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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深入探索,对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水利工程的大规
模建设已经成为现阶段协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重要手段。水利工程建设在环境、功能、设备、工艺
等方面都与其他工程有着明显的区分。其具有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工程类别丰富、建设设备多样以及
施工工艺复杂等特性。这些因素增加了水利工程造价控制的难度。因此研究水利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
制定完善的造价控制体系极为重要。本文就水利工程造价控制的基本原则与工程开展过程中各个阶段
造价进行探究,以期可以从更全面的视角为水利工程建设造价控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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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nature by human beings,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re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Therefore, the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ordinating human society and nature at this s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projects in terms of
environment, function,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rich in engineering categories, diverse construction equipment and complex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These factors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cost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fore,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whole process cost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to formulate a
perfect cost control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st control
and the cost of each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st
contro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from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st control; planning and design
引言

工程建设土地不仅涉及土地本身的使用费用与占地补偿费用,

全过程造价控制不仅有利于水利工程的成本降低,还有利于

还可能牵涉其他区域的补偿问题,例如：水坝水库建设后下游受

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为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到影响的区域。这是其他工程建设中所没有的额外造价费用,

因此,需要针对当前水利工程项目造价控制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入

常常早规划初期被忽略。其次,建设施工造价,水利工程施工造

手,落实全过程造价控制的策略。从前期的审批、设计、招投标

价包括常规的人资费用、设备费用、材料费用等,然而水利工程

阶段开始,到中期的施工现场与设备管控阶段,再到后期的工程

施工往往是在水上进行,因此需要更多的施工工序,例如围堰、

竣工验收阶段,造价管理人员应强化管控力度全过程监督参与,

防水等工序。除此之外,水利工程建设材料也比其他工程更为多

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资源浪费。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的效益最大化。

样化,这就导致水利工程在施工上会有更多的支出。再次,水利

1 水利工程造价控制的特点

工程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十分显著,由于天气、季节、水位变化导

优化水利工程造价控制需要充分掌握工程特点,与其他工

致工程进度变更、工程数据变更现象更为频繁,这也给造价控制

程造价管理进行区分,制定更有针对性的造价控制制度。首先,

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最后,工程竣工后的验收养护过程,受到工

水利工程的土地使用特点与其他建筑工程有着明显区别,水利

程特殊性质的影响,水利工程竣工后的核算审查更为复杂,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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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养护成本也明显高于其他建筑工程项目,这就需要对该过

利工程建设可行性方案评估。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变化

程进行充分的重视,以降低工程运行中的成本支出。

导致工程规划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地质、水资源变化、

2 水利工程全过程造价控制的原则

资金、用地等条件都会给规划阶段造成一定的挑战,从而增加了

2.1因地制宜原则

前期规划成本。这要要求规划时结合水利建设规章制度与标准,

水利工程项目应当根据水资源流经情况、气候环境变化规

确定环境对工程产生的影响。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风险规避,

律、土地规划设计以及工程实际工程等情况进行综合研究,选取

确保工程可以顺利开展。从而降低后期因规划不当导致的建设

最佳的建设地点,实现水利工程建设成本最小化、运行效益最大

成本增加。

化。建设选择的施工类型与进度都需要根据自然环境的实际情

3.1.2审批评估阶段

况进行制定,例如：水坝建设中土石坝、混凝土坝的选择,以及

水利工程多为国家公益性建设,因此项目审批评估主要是

根据不同季节水位选择建设时间。不能盲目的开工与建设,减少

指通过水利部门建设档案与可行性评估申请审批。在审批评估

不必要的工序与资源浪费,增加水利部门财政负担与人力资源

阶段,根据规划区域的水文文资源条件、土地利用情况、地质条

的负担。同时尽量沿减少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件以及资金条件,在初步规划阶段和最新水资源变化报告的基

降低对耕地、民宅占地降低用地部分的成本支出。这也是水利

础上,完善施工技术与安全策略的建议。审批阶段的主要成本控

工程因地制宜对工程造价控制起到的作用。

制工作是稳定水利工程基础建设方案、确定整体规模、范围、

2.2节能环保原则
水利工程建设的目的本身就是人类对自然界水资源的调节

进度等。
3.1.3工程设计阶段

与利用,因此工程造价也应秉承节能环保的原则,既要在建设中

水利工程建设设计阶段对于造价控制十分重要,也是影响

节约成本减少能源消耗,有不能单一的为节约成本而自然界造

造价控制最关键的阶段之一。首先可以通过定额设计的方法用

成破坏,影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是水

以对工程投资估算、方案和初步设计的控制。在充分保证水利

利工程建设的基础,是指导工程造价的重要原则,也是确保水利

工程的功能发挥与质量保障前提下,各专业根据分配的投资额

工程造价理念的正确导向。除此以外,水利工程建设还要充分考

进行专项规划,确保工程项目计划成本不超限额。同时通过加强

虑区域的整体规划与工程运行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对工程建设

设计方案的优化设计、设施选择、效益分析等环节,在充分利用

现有环境、未来发展趋势以及整体空间布局进行可行性评价,

目标建筑功能的基础上,相对科学地规划总体设计方案。将水利

尽可能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改造,稳定生物群落,既要提升工程

工程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提高设计水平,控制工程造价。其

建设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保证工程的自然效益与社会效益。

次,推进设计和施工监理体系的建设。目前,水利工程建设监理

2.3经济性原则

已经广泛应用到各工程当中。然而,由于设计监理前期成本有所

水利工程造价控制的基本原则与任务是节约建设成本、控

增加,部分工程采用工程参与人员充当监理角色,通过对施工技

制建设支出、提升建设效益。因此经济性原则是造价控制的核

术的了解和经验进行监理工作,这一行为使监理缺乏标准性与

心。这就要求对水利工程的成本支出有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掌

公正性。因此,强化监理的正规化、标准制度是水利工程设计阶

握。从全国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成本组成结构来看,工程建设材

段需要重视的问题。

料 与 人 工 占 总 成 本 支 出 65-75% 左 右 , 机 械 设 备 占 总 成 本 的

3.1.4施工招投标阶段

20%-30%左右,其他管理等成本支出占比5%左右。因此,想要控制

招标过程的控制可以是工程造价控制最优化。通过在招标

水利工程造价,还需要在施工技术的创新与效率提升、机械设备

选择最优的施工方,从而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节约施工成

的合理使用等方面进行研究。这就要求提高水利工程设备现代

本。在这一阶段,水利工程建设单位或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确

化水平,综合长远的考虑我国机械设备企业与技术的创新和发

保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建设要求以及费用标准、设计方案以及

展,为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更新提供政策支持。以保证水利工程造

施工环境等信息的准确性,对工期、质量和成本做出详细的阐述,

价控制创造可持续性发展条件。除此之外,针对不断激烈的市场

并加强对招标文件商务部分的报价管理。投标文件中的工程量

竞争,完善水利工程项目设计预算编制方法；制定配套成本定额

清单应准确、完整、无遗漏。评标方法必须科学合理、公开公

与市场接轨,确保招投标的公正公开,有效提升水利工程造价控

正,杜绝内定、陪标等虚假投标情况的发生,针对投标报价中综

制能力。

合单价不合理、不平衡的部分进行纠正,减少招标阶段工程量清

3 全过程水利工程造价控制分析
3.1准备阶段
3.1.1规划阶段

单中不准确、缺失项目对工程造价的影响。
3.2施工阶段
水利工程项目往往涉及的分项多、规模大、时间长等现象,

水利工程初步规划主要指根据水利部门的要求以及工程建

因此在施工阶段的不可控因素较多,对施工现场、建设材料以及

设需求进行研究。将工程的功能、建设选址、建设规模等主题

工程变更进行控制有利于全过程造价控制的有效落实。同时通

进行专项分析。并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进行水

过施工管理调整施工质量与工期进度也是有效提升工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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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工程成本的有效途径。

3.3竣工阶段

3.2.1施工合同

竣工验收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的最后一环。首先,通过施工

施工合同规定了水利工程项目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现场工程管理人员直接参与竣工验收和竣工结算,增加成本控

为项目参与方组织施工和实施项目管理提供依据。基于合同多

制效果,缩短竣工结算时间。其次,充分发挥项目审计的作用,

种多样性与复杂性,为了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必须加强合同管理,

严格审查水利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种变更和签证引起的额外

特别是设计变更和工程违约规定的附加条款。

费用,对不合理的费用进行追查。以此来对工程进行过程中的操

3.2.2施工现场

作规范与流程进行管控。

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包括施工材料、施工技术、施工进
度等方面。首先,严格按照设计的施工组织进行施工,确保工程

4 总结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项目周期长、规模大、施工环境复杂、

质量和进度符合合同要求,及时跟踪施工进度,对发现的施工偏

涉及部门广泛的特点导致其造价控制更具体挑战性。因此,不断

差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其次,根据项目进度预测未来项目进度

强化全过程造价控制制度的落实有利于水利工程成本的降低,

趋势,及时解决潜在问题,掌握成本控制的主动权。同时,正确认

同时对工程建设质量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

识成本管理,实施全面成本管理,建立健全成本责任制。让每个
人都有控制成本、促进成本降低的理念。项目目标成本不仅是
成本决策的对象,也是成本管理的目标。目标成本一旦确定,就
必须建立项目目标保证体系,在确定工期的基础上,将项目的实
际成本控制在目标范围内。最后,对建设材料与机械设备进行管
理,材料与设备是水利工程施工的重大支出。对机械设备的购
买、租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避免设备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建
设材料要实施统计,对消耗的材料与剩余材料进行明确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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