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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阶段成本控制与管理策略分析
姬　莉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　现在我国建筑行业在施工中有关成本管理方面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从而导致企业的成本大，利润低。施

工阶段的成本管控已成为各大建筑施工企业研究的重点。本文首先介绍了建筑项目施工过程成本管理与控制的重

要性，接着剖析了现阶段对建筑项目实施过程成本管理和控制的问题，并从工程管理的视角给出了建筑项目实施

过程成本控制方案，最后提出了具体的项目实施过程成本管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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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建材行业的日益发展，建筑施工企业的

竞争也日趋白热化。建筑施工企业从原来的技术水平

竞争，到了现在的综合管理实力的竞争。而综合管理

水平中最核心的就是成本控制，施工企业成本控制越

强，整个企业的成本费用开支就越少，项目的投资回

报率也越高，而整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会提升。反之，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将降低。所以，建筑企业为了占

有更多的市场，进而获取更多的营业收益，就需要在

建筑施工阶段对建筑施工成本投资进行科学的管理与

调控，以降低整个企业成本投资，进而达到项目利润

的最大化，并提升整个企业本身的核心竞争力。

1 建筑工程成本控制和监督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1.1 忽视成本管理的作用

许多建筑企业并不太清楚成本管理本身的含义，

忽略了成本管理在增加企业效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加强对成本的管理才能够减少企业的开支，从

而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然而，现在大部分的建筑企

业中，建筑工程相关人员都没有清楚地了解成本管理，

严重忽视了成本管理在加快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所以，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完全没有成本管理相关

的策略 [1]。

1.2 企业员工对成本管理认识失误

建筑公司的员工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都把成

本管理的事情看成是财务部一个部门的事情，不是自

己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一问题就使企业实现成本管理

加大了难度。成本管理工作是企业中每一个人员的基

本义务，和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公司每

位人员都应该加入其中，同时在建筑施工过程的各个

流程中都要充分考虑到成本核算，特别注意成本费用

的管理工作，只有每位人员都意识到了成本费用管理

工作和企业的紧密联系，才能够促进成本管理的更加

完善 [2]。

1.3 相关制度不健全

由于许多建筑行业没能够正确认识成本管理的重

要性，所以有关成本管理的相关制度还很不健全。首

先体现在企业对成本管理工作的划分十分不明确，还

没有具体规定各个部门的具体职责。其次，没能够将

员工的工作内容与工资联系在一起，如果将大家的工

作内容与工资联系在一起，就会大大提高员工的积极

性，从而每个人都会注重成本的管理。

2 建设工程在施工阶段成本管理与监控的重

要性

对施工公司而言，利润是施工企业赖以生存与发

展的基础。在当前的建设市场中，由于建设工程报价

透明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建设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寻求

获得一席之位，往往只能通过低价中标的形式获取工

程施工权利。所以，在低廉的建设工程报价或接近成

本的建设工程报价的情形下，建设公司为了可以获取

一定利润，就必须通过改善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来

达到建设项目收益最大化 [3]。同时，在增加企业利润的

前提下，我们也一定要提高工程的施工品质，这就更

需要施工企业提升自身的成本管理水平。影响建筑成

本管理水平的最关键因素非质量莫属，确保施工的品

质也是建筑成本管理水平的前提条件。而寻求建筑工

程施工阶段成本管理与控制的有效措施是否会违反质

量第一的准则呢？保证产品质量和控制生产成本二者

并不矛盾。通过合理的成本费用控制策略，能够合理

降低对建筑施工过程中的成本费用投资，把最有限的



65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科创产业2022年 11期 (中 )总第 513期

资金投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保

证了施工的品质。从另一方面来说，通过对建筑施工

过程中的成本费用投资实施合理控制，也可以促进施

工环节趋向科学合理和先进化的发展，为工程质量提

供保证。此外，在施工投入相当的情形下，建设工程

施工阶段的成本费用越低，施工公司获取的收益也越

多，施工企业的竞争力也更大，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

壮大才会成为可能 [4]。

3 建设工程施工中的项目管理和监控问题

3.1 施工成本管理意识错位

建设工程的浇筑阶段成本管理与控制对于建筑施

工公司而言并不可谓不关键，不过目前国家关于浇筑

阶段的成本控制状况还并不明朗，首先是由于建筑施

工公司的建筑成本管控意识错位。有的建筑施工公司

既缺乏明确的施工成本监管制度，也没有计划管控的

意识，公司在建筑施工过程中，走一步看一步，就很

难适应浇筑阶段的资本控制要求了，其后果往往是施

工成本远远超出了计划，公司从施工中所获取的收益

大大减少，从而影响了公司的长期发展。有的公司只

注重于如何减少施工成本，不考虑保证质量，在施工

中聘请了专业技术不过关的技师，甚至采用了低劣的

建筑材料和机具，从而建造出“豆腐渣”式建筑，这

不仅仅是对施工人员的不负责，也是对建筑委托方和

未来用户的不负责，是一个出错的市场营销意识 [5]。

3.2 定额模式使成本管控缺少时效性

控制建设工程施工成本，就必须对建筑施工过程

中的建筑材料、机具、人工劳动和运输等方面的价格

有清楚的定位。当前最主要的方式是定额折算模式，

通过市场价格，把建筑施工中的各方面费用的市场价

格都列出来组成具体的项目量清单，以作为成本费用

管理与控制的基础依据，但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

材料被运用到施工中，当对先进技术和材料实行定额

折算的时候，已经确定的工程项目费用与市场价格之

间常常因为没有时效性而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动态控

制能力也不高，使得施工成本费用控制常常存在巨大

偏差，从而影响了成本费用控制的质量。

3.3 成本管控过程的信息化程度低

一个施工建设项目中所涉的成本费用管理工作极

其烦琐，各类建筑材料，各式机具，各层次的施工主体，

不同操作工序与运输方法，再加上计划、核算、付款、

回执等不同资金步骤，使得建设工程的施工阶段成本

费用管理与控制工程量巨大。而传统的成本费用控制

中采用人工管理的方法，不仅效率低下，还大大增加

了工程发生错误的概率。成本费用控制对大数据分析

等信息技术的要求极高，企业必须通过与大数据分析

建筑行业相关的所有成本费用数据，并把得出的最终

成本费用数据准确反映在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的成本费用

管理与控制工作中。所以，由于较低的信息化程度导致

了施工企业成本费用控制的能力并不高。

4 基础建设工程施工中的成本管理策略

4.1 建立健全完善的工程成本管理机制

要想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的成本费用

管理与监控，就一定要形成健全的工程项目成本管控

制度。企业首先要针对工程项目设置自己的成本费用

控制部分连接企业内部各单元，同时针对项目业主单

位、建筑设计单位、工程监理单位、分包或分供单元

以及其他与工程项目相关的企业参与工程项目，并全

权负责整个项目管理工程建设阶段的成本费用管理与

工作。其次，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工程项目成本监管体系，

使工程项目的成本费用监督管理工作环节更加细化，

成本费用责任明确化，机制与奖金举措更加合理和透

明度化。最后，构建成本费用监管的法律体系与制度，

进一步增强对工程项目成本监督管理的责任意识与风

险意识，以保证成本监督管理工作要在法律法规体系

之下正常开展 [6]。

4.2 实行计划成本管理制度

施工成本管理涉及的影响生产成本的因素很多，

且周期长，同时受外部的干扰因素影响也相当大。假

如我们对这些大体数量的生产要素总量和生产价格不

加以事前锁定，及时进行规划，及时预测可能会影响

生产成本的风险因素，及时提出安全措施，将很难保

证最终的成本目标达到。唯有我们在建设项目施工前

期科学合理地编制建设成本进度，细化分解控制的目

标，并及时发现成本偏离问题，通过纠偏调节，才能

真正把施工成本控制在预期的范围内。而采用计划成

本管理既能够避免生产价格的过高以及检验器材、人

员和机具的耗费问题的出现，又能够防止施工管理无

方向、无目标地进行。同时也能促进新技术、新工艺、

材料、新器件的开发与使用，减少资源消耗、增加人

力与机器的利用率，推动降本增效的进程。

4.3 提高工程成本管理的信息化程度

为了促进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的成本管理与控制工

作切实有效，建设公司需引进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使

用先进的成本核算软件，以增强成本核算控制工作人

员的信息化技术力量，以提升成本核算控制工作的信

息化管理水平。运用信息化互联网技术，能够进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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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本核算信息的迅速采集、整理、分析，准确发现

成本核算管理工作中的问题，从而有效地为成本费用

控制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4.4 强化施工管理的培训教学，培养成本管

理工作全员参与意识

管理技术与管理意识都需要通过培训或教学来进

行，使管理者意识到自己在整个成本管理工作中的重

要角色，才能真正做到成本管理工作的全员化。同时，

通过教会对建筑施工人员成本控制的方式，使员工在

面临成本问题的时候能够采取更合理的方法加以化解

与管理。此外，对建筑工程成本控制人员的科技、经营、

管理法规知识等也必须要进行更新，才能够有效提升

施工管理的效率。

4.5 在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的费用管理

4.5.1 加强招采工作管理，合理降低采购成本

人材机的采购报价是项目成本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做好采购工作也是在成本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按照现代建筑公司的管理模式而言，必须进行以下方

面的工作：

1.合理制定招采模式，有利于市场价格的合理制

定以及后期对分包、分供管控。分包、分供的招标方

案必须按照合理界面分工，合理选定价格模式，并制

订合理有效的合同条款，有利于选定最终价格以及今

后的管理工作。

2.严密规范企业招采程式，以杜绝不正当竞争的

产生。杜绝了各种变相地提高建设项目施工管理成本

的行为。

3.企业进行价格比选工作，经过市场询价，企业

内部数据库比对，最后合理制定产品价格。

4.5.2 严抓材料使用的控制，降低浪费，增加资源

的使用率。

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的占用比是十分重要的，通

常可占到建设工程造价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做好

建筑材料管理工作，对于减少建筑施工成本是不言而

喻的。做好材料管理工作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

1.做好商品的出入库管理工作。进入材料要做好

入库管理工作，对数量、品质都要进行严格把关，要

进行登记和录入，明确进入程序。对材料出入，要进

行领用登记，并要有关工作人员签名证明。

2.做好对现在周转材料的利用与管理，对现在周

转材料的现场存放与利用管理要设专人管理，禁止工

作人员任意切割周转材料，以避免偷盗现象的产生。

3.做好对现场物资的准确盘点，及时为进行物资

控制提供数量基础，降低库存，减小浪费。

4.6 监督现场的费用

施工现场的状况决定着整个施工的进程，所以对

现场费用的管理就尤为重要。关于施工现场的工作方

法还有许多，比如在不同的季节进行时，要及时掌握

不同的天气情况，以防止大雨、暴雪等气候因素对施

工造成的危害，如果没有提前进行预测，就会导致一

些没必要的损失。同时，在建设的过程中要确保各个

环节的效率，避免出现质量问题，若出现质量问题，

无论是劳动力开支还是材料费用都大大增加，从而也

就增加了成本。因此，要管理好现场，监督现场的费用，

从而实现成本的合理化管理。

4.7 确保支出与收入的透明化

在建筑行业中，无论是支出还是收入都非常大，

所以，对两者的管理在企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在成本管理过程中，对于企业的收入要进行详细

记录，比如要清楚是哪方面的收入，收入多少等，同时，

对于支出的管理要更加严格，必须要明确支出资金的

用途，以及是否经过严格的审查，是否有各个部门的

同意等。无论是收入记录，还是支出的情况，都要确

保透明化，这样才能保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性，避免

一些贪污等不道德的现象出现，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

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综上所述，完善建筑施工成本控制，减少施工成

本是施工企业自身成长的可行途径。施工企业应根据

自己的要求和现状建立合理的成本管理体系与控制措

施，在合理区域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成本，提高

工程效率，为施工企业的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韩旭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阶段成本控制策略探讨
[J].安徽建筑 ,2021,28(08):265-266.
[2]　张建萍 ,孙晖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阶段成本控制研
究 [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23(01):63-67.
[3]　闫茜 .房建项目施工阶段成本控制对策研究 [J].价
值工程 ,2021,40(26):35-37.
[4]　王青山 .基于 AHP-云模型的建设项目施工阶段
成本控制风险评价研究 [J].铁道建筑技术 ,2022(03):197-
202.
[5]　张红亮 .施工阶段成本控制在建筑工程经济中的重
要性 [J].财讯 ,2021(01):187.
[6]　周士杰 .施工阶段成本控制 [J].黑龙江交通科技 , 
2009,32(06):161-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