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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咨询公司输变电工程
全过程咨询关键环节管控

朱万里　陈惠筠

（镇江供电公司，江苏 镇江 212002）

摘　要　本文立足造价管理基本要求，通过输变电工程全过程咨询关键要素的分析，找到造价管控的关键环节，

从输变电工程全过程管理出发，紧扣造价管理的纵向流程，通过组织设计、过程管理、智慧赋能、重点管控、创

新手段等多点发力，思考全过程咨询在输变电工程中的深化运用，突出咨询公司参谋、帮手的作用，打通咨询公

司与现场管理的阻断点，通过六个关键环节管控，助力输变电项目的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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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咨询公司依托建设管理纲要，坚持“合理造价、

合理依据、合理程序、精准高效控制”原则，紧紧围

绕公司“精益管理”的核心任务，开展全过程造价咨

询工作，推动输变电工程现场造价标准化管理工作的

深化与拓展，通过全过程造价咨询工作持续开展，推

动建设项目的全寿命周期造价最优，助力电网建设成

果的提质增效。融入“理念、方法、指标、标准、协同、

监督”六个管理体系，认真履职、奋勇担当、有所作为、

开拓创新。

1 咨询公司完成全过程造价咨询，建立以下

四个着力点

1.完善的人员配备。组建咨询项目部，人员配置

全面，一般不少于 3人，满足专业工作要求。带队工

程师需具有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年富力强，具有丰

富的电网项目咨询、管理经验。驻点工程师需具有两

年相关电网系统从业经历，专业熟练，具有一定的文

字表达与造价分析能力。

2.科学的服务流程。咨询公司制定输变电工程标

准化工作流程，根据招标协议及招标文件，提供服务

承诺，并写进咨询服务合同。编制有针对性的造价全

过程咨询策划文件，策划文件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

由咨询公司、建设管理单位分别备案。分部结算报告、

造价分析报告等关键文件由咨询公司总工程师核准。

排除其他非专业人员干扰，提高工作效率。单独形成

咨询工作记录，由造价专职会签，作为咨询合同考核

依据之一。

3.创新的工作方式。落实《建设项目全过程造价

咨询规程》，摆正咨询单位“参谋、助手”的定位，

由年富力强的专业工程师在项目所在地驻点，与建设

计划随动，跟踪业主工作流程，参加专业会议，积极

调查、反馈。结合疫情管控，通过腾讯会议、微信视

频开展会议及洽谈，通过工程视频管控系统及现场布

控球，开展进度抽查及进度款支付复核。制定工程量

形象进度与实际进度双横道图。

4.增值的服务内容。收集“e安全”数据，助力农

民工工资支付，分析施工组织方案的实施要点，有针

对性地提出造价管控建议。疫情防控期成本管控与资

料收集，质量保证金的考核与按期支付。全面梳理影

响造价的各种内外因素，助力造价分析的真实与完整。

2 在全过程造价咨询过程中，咨询公司重点

做好六个关键环节管控

2.1 施工图预算与工程量清单的审核与匹配

管控

1.贯彻落实输变电工程施工图预算管理有关要求，

配合完成施工图预算的复核与审核。特别是施工图预

算编制规范与工程量的复核，做好施工图预算的信息

反馈和文件归档等工作。配合开展工程量清单的复核，

并与施工图预算开展分类对比，做好投标价与标底的

分析，对省公司重点管控的 A类清单，与设计单位定

期开展联系，做好全过程跟踪，做好相关清单差异的

总结与分析。施工图预算审查方法较多 [1]，主要有全面

审查法、标准预算审查法、分组计算审查法、对比审

查法、筛选审查法、重点抽查法、利用手册审查法和

分解对比审查法等。近几年来，公司强力推行“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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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标准化图纸已经相对成熟，标准施工图预算

已经推出。采用标准化模板的施工图预算，与不同工

程进行对比，建立差异统计表，自动筛选数据波动较

大的项目开展审查，对局部不同部分作单独审查。对

比审查法是用已建成工程的施工图预算或虽未建成但

已审查修正的施工图预算对比审查拟建的类似施工图

预算。重点抽查法审查的重点一般是工程量大或造价

较高、工程结构复杂的分部分项工程，即抓住施工图

预算中的重点进行审查。

2.工程量清单审查内容如表 1所示。根据图纸说

明和各种选用规范对工程量清单的内容进行审查。由

于编制工程量清单的人员专业水平差异较大，编制的

工程量清单理解的深度也不同，比如铜接地的特征含

不含放热焊接的内容，电气设备的调试工作（绝缘子

的耐压试验等）是否必须，或是否单独编成清单。在

清单上虽然有量（如电气配管钢管），但钢管的敷设

方式没有说明明敷或暗敷。事故油池是否套用立方容

积，还是按分部分项内容编成数个独立的清单，组成

单位工程。 有的工程量清单上要求增加的内容与技术

要求或招标文件上的要求不统一，通过审查和澄清，

将此统一起来。尤其要注意《输变电工程工程量清单

计价规范》中的措施项目清单 [2]，它是指完成该项目施

工必须采取的措施所需的内容。该内容必须结合工程

的施工组织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的具体情况。在审查

时，一定要根据设计推荐方案或最好的施工组织设计

加以描述。比如，消防水池的支护、降水措施，可以

设计为钢板拉森桩加井点降水的组合方式，或在给定

的地质勘探报告和水文资料的基础上，自由报价。

2.2 专业方案的造价比选与优化管控

配合业主项目部，抓重点、抓重点环节，落实方

案比选与造价分析，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效果。

设计阶段对造价的影响占比最大，全过程咨询要着眼

前期重大方案、关键要素的技术方案比选。比如变电

选址，主要靠近公路，但征地赔偿费用较高，道路建

设过程中对地质的扰动比较大，甚至会出现大面积回

填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情况，导致基础换填、处理

的工程量大幅度增加，施工便捷同时也意味着变电站

线路出口较窄，需要增加电缆出线，增加造价。坚持

输电线路“三沿”的工作要求，但路径沿线的建构筑

物相对较多，怎么合理分析，综合比较，就需要建立

科学的造价综合分析模型。不能一叶障目，或管中窥豹。

施工过程的方案比较虽然对造价影响大，但却是

具体和现实的精益化管理手段。比如线路施工过程中

碰到政策处理业主难以沟通，塔位无法确定，当地政

府就会要求将施工图修改，甚至建议把塔位放在河塘、

沼泽或一些施工困难的地方，造价咨询单位就应该深

入施工现场，与参建单位充分讨论施工方案，充分了

解当地建设环境，省下来的政策处理费用是否与增加

的施工费用相对经济，或增加的施工难度是否对工期

有重大的影响。这些项目需要建立重大方案对策库，

甚至建立科学有效的测算模型。

全过程咨询单位需要先于施工单位了解现场情况，

建立可能影响造价的关键因素矩阵图。深入设备厂家

了解情况，对影响土建结构、埋件的参数先行收集。

参与制定重大设备运输方案，对码头、桥梁、可能涉

及的加固、拆迁赔偿做到胸有成竹。

2.3 现场造价标准化管理的基础管控

配合建设管理单位做好“四个技经交底”[3]，督促

编制“两个策划文件”，签订“两个结算承诺”。合

同文件解析，形成与造价有关的“现场管控要点、结

算管控要点、奖惩考核要点”。督查施工图唯一版本

的落实，做好变更签证的指导与反馈。保证三个 100%

的目标：（1）造价组织到位 100%；（2）造价资料归

集 100%；（3）变更、签证手续及时、规范 100%，签

证变更备案 100%。

深入现场、沉入一线、机智应变。造价咨询工作

表 1 工程量清单审查内容

序号 工程量清单项目 审查内容

1 清单子目审查 编码易错项、项目特征易错项、其他遗漏项。

2 措施项目审查 明确费用项、如何描述更合理、如何划分费用方。

3 其他项目清单审查 暂列金额要求、如何处理争议费用项、如何划分费用方。

4 规费项目清单审查 明确费用项、如何描述更合理。

5 设备材料表审查 甲供物资审查、乙供物资审查。

6 工程总说明审查 如何正确填写、哪些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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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范性工作，但也不是死板教条的机械动作。设计

变更与签证，在输变电工程中随处可见，这就需要全

过程咨询单位把握工程脉络，紧跟工程时序，审核各

方提出的设计变更的必要性、科学性，保证过程的规

范性，甚至提出个人的科学化建议，少增加投入，取

得合理工期，保证安全与质量。不被不法之徒误导，

发扬专业精神，履好参谋与助手的职责。

2.4 分部结算的真抓实干

分部结算是“一双手”，过程管理是“两条腿”，

咨询单位积极配合建设管理单位开展输变电工程分部

结算，促进造价工作的顺势而为。配合管控结算不超

概算，通过“输变电工程现场造价标准化管理”的深

化管理，力争施工单位竣工结算不超合同价 20%。认

真执行分部结算 14天内上报，竣工结算 7天内移交财

务，60天内完成最终结算。

依据分部结算成果进行结算支付，避免了施工单

位在较长的施工期承担过大的资金压力，避免因施工

期与结算期时间相距过长，导致的现场签证、变更及

隐蔽工程界定不清晰，影响竣工结算的准确性。安全

文明施工费结合分部结算，分部报审实施，加强措施

的落实。开展分部结算与咨询单位的全过程咨询息息

相关，通过关键工序的鉴证与计量，隐蔽工程的记录

与取证，措施项目的建议与论证，关键方案的分析与

比选，做到证据详实，资料全面，不留死角，全方位

压实结算。

2.5 融入造价管控体系，推动造价智慧赋能

提升

提倡全过程咨询的专业工程师参加建设管理单位

组织的造价管理培训，参加相关专业会议，在可能的

前提下，熟悉初审评审系统、施工图评审系统、造价

精益化管控系统、建设全过程造价管控系统，推动智

慧管理赋能提升。

根据建设工程投资价值论和智能咨询技术、人工

智能技术、BIM与 VR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打

造以造价管理为核心、合同管理为手段、全过程咨询

为载体、信息管理系统为工具、图像监管为目标的工

程咨询平台。为业主提供全过程造价咨询的咨询企业，

在全过程造价管理前期使用强大的智慧造价数据库预

估合理的工程造价；在中期使用动态管理数据库，及

时管控设计与施工的偏差。后期使用精准 BIM技术严

格控制投资。建立首尾呼应、动静相宜的造价监控系统，

强化业主造价管控的手段。

三维设计软件或广联达提前建模，建立输变电工

地造价管控智能站。落地造价参数，建立关键参数计

算模型。按实体完成工程量输入展示屏幕，与招标工

程量清单对比，超过一定量的分色显示，未办理变更

申请的条目，作为滚动条显示。

2.6 造价分析的全面、真实

通过全过程造价咨询，推动概算、预算、结算精

准度进入合理区间，深化“全面五比”。获得造价分析“数

据穿透”，反推合理造价的真正落实。

3 咨询公司应建立“两个防止”的理念

1.防止计划执行不到位，规范工作欠落实，咨询

业务“形式化”。

2.防止咨询工作不跑偏，不占道，合理协同与其

他专业的现场工作，造价咨询工作是规范性工作，不

与计划工作争赛道，不与安全工作争成本。

全过程造价咨询，以规范工作为底线，坚持依法、

合规开展工作，着力打造“用心、专心、上心”的工

作新面貌，寻求造价咨询工作的成就感，提升造价咨

询工作的使命感，成就造价咨询工作的归属感。着眼

全生命周期成本最优管理理念，忠实履职，不辱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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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输变电分部结算一般划分表

项目 第一分部 第二分部 第三分部 第四分部 第五分部 第六分部

变电站 四通一平 地基处理 与站址相关单项工程 主辅生产建筑 电气安装 电气调试

架空线路 基础工程 杆塔工程 架线及附件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