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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工程项目建设类型逐渐多样化,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开始出现了大量的EPC项目工程。在
EPC项目实施阶段,推行全过程工程咨询,贯穿于工程项目各个阶段,淘汰以往工程咨询业务和工程项目
实施过程分割的情况,相互承接,充分发挥全过程工程咨询专业能力和整合能力,为EPC项目各环节顺利
实施提供坚实保障和支持,提升工程建设质量、进度和效益。本文就EPC项目实施阶段中全过程工程咨
询实施情况展开分析,在了解工程咨询相关概念基础上,寻求合理措施践行到实处,力求打造质量高、效
益大的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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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types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China are gradually diversified, and the investment
is increasing, and a large number of EPC projects begin to appear. In the implementation phase of EPC project,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s carried out throughout all stages of the project, eliminating the
previous division of engineering consulting business and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undertaking each othe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integration ability of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providing solid guarantee and support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EPC projec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nsult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 of EPC project.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engineering consultation, it seeks for reasonable measures to practice, and strives to
build a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engineer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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