面也处于逐步增长的

趋势当中。而为了获得最大化成本效益，就需要重视

工程造价管理方面的工作，切实发挥工程造价的作用，

针对设计及施工等环节进行严格的成本管控，港航工

程施工才能够为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发挥极大的贡献作

用。同时，为了达到提升工程费用的目的，就需要从

造价控制意识方面进行提升，相关控制措施的落实都

是核心，在造价环节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促

使造价工作获得不断完善，同时提升造价合理性，有

效避免超预算的现象发生，进而对工程项目的顺利开

展及实施发挥促进作用。

2 水运“十四五”发展的基本原则

2.1 有效调配资源

全面提升航道、港口设施能力，通过资源调配、

相应制度发挥出来的作用，促使不足之处得到弥补，

港口与航道工程项目才能够获得有效的发展及提升。

2.2 智能高效，平安绿色

坚持以智能化为导向，发挥节能减排的举措优势，

才能够促使航运环境得到有力的发展，打造平安绿色

的航运环境、经济发展，才能够促使港航工程建设取

得有力的成效。

2.3 创新举措

始终坚持创新的原则，才能够推动航运方面，实

现港航的有利发展，在此过程中，获得新的血液，航

运环节才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及辉煌。

3 港航工程造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工程造价管理方法创新不足

目前，港口与航道工程项目成本管理过程中，部

分企业依然沿用传统造价管理方式的情形，较为居多。

此种情形下，工程造价管理方法得不到创新，相关制

度落后的局面，不仅对于港口航道工程的发展极为不

利，而且对于企业的发展方面也将产生极大的阻力。

同时，传统工程计价方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种种弊

端凸显出来，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成本管理的水

平和效率，而且促使成本管理应有的价值尽失，花费

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却得到非理想的成果。

因此，各建设企业就需要针对造价管理方法不断

地深入研究，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造价管理方法，促

使造价管理方法适应工程项目发展所需，工程造价管

理工作才能够上升到新的层面。同时，如港口航道工

程造价管理环节失控，港航工程建设方面也会处于各

种阻力及矛盾之中，此种情形下，对于港航工程经济

效益的巩固及提升方面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与此

同时，造价管理方法选择不当，项目进程受到影响，

港口航道工程的质量受到创伤，带来的影响难以估量。

3.2 动态造价管理体系完善度不足

现经济体制中，市场监管环节对于造价工作影响

作用较大，在此过程中，应发挥监管的效力作用，工

程造价管理工作中的相关人员才能够认真执行各种标

准及流程，进而实现向更高阶层发展的目标。

在实际港口和航道设计过程中，需要落实层层责

任制的举措，发挥专业部门的专业效力作用，针对整

个工程的造价进行科学管理，造价管理工作才能够有

序开展。相反，在实际造价管理过程中，各阶段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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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建设之间相斥的现象较为常见，造价管理工作

内容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同时，在动态成本管理体

系完善度差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项目成本管理工作

难以持续开展，致使港口航道建设方面受到影响。

3.3 造价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实际造价管理工作中，造价人员专业度、综合素

质等方面参差不齐的情形，较为常见。

在港航工程造价工作中，由于具备专业资格的造

价负责人较少，相关负责人行业经验不足，未针对所

处行业进行深入了解，盲目开展造价管理工作，难以

针对工程设计进行精确把控。

此外，受施工技术及经验不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工程建设中相关造价人员技术水平较低，难以精确管

理造价，造价管理方面也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一

旦造价人员在工程造价的规范操作方面存在不足时，

工程造价的质量水平也会受到影响，难以达到理想的

效果。

4 加强港口及航道工程造价管理的举措

4.1 改变管理模式，才能够达到提升造价成

本管理的目的

为适应新时期下造价管理工作的需求，为适应港

口及航道工程发展所需，航道管理模式就需要与时俱

进地进行调整，才能够实现有效控制造价成本的目标，

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严控：

首先，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及组织结构方面，根

据项目实况进行适当的调控，才能够促使项目运营阶

段获得有力的发展。

其次，落实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度，促使个人利益

和项目成本管理挂钩，管理人员才能够以身作则，担

负起应有的使命及重担，发挥自身的潜能，进而对项

目成本管理方面发挥助力及贡献作用。在此过程中，

各部门从上到下都贯彻降低建设成本的理念，始终以

缩短建造时间，提高施工质量为目标，造价管理工作

才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1]。

4.2 从财务方面进行成本控制

通常，财务人员精确计算港口航道工程项目的投

资，预估投资中各种动态因素，才能够达到提升造价

合理性的目的，为编制投资概算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数

据支持。同时，针对港口航道工程设计预算进行分析

比较，总结出成本控制的重点，规避不利因素的影响，

促使投资比例的合理性提升，才能够实现最大投资效

益的目标。

在此过程中，财务人员需要进一步综合分析建设

项目的可行性、适用性，针对经济建设方案进行综合

评价和分析，减少拆迁补偿和基础造价，工程项目收

益方面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成果。另外，间接成本的管

控尤为关键，通过简化管理组织，节约施工管理成本，

加强合同管理，做到恰当定价、精确计量，最终不断

推动成本管理的有序开展，获得显著的发展成果。

实际港航工程招投标中，为了中标，投标公司多

采用降低工程造价的方式，殊不知，此种欺骗手段下，

不仅损害自身的形象，而且为获得更多利益，以牺牲

质量为代价最终害人害己，在此过程中，为了减少负

面影响，加强合同管理尤为关键，需要切实的关注及

重视 [2]。

4.3 造价人员综合素质的提升

造价管理过程中，人员是影响最终造价成果的重

要因素之一，因此造价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尤为

重要。那么就需要加强造价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工

作，促使造价人员养成认真、严谨的工作习惯，发扬

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造价管理工作才能够拥有新的

突破及提升。同时，实际施工过程中，及时收集整理

工程材料设备价格、价格波动等方面的信息，通过多

方调查、分析、对比的举措，选择最佳材料设备，才

能够促使材料设备的功效作用得到最大化的发挥，进

而为工程建设方面发挥极大的促进及助力作用 [3]。

在此过程中，为提升培训质量，就需要在培训计

划的制定方面进行强化，调查员工的需求，根据员工

所需落实切实的培训项目及内容，才能够促使培训效

果达到极致，从而进一步增强员工的综合素质。同时，

员工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其针对自身工作岗位就会持

认真负责的态度，按期完成相应工作任务，避免资源

图 1 工程造价咨询流程

工程造价咨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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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既能够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又能够促使造价

管理工作获得有力的发展成果。

4.4 推行招投标制

招投标制度的落实环节尤为重要，在此过程中，

通过招投标制所发挥出来的效力作用，能够达到有效

降低工程造价的目的。同时，选择适宜的施工单位，

促使施工管理、设计、设备材料供应等环节都获得切实、

有效的管控，减少浪费，造价管理方面才能够得到突破。

此外，项目管理过程中，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条件的工

程造价管理方式和招投标模式，能够避免弄虚作假的

情形发生，进而为招投标的顺利进行发挥有力的促进

作用 [4]。

4.5 严控人工成本管理环节

人工成本管理工作的重心是针对项目管理人员、

施工人员数量与工种的有效控制，在此过程中，需使

人岗匹配，避免冗余、人浮于事的现象出现，才能够

达到降低人工成本的目的。通常港口施工中人工成本

控制方面是重点，为此，相应工程管理人员就需要结

合工程实况，明确界定施工人员的责任与工种，才能

够促使工程质量与效益都达到极致，进一步达到有效

控制整体成本的目的。

4.6 工程设计管理阶段的主抓

工程设计方案在港口码头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影响作用，同时，工程设计方案贯穿于工程造价控

制的全过程，为此，要想提升海港码头工程的造价控

制能力，就需要在工程设计方面下深功。

首先，设计前期，针对设计单位专业资质进行审

核的环节是重中之重，要确保设计单位的资质符合相

关标准要求，才能够避免因设计人员专业素质参差不

齐等一系列因素对设计工作产生影响。

其次，设计工作完成后，要安排施工技术人员、

设计人员等针对施工图纸的合理性、隐患之处等进行

全面的审核工作，促使施工图纸的完善度提升，施工

图纸才能够达到实际所需，才能够为工程项目的顺利

开展发挥有力的促进作用。在此过程中，港口码头工

程设计方案的合理性能得到保障，工程造价才能够获

得有效的控制。

最后，海港码头工程的设计环节需要充分考虑气

象、水文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安排专业勘测技术人员

针对施工所在地、港址区域执行考察工作，获得有利

影响因素及不利影响因素，相应的设计人员依据详细

勘测数据，进一步开展设计工作，设计方案才能够达

到施工所需。

4.7 严控船机费用管理

船机使用费用是港口和航道施工中的又一重点所

在，同时，有效控制船机费，施工利润才能达到最大

化。为此，针对施工中船机费用的规划工作是重中之

重，在投标阶段估算船机费的基础上，结合船机的数

量及使用情况，合理调整船机配置，不仅能够起到有

效控制船机费用的目的，而且能够提升船机使用效率。

在针对船机进行改造工作时，不仅要消耗大量的资金，

而且会进一步延长工期，产生的影响较大。为此，如

涉及改造工作，相关人员需做好船机的进退场审批流

程，做好每一环节的记录，才能够为后续审核提供强

有力的依据。

4.8 海事搜救中心的建立

建立海事搜救中心，通过综合信息平台的应用，

通过高速搜救艇、大马力拖轮等硬件设备发挥的效力

支持作用，促使应急系统反应的灵敏度提升，处理异

常的能力增强，从而达到减少港口事故的目的。

4.9 构建和完善水运文化体系

根据港口的实况，发展现代港口文化，节能环保

船舶文化，建立完善的水运文化体系，进一步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提升水运职工综合素养的同时，

职工的潜能被激发出来，进而为港口建设方面发挥极

大的支持作用。

5 结语

港口工程通常涉及面广、专业性强，且造价方面

要求较为严格，为此，就需要加大造价管理力度，促

使工程造价管理模式贯穿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促使造

价管理的效力作用切实地发挥出来，造价管理工作才

能够取得有力的发展成果，进而对工程项目获利、企

业效益的提升等方面发挥极大的助力作用。在此过程

中，通过造价管理工作的力量，工程质量和效率等方

面都获得了理想的发展成果，进一步对水运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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