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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7年以来,我国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文件,促进了全过程工程咨
询服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建筑行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了勘察、设计、造价、监理等企业业务拓展的重
要方向。鉴于此,本文,深入剖析发展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核心价值,并探讨开展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的策略,以期为监理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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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7, China has issued a series of documents on promoting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service, which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service,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business expansion of enterprises such as survey, design, cost and supervis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ore value of developing whole-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service, 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whole-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servic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upervision enterprise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industry; Supervision enterprises;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ation; Transfor
mation and development
询行业影响不大,也为监理企业转型升

全过程工程咨询是指从工程项目策

1 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提出的
背景

划阶段开始,对项目的各个阶段都进行

建国近30年来,建设监理制度在我

机遇和挑战正是摆在面前的。随着全过

工程管理咨询服务,包括可行性研究咨

国工程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程工程咨询业务的深入开展和探索,一

询、投融资咨询、勘察设计、招标代理

监理行业经历了从新生事物的蓬勃发展

些工程咨询企业也更加清晰地找准了自

服务、BIM咨询、造价咨询、项目管理、

到全国的推广普及,逐渐形成了竞争激

身存在的短板和劣势,并且结合企业自

工程监理、运行管理等专业咨询模式。

烈、单个企业难以维持生存的局面。特

身的战略发展规划,重点增强设计咨询

这些咨询服务以工程项目管理为主,其

别是2015年以来,监管行业受到价格市

和管理、投资咨询、总体策划、全过程

他各种咨询服务根据项目实际需要进行

场化、内需疲软、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

投资控制等四个方面的能力,使企业的

选择。随着国内外工程数量、规模、复

影响。工程监理市场价格总水平下降,

咨询服务能力延伸覆盖全过程工程咨询

杂程度的不断增加,以及融资方式和管

监理人才流失严重,监理行业存在严重

业务内容。

理模式的多元化,业主迫切需要对项目

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进一步

进行连续性的全过程控制,以促进项目

深化和监理价格市场化的趋势下,监理

2 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核心
价值

从立项准备就朝着科学可控的方向发展,

企业单独从事监理业务的路子越来越窄,

这对咨询企业也逐渐提出了更高更细的

越来越难走。为此,各级政府、协会和业

的一项重大创新和升级,真正实现我国

要求,使得推行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成

内有识之士都在积极思考和探索监理企

20世纪80年代引进监理制的初衷,优势

为满足业主需求的必由之路。

业的发展方向。这些措施对当前工程咨

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前言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级指明了方向。工程监理企业所面临的

全过程工程咨询是对现行监理体制

13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1)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有针对性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管理规

创新,加速科技的商业化应用,提升监理

大多数企业的转型升级工作需要全过程

划及管理细则,最终为全过程工程咨询

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同时能够为行业

咨询服务发挥作用,采用这种咨询服务

服务实践工作奠定基础。

的发展做出贡献。

方式后,促进了企业内的资源优化和整
合,进一步提升了工程咨询企业在市场

3.3对 咨 询 组 织 结 构 进 行 裂 变 和
重构

4 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
方向

竞争中的地位,推动企业走出国门,参与

传统的工程监理企业以监理人员为

近年来,随着建设项目的快速发展,

国际竞争。同时,提升工程咨询企业的实

主,在整个工程咨询业务发展过程中,他

工程咨询服务的规模在建设项目的全过

力和竞争力也是项目业务的需求,给予

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改革组

程中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主要表现在两

工程建设项目的业主更加优质有效的咨

织形式,积极进行组织裂变和组织重塑。

个方面：咨询内容更广泛、数据更多。传

询服务,提升建设工程的管理水平。

原监理服务提供者主要包括注册董事、

统的工程咨询服务只着眼于狭隘的视角,

(2)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展开有

首席代表、监理工程师、监理人。裂变

不能为建筑工程企业提供更全面有效的

利于对建设单位的招标工作量进行精简

后将分为三条线：在施工阶段继续提供

信息,只能有针对性地收集和处理收集

以及明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现场监理服务；由项目经理和专业咨询

到的数据,而不涉及相关环节,因此不能

施工现场的管理沟通以及协调工作,使

工程师组成的咨询线贯穿整个咨询过程,

帮助其提供指导。现代社会发展条件下

得工程建设的展开更加顺畅；最后,有利

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由总工程师和各

咨询服务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综合性,充

于分担建设单位的风险。

领域资深专家组成的技术路线,将在后

分收集项目各个环节的相应数据,然后

3 现阶段实行全过程工程咨询
服务的合理化建议

台为每个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在组织裂

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但

变的同时,还需要组织重塑,整合三条线

与此同时,逐渐区域化的建设项目也增

3.1培育市场主体,明确目标

和前后部技术资源,促进各类专业技术

加了咨询服务业的运营成本。

深化工程领域咨询服务业改革,从

人才的整合与融合。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

根本上解决工程咨询市场的供需矛盾,

3.4在结构上实行合作或并购

面向开放的建筑市场,融入国际公认的

监理企业可以与招标代理企业、造

只有保证人力资源整合的综合合理性,

工程项目咨询管理模式,完善中国特色

价咨询企业合作,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

才能够保证建筑工程全过程工程咨询服

社会主义工程咨询管理体系,发展面向

组成联合体,共同参与工程建设和资源

务发挥出更加理想的效果,从而使得全

市场、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全过程工

共享。在转型初期,监理企业在合作过程

过程工程咨询的优势得到更好的体现。同

程咨询服务模式。以工程咨询和总承包

中不断拓宽业务资格,为未来的独立奠

时,全过程工程咨询负责人还应该一专

的全过程作为工程建设的主要组织和实

定基础。它不仅可以与国内企业合作,

多能,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到指挥团队开

施模式,培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工程公司、

还可以与实力雄厚的外商合作,既可以

展工作,从而使得咨询团队的设计、工程

工程咨询公司和项目管理公司,促进优

扩大双方的竞争优势,又可以相互借鉴,

管理、造价以及招标等各项工作的展开

质发展。在过渡的阶段,需要鼓励多种形

实现互利共赢。监管有力的企业可以直

更加具有针对性。全过程咨询团队的人

式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模式以各种方式

接通过企业间的并购来弥补自身的不

员还应该具备较高的咨询服务意识,并

存在。不过需要做好的心理准备是,应当

足。直接采用其他类型的咨询服务企业,

且对自身专业知识面进行不断扩展。

意识到这一过程需要非常长的时期。

拓宽企业的经营资质和业务范围,满足

[参考文献]

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要求。

[1]陈佳妮.建设工程咨询企业知识

3.2加强工程咨询服务实践

3.5监理企业坚持科技创新

管 理 与 知 识 库 建 设 [J]. 绿 色 环 保 建

展岗位研究工作,对建筑工程实施过程

企业要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进行不

材,2020,(05):205-206.

中所涉及的人员、机构的岗位职责、具

断的创新才能够在市场中处于不败的地

[2]赵振宇,高磊.推行全过程工程

体工作、交叉管理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

位。当今,正是互联网信息发达的时代,

咨 询 面 临 的 问 题 与 对 策 [J]. 建 筑 经

分析,制订系统的新型管理制度体系。针

监理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推

济,2019,40(12):5-10.

对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工作流程、制度

动企业进行全过程工程咨询的转型。企

[3]陆帅,吴洪樾,宁延.全过程工程

进行探索,针对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形

业可以研发全过程咨询的软件,实现项

咨 询 政 策 分 析 及 推 行 建 议 [J]. 建 筑 经

成对应的管理实施标准,并在后续的实

目的信息化管理,不断推进信息技术与

济,2017,38(11):19-22.

际工作过程中结合管理实施标准形成具

项目实践的相互融合。加快产业的技术

从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方面入手,开

14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