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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市场竞争力越来越激烈,对我国的工程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工程造价方面。工程造
价管理存在全过程工程造价管理和全生命周期工程造价管理两种管理方式,本文主要阐述这两种管理
方式的特征,并进行比较,寻找到合理的工程造价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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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which has brought huge challenges
to our country'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terms of engineering costs. There are two management
methods for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the whole process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and the whole life cycl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management methods,
and compares them to find a reasonable project cost manag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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