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探究提高水利工程设计质量及造价控制的措施
王婧华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DOI:10.12238/hwr.v5i2.3670
[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是近些年我国社会服务建设项目中的重点。伴随着水利工程的快速发展,获批兴
建了大批项目。鉴于水利工程建设的周期长、难度高等特点,所需的工程成本也不断新高,因此造价控制
在水利工程设计及实施过程中是十分必要的。水利工程的兴建属于社会服务工程之一,其设计初衷是以
经济效益为始发点,有效提升工程价值,实现高品质设计效果。本文列举了兴建水利工程个案在设计阶段
造价控制等方面的常见问题,结合工程设计及造价管理经验提出造价控制建议和策略,旨在提高工程设
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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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Design Quality and Cost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Jinghua Wang
China Construction Xinjia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Group Firs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point in Chinese social servic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 large number of projects
are built. In view of the long cycle and high difficulty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required project cost is also constantly rising, so the cost control is very necessary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one
of the social service projects. Its original design intention is to take the economic benefits as the starting point,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ject value, and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sign effect. This paper lists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cost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cost
control combined with the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st management experience,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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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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