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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过程工程咨询一体化、多元化、综合性的咨询优势,为工程咨询业提供了发展新思路。全过
程工程咨询涉及多个阶段且互相影响,容易导致关键环节中的风险问题,本文对全过程咨询服务的风险
进行梳理并探求防控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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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key link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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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tages of integr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comprehensivenes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nsulting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dustry.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volves multiple stages and influences each other, which easily leads to risk
problems in key links. This paper combs the risks of the whole process consulting service and explor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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