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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屋建筑工程的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从前期的勘察规划、图纸设计,到施工中的材料进
场、设备使用、建造技术,再到竣工后的验收、维护都需要全面的管控,才能对其造价成本进行有效地控
制。因此全过程造价在提升房屋建筑的经济房间有着显著的优势,不仅可以充分发挥造价的优势,还可以
提升建筑工程的整体质量。本文主要阐述了现阶段全过程造价工作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了相应的优化
措施,以期为今后房屋建筑工程全过程造价的有效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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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a very complex process, from the early
survey planning, drawing desig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s, equipment us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n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ceptance, maintenance, it needs comprehensive control,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ntrol its cost. Therefore, the whole process cost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the economy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which can not on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ost, but als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whole process cost
work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the whole process cos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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