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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洪堤工程建设包含决策(可行性研究)阶段、设计阶段、招标阶段与施工阶段。通过对这四
部分造价管理的控制,可以有效降低工程建设成本,保证财政资源的利用率提升。文章以防洪堤建设工程
的造价控制策略为研究对象,对防洪堤建设的每个阶段的造价控制堤出可操作的几点建议。希望对相关
建设和施工管理人士给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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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n Cost Control of Levee Construction Project
Bo Pan
River and Lak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Bureau of Pingch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vee project includes the decision-making (feasibility study) stage, design
stage, bidding stage and construction stage. By controlling the cost management of these four parts,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nstruction cost and ensur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financial resources. Taking the cost
control strategy of levee construction project as an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st
control embankment at each stage, hoping to give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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