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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水利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水利施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新的
机遇与挑战,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通过加大对工程项目成本的控制,能够有效地提高企
业的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与普通工程相比,水利工程的施工条件复杂,影响因素众多。此外,水利工
程通常由较多的单项工程所组成,在施工的过程中极易受到干扰,因而需要重视施工成本的控制管理,选
择合理的施工方案以及最优的成本管理模式,从而提高企业效益,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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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cale of investment in water conservanc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s expanding,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re also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has become more intense. By increasing the cost control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ordinary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complex and there ar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dditio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usually composed of many single projects, which are easily disturb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costs, and choose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schemes and optimal cost management modes, so as to improve enterprise efficiency and
reduc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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