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分析工程造价和工程造价风险探讨
刘元元
重庆建工渝远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5.3810
[摘 要] 工程造价在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建筑工程从设计招标到施工阶
段,每个阶段都需要对投资内容进行预期的估算,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风险也直接影响到工程项目的进度。
因此,为了更好地实施科学的成本管理,需要对各个环节的工程造价风险进行详细分析。本文主要从工程
造价风险分析方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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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ineering co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From the design
bid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stage of a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investment content needs to be estimated at each
stage. The risks in this process also directly affect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scientific cost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oject cost risk in
each link.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from the aspect of project cost ris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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