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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项目概预算编制可以为项目成本管理提供依据,是保证实现项目经济效益的重要依据,所
以做好概预算编制工作十分重要,对于工程造价的合理配置也具有重要意义。文本主要分析了概预算编
制对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探讨了提高概预算编制质量的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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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budget estimate preparation quality on project cost
Yanqiu Xu
Hefei municipal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company
[Abstract] construction project budget preparation can provide basis for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and is an
important basi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project economic benefit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o a
good job in budget preparation, which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project cos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budget preparation to cost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udget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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