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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工程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因而工程造价作为建筑
工程项目的重要部分得到了人们高度的关注。为了使建筑工程项目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达到节约资
源、控制成本的目的,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提高工程造价工作的质量,有效的预测建筑工程项目的经济成
本。工程造价咨询可以为工程造价控制提供良好的指导,分析其市场营销和工程造价控制策略,提高整个
建设工程的施工水平。本文首先分析了工程造价咨询在在工程造价控制中的作用,及其对工程造价的影
响,并提出了工程造价咨询对控制工程造价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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