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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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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
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国家已经相继制定了很多政策,以能够及时的解决部分能源问题。其中,加大对水
利工程的建设是解决部分能源紧张问题中较为重要的环节,为此,国家持续加强了对水利工程的发展和
建设,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水利工程也逐渐显现出新的问题,因此,必须要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管理和控
制,以保证其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在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环节中,工程造价的问题是重中之重,而做好
概预算编制工作是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因素,能够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 水利工程；概预算；工程造价；影响分析；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A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impa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udgeting on the cost of the
project
Mirenisha Tursu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energy has always been a crucial iss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nomy, occupying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has
formulated many policies to be able to solve some of the energy problems in a timely manner. O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aspects of solving some of the energy tensions is to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For this reason, the state has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u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gradually
revealed new problems,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rder to ensure their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issue of project cos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and good budgeting is a key factor in controlling
the cost of the project and can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it.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budget proposal; project cost; impact analysis; strategy research
前言

在开展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之前,应当先向所在区域

现如今,国家以生态环保、节能减排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部门进行初步的认识,对其所提出的相关

重要方针,水利工程作为新时代全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不仅

规定与定额进行相应的了解,并以现有的规定为基础合理的制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能源用度紧张问题,还有效降低了能

定概预算编制相关标准和规定,并将其作为后续的预算管理和

[1]

源的消耗,促进了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随着水利工程整

指导方法,比如,水利部于2002年颁布的《水利建筑工程概预算

体规模的不但扩大,在对水利工程进行管理过程中,工作人员要

定额》,以及机械台时费执行水利部于2002年发布的《水利工程

持续加强对概预算编制工作的管理和重视,并将工程概预算工

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等文件。 当水利工程处于正常的施工阶

作融入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发展当中去,以此来对工程造价问

段,管理人员要结合实际的施工进度情况,对定额进行合理的选

题进行更有效的控制,以此来进一步推动水利工程的持续发展。

择,并将此作为后续开展概预算编制工作的基础,而一旦定额出

为此,本文就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对工程造价的影响进行分析,

现信息不全或丢失等现象和问题,必须及时引用过渡系数,比

并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策略,希望能够为我国水利工程的建设与

如：在进行机械台时费定额过程中,按照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

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文件,可以快速正确调整系数,保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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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对工程造价的重要影响分析

械台时费定额的有效性。可见,为修订定额创造有利条件,从而

1.1定额子目的选定

给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奠定良好基础。如果在进行概预算编制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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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制定的方法和标准科学合理的选定定

度都相对比较高,因此,首先必须要做好概预算编制工作,控制

额,行为严重的会触犯到相关法律法规,这对整个工程建设进程

好工程造价,这样才能充分做好水利工程项目的规划与建设,而

[2]
都将造成较大的影响 。要想在水利施工过程中做好工程造价

要想更高效的完成概预算工作,必须要拥有具有更高综合素质

的控制和管理工作,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同时结合整体施工情

水平的预算人员才行。如果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人员的各项专

况,并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和规定开展概预算编制工作,否则,

业素质和能力都有所欠缺,且不符合雇用要求,这样不仅会给工

将会使实际施工进度与预定规划产生背离,进而对整个水利工

程预算工作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甚至会给工程后续的

程施工的进程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在开展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

建设施工埋下安全隐患的种子,最终导致工程建设进度受到影

管理工作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对定额子目以及费率等重要信息

响,严重的话会造成工程项目出现中断或返工等现象。因此,施

的选用,这些会直接影响到水利工程整体的概预算编制管理工

工单位在开展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之前,要定期对编制工作人

作效率,从而影响到水利工程造价的管理和控制,进而对水利工

员进行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培训,要确保他们能够在充分了

程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解预算编制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同时还能够熟练进行相关的实

1.2施工价格的预算

践技能操作,保证预算编制工作的顺利进行。除此之外,随着水

在整个水利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当中,施工材料和资源的需

利工程的建设要求不但提高,预算编制人员也要在日常生活和

求量是非常大,且种类非常多的,是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中

学习当中不断加强对自身工作知识和能力水平的提升,这样才

的重要内容,材料和资源价格预算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工程建

能更好的满足日益提高的工程建设需求,从而更高效的完成概

设整体规划的有效性,对后续开展工程施工有着非常重要的基

预算编制工作,为工程造价控制和管理奠定良好的条件基础。

础作用,因此,必须要重视对材料和资源价格的预算和管理,而

1.4概预算编制制度的完善程度

首先要做的是应该对其进行细化,针对每项材料和资源都要有

概预算编制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预算工作的整体效

相对应的预算管理标准,比如：在进行相关施工材料和资源价格

果,完善的预算制度能够将概预算的静态管理转变成动态的管

估算过程中,要严格按照
《水利部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理形式,在编制工作过程中能够及时并精确的定位查询到错误

以此来对其进行精确的成本控制和管理。在实际的水利工程概

的地方,在持续修正错误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从而不断提高预

预算编制工作当中,对于那些水利工程建设中价格相对比较重

算效率,为工程造价做好准备工作。例如：在质量管理等重要的

要的材料,要尽可能的选取科学合理的预算方法对其进行精确

环节当中,首先,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做好单价表的编制、基

的把控,比如钢筋、水泥、汽油、柴油等材料,而对于那些相对

础单价的计算以及单项工程的投资等方面的工作,要真正做到

比较基础性的材料,可以按照当地建筑工程材料预算价格执行,

严格把控每一环节,充分发挥出概预算编制制度的作用。

采取粗略的统计方式来进行大概预算,但要在可控范围内进行,

2 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措施分析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做到主次分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材

2.1保障编制工作的科学合理性

料价格预算的精确度,从而提高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的整

概预算编制工作是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项

体效率,进而为做好工程造价奠定良好的基础。除了这些,还有

目施工中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是保障水利工程项目质量的重

一些在施工过程中需要的电、风、水等资源,以及施工机械台时

要基础。因此,在新时代的社会发展背景下,要想更高效的完成

费等,也需要加入到预算编制当中。而如果采取比较笼统的方法,

水利工程的建设,为国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必

不分价格高低和类型,这样会扩大价格预算的可控范围,为整体

须要加强对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的管理,注重对各个施工

概预算编制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轻则会严重影响预算编制工

项目中的工程造价环节进行严格的把控,这样才能更有效的确

作的整体进度,严重的将会造成概预算编制报表出现混乱冗余

保工程建设质量,保障水利工程项目的正常建设和发展。加强对

[3]

等现象和问题,不利于水利工程的规划和建设 。除此之外,由

工程造价的控制盒管理,不仅能够为施工单位节省更多的成本,

于水利工程规划和建设所涉及到的施工材料和资源种类比较多,

还能够在最大限度上获得项目建设所带来的最终效益。概预算

因此,在开展水利施工预算工作之前,相关人员应当结合实际的

编制工作是工程造价管控过程中的重要基础内容,在实际开展

市场情况,对相应的材料和资源的质量或价格进行考察和调研,

过程中,必须要将其与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这样才

把握市场价格的动态,并进行及时的了解和控制,同时搜寻和收

能更好的帮助施工人员做出更精确的判断,从而推动工程项目

集市场中较为优质的材料和资源,这样才能有效减少由于市场

的建设。

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保证水利工程材料价格概预算编制工作

2.2提高编制人员的综合素质

的顺利进行,由此可见,材料和资源的价格预算会直接影响到工

概预算编制工作需要根据工程项目的规划情况来进行,因

程概预算编制工作的整体质量,进而对水利工程的造价控制和

此,编制人员在开展工作之前,需要对相关的工程设计资料进行

管理产生一定影响。

再次核查,并针对相关问题及时与设计人员联系,避免将错误的

1.3预算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

设计内容编制到工程预算数据当中,为概预算编制提供有力的

在诸多工程建设项目当中,水利工程项目的施工难度和强

保障,进而也能够减少对后续工程建设的影响。概预算编制人员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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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态度以及综合素质都决定了编制工作质量的高低,因此,

发生,就必须对施工合同上的各项定额标准进行严格审核,对施

在工程建设期间,施工单位的相关管理人员要对编制工作人员

工过程中的每种材料和设备的质量和价格都要进行严格规范,

定期开展一些专项培训,并采取考核激励的方式,在提高编制人

尽可能减少条款漏洞,从而保障定额标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还能够有效提升编制人员的综合专业素

2.4提高工程量计算准确度

质,除此之外,还要尽可能的培养他们的工作责任心,使他们能

除了要拥有科学合理的定额标准之外,严格的工程量计算

够全身心的投入到编制工作当中去,这样一来就可以充分发挥

标准和项目划分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重要内容,是准确处理所

每位员工的潜力,从根本上提高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的质

有工程量相关内容的关键因素。在工程量设计过程中,应当以

量,进而能够工程造价的管理和控制提供有力的保障。在提高编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中的设计工程量计算

制人员综合专业素质过程中,施工单位的管理部门除了要加强

阶段系数表为基础进行获取准确的相关数值。另外,精确的工

对他们的培训,还应同时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对其进行考核评

程量计算过程是保障后续工程建设费用编制工作的重要前提

价,并通过淘汰制的竞赛方式,创建出一支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

条件,如果这一环节的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则整个水利工程的

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人员队伍,并针对他们进行专项培训,不断

概预算编制工作都将会受到影响,进而给工程造价的控制工作

加强他们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帮助他们及时掌握工程概预算编

带来困难。

制新政策和标准,为水利工程进行工程造价管理和控制提供人

3 结语

才基础。拥有了具有较强实力水平的编制工作人员,施工单位就

总而言之,随着新时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水利工程

能够随时了解市场价格的实际情况,将更多优质资源融入到概

的建设形势越来越好,而在水利工程项目的管理过程中,工程造

预算编制内容数据当中,从而使得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效

价形式也逐渐随之变化,其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在水利

率得以有效提升,进而为工程造价奠定良好的条件基础。

工程造价方面,我国也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来进行控制,并且要

2.3严格审核定额标准

求也越来越严格,所以,在未来的水利工程造价控制过程中,要

“随行就市”方法是目前工程概预算编制定额过程中运用

更加注重对概预算编制工作的开展,并要打破传统预算管理模

最多的设计方案,它是确定工程造价、实行投资、实施招标等内

式的局限性,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方面的水平,并以国家制定的水

容的依据,是提升工程投资效益的有效措施,同时,其经济合理

利工程概预算编制方法和管理政策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更有

性也符合现代工程建设的基础标准,是目前最具法令行、针对

效的避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为后续的工程建设和发展奠定坚

性、稳定性和科学性等特点的定额措施。施工单位负责人应当

实的基础。

及时对相应地区进行市场调研,并获取相关价格调整标准,并将
其及时的应用到建设信息内容当中,以此来作为指导各地区实
行“随行就市”定额措施的手段,使其编制内容能够更加与市场
实际情况相贴合。水利工程概预算编制工作是一项较为复杂的
过程,因此,只有严格把控好水利工程的定额标准,经过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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