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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PP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风险因素评估工作对于提升造价咨询有效性和安全性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从PPP项目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风险因素评估的重要性开始谈起,对风险识别及评估工作予
以详细分析和说明,以期加大全过程工程造价咨询控制力度,以推动后续工作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PPP项目；工程造价咨询；风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TD228 文献标识码：A

Evaluation of risk factor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PP project cost consultation
Deguang Cheng Rubin li Yue Zou
[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risk factor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PP project cost consult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cost consultation. In this paper, the importance of risk
factor assessment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PPP project engineering cost consultation is discussed, and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work is analyzed and explained in detail,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st consultation control and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follow-up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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