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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建筑工程而言,需要加强对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的关注与重视,深入把握造价预结算审核
工作重点和难点,采用针对性的策略和手段,提升建筑项目的经济效益。为此,在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
核期间,应当基于建筑项目真实状况,健全与改进审核工作,从而提高审核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促进建筑工
程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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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attention to the project cost
pre-settlement audit, grasp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pre-settlement audit work, adopt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means,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for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pre-settlement audit period, the audit work should be perfected and improved based on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so as to improve the completeness and accuracy of the audi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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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施工建设的整体过程中,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是非

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能够对投资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

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既是保证工程建设顺利开展、整体施工质量

控制,从而能够进一步对工程项目物力和人力等进行更合理地

达标、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方法,又是保证施工环节科学

应用,全面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实现对项目成本进行更有效

性、有效性以及安全性的必要手段。其主要针对工程建设过程

的控制。建筑企业需要构建完善的预算结算审核体系,制定适合

中所涉及的人工费、材料费等资金方面进行审计,进而加强项目

企业管理的预结算审核管理制度,加强对审核工作的重视程度,

建设的科学管理,确保工程建设的有效开展,提高工程建设整体

全面提升审核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确保建筑工程能得到顺利进

效率和质量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施工效益最大化。

行,全面提升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

1 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的意义

1.3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各个部门建立有效交流

1.1有效控制了投资工程成本

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的顺利开展,能够使建筑工程企业各

造价预算结算审核,能够对投资工程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

部门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全面提高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团队

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能使建筑工程项目合理地控制在投

合作精神,构建更加和谐的工作氛围。完善的造价预结算审核工

资预算的范围之内。预结算审核工作还能够进一步减少工程实

作,对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他们之间的有效交流可以起到

际成本与投资规模之间的差异,从而全面提升预算编制的质量。

良性循环,更有利于发现工程造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降低建筑

造价预结算审核能够对工程项目的相关参数进行掌握,使用多

工程整体运行的风险。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各部门的工作人员,

种审核方法对参数进行审核和评估,并且能够及时发现在工程

都要全面提升对预结算审核工作的重视程度,这对建筑项目的

造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对预算进行调整,

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确保工程项目顺利进行的前提之下,科学合理地对建筑工程

2 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方法

成本进行控制,从而使审核工作的效率得到更好的保障。

2.1全面审核法

1.2提高投资资金的利用率

全面审核法,顾名思义,就是对建筑工程进行全面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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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5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在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全面审核工作中,建筑工程企业单位必

当前建筑项目工程量较大,审核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审核工作繁

须要保证对所有工程环节都能够进行精确的核实,相关工作人

琐,进而提升了审核难度。在工程量审核工作开展过程中,要求

员要跟进所有的施工环节,把握施工图纸和现场施工情况的细

建设单位造价审核人员明确项目工程量计算法则及材料做法,

节,并严格依照相关标准与要求开展和进行建筑工程的审核工

确保审核人员能够对整个工程的施工工序和施工图纸有深入了

作。全面审核法的审核内容更加丰富,涵盖的方面更广,普遍应

解,能够动态分析现场实际情况,保证真实、准确地审核工程量。

用于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当中。

在工程量审核工作中以合同内容为标准做好各项分部、分项工

2.2重点审核法

程工序的准确划分,从而降低项目预算错误率。通过对工程量的

重点审核法就是指对施工过程中的重点内容进行提取,并

准确评估审核,能够为保障建设单位投资估算的准确性和项目

对该数据进行审核,该审核方式与全面审核相比更为简单快捷,
可以提升审核效率,确保重点施工内容审核的精准性和精确性。
但是该审核方法也有一定缺陷,那就是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特征,

投资效益奠定基础。
3.2定额套用的审核
通过定额套用审核能够确保结算书中当中,各单价的合理

过于关注重点项目,但是对于非重点项目、小型项目关注度不够,

性、科学性。对于建筑工程造价而言,造价定额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最终审核结果中,可能出现误差,所以重点审核法常见于

也是基础依据。这就要求建设单位造价审核人员在预结算造价

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而不适合小型工程。

审核时严格遵循工程造价定额标准,确保项目造价合理、合法。

2.3筛选审核法

另外,在审核时应当高度重视是否存在重复套用的工程项目。针

筛选审核法主要是通过大量的数据,对数据进行汇集和筛

对直接套用定额审核的,要对工程项目名称和图纸内容予以对

选,找出其单位面积的工程量,以及单价、用工等各方面的基本

比,确保一致性。在审核换算的定额单价时,确保换算方法的科

指标,再进行归纳和整合,总结整体工程的基本指标,并且标注

学合理并保证换算结果与市场情况相符。

基本指标的使用范围。我们可以通过筛选各部分分项工程的数
据,得到其基本指标,然后进行调整和筛选,以提高审核的速度,

3.3费用计取的审核
在审核费用计取时,应对以下几点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其一,

有利于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再对其进一步进行审核。

对审核内容进行检查,确保其换算在定额允许范围内；其二,应

筛选审核法在具体应用中必须要确保所获得数据信息的准确性,

对费率审核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予以保障,对计算失误率予以控

一旦数据存在错误,就会导致后续审核工作整体出现错误与疏

制。此外,在取费时为保证结果更加合理,更与实际相符,对项目

漏,严重影响到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的质量水平。

工程进行取费时应综合分析项目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文件内

2.4对比审核法

容、招标文件以及项目合同等内容。在审核费用时,高度关注费

顾名思义,对比审核法就是指对性质类似的建筑工程项目

率是否存在波动情况。若工程费率下降,相应的结算审核结果也

进行预决算审核。首先,造价人员应该对预结算材料进行分析,

要进行变更及下调。在费用计取审核工作中应高度关注市场环

其项目工程之间不存在显著区别,并且造价人员从中总结出同

境因素影响以及一些不可规避的问题影响。

性质工程规律,结合综合指标对审核对象进行审计和数据分析,

4 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优化策略

搜集工程中出现的各项指标,通过对比分析,得出指标与指标之

4.1创建专业的审核机构

间的差异,分析出原计划和真正施工时发生的数值波动大小,通

专业的审核机构在对工程造价预结算进行审核前,会根据

过该误差,及时灵活性地调整施工策略,从而使得整个建筑工程

工程的实际需要明确各个员工的审核工作责任和具体工作范围,

的预结算审核工作更加科学有效。

以获得最佳的审核效果,充分体现了审核机构的专业性。在此过

2.5分组计算审核法

程中,审核人员的工作职责是否明确会直接影响工程造价预结

分组计算审核法就是指对相关联的预结算项目进行分组,

算审核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这也是保证审核工作顺利开展和审

对工程整体项目进行分组,并且对数据进行审核,在这一方法运

核结果准确性的关键因素。再者,在进行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的

用过程中,审核结果代表的是整个小组的数据,根据不同项目

过程中,还要注意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一套过

工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对该数据的有效性进行判断,并且对相

程清晰、审核人员权责分明以及审核标准完善的工作制度,保证

近的工程项目进行审查。该方法工作量较小,并且工作效率较

整体审核工作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进而提高审核结果的精确性,

高,可以大大降低造价审核人员的审核压力,但是也存在一定

确保审核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为实现最佳审核结果打下基础。

不足,那就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工作误差,审核数据真实性、准确

4.2提高审核人员的专业素质

性无法保证。

建筑项目的成本预结算审核对审核人员具有严格要求,需

3 建筑工程造价的预结算审核工作流程

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实操经验。通过对审核人员实

3.1工程量的审核

施针对性培训,提高其工作能力和实践水平,并有效提高审核工

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内容很多,工

作的质量和效率。在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过程中,影响工程

程量审核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一项环节。同时需要注意由于

造价预结算审核结果的关键因素是审核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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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这也是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的前提和基础。此外,审核人

工程造价部门的定额文件入手,确定各项费用,参考各种文件合

员的实践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核工作的开展,具有丰富

同,严格审查费用定额,避免定额套用造成的预算超标问题。其

实践经验的审核人员可以根据施工进度随时调整审核方法,保

次,建筑工程项目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开展过程中,也需要建立

持审核工作的动态性变化,为保证审核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保证审核人员能够在相关制度下开展审

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施工管理人员在组建审核小组时,不仅

核工作,规范审核行为,防止出现审核人员徇私舞弊的情况与现

要考虑审核人员的专业素养,还要考虑实践经验。除此之外,施

象。同时,监督管理制度的建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建筑工

工管理者还需认真考察审核人员的人品道德,保证审核小组的

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帮助与依据,从而提

每位成员都是品行良好、具有职业道德的综合型人才。

高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的效率与质量水平。

4.3明确预算范围

4.5提高计算机系统在预结算审核中的应用水平

在进行造价审核时,首先要对预结算审核的范围进行明确。

在实践中需要重视与工程造价管理的总体需求相结合,针

只有明确审核范围,才能够为审核工作的开展提供整体的框架

对计算机系统发展的现状制定具体的方案,特别需要积极总结

指导,并为审核工作内容与标准提供依据与支持。在实际的建筑

预决算审核工作的相关经验,了解计算机系统具备的优势,以符

工程项目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中,审核人员需要按照工程预算

合预结算审核工作创新的需要。在制定预结算工作流程的过程

的标准要求进行审核,结合施工情况和设计特点,做好工程内容

中,需要积极考察对预决算审核工作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特别

的分类工作,准确把握施工图纸以及设计更改,做好数据记录和

需要总结一些外部因素,对工程造价管理产生的影响,有效控制

分析,保证审核工作的公平公正。部分施工后的内容和图纸要求

单价信息和工程量信息的准确性,为后续的预结算提供帮助。另

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一定要加强审核工作,对真实竣工状况

外还需要注意将计算机软件与人工操作有机结合,完整的审核

和图纸不符的内容进行调整,严格把控施工材料的用量和各种

工程量信息,确保相关工作程序的简化,合理控制工程量,在合

费用的支出情况。明确预结算审核范围,才可以保证审核结算的

理区间内关注计算机系统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分析各种工

真实性和可靠性。若在预算范围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开展建筑工

艺方法对预结算产生的影响,提升于预结算审核工作的准确性。

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就会造成审核工作无所依据,导致审核

5 结语

工作内容与实际的建筑工程项目造价相背离,严重影响到建筑

综上所述,对于建筑工程而言,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是非常

工程项目的整体施工建设,甚至损害建筑企业或建筑工程项目

必要且重要的。为了能够实现建筑工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

施工单位利益。

大化,应当就建筑工程的实际情况,把握好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

4.4加强全面质量控制

中的重点环节,制定出专业有效的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机制,强

为了提高建筑工程造价预结算审核工作的效率,我们还可

化监督与管理力度,全面提高审核的专业性和准确性,推动工程

以从加强全面质量控制方面入手。首先,我们可以加强对材料价
格的审核。审核工作人员需要尽可能的了解市场情况,以及各种
材料的市场价格和质量等,在审核预算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合同
内容进行审核,按照施工材料记录来对施工具体时间进行确定,
一定要保证施工造价预结算审核的真实性。在审核过程中,部分
工程可以用定额的方式有效避免不必要的问题,尽可能提高审
核工作的效率。除此之外,还可以审核工程各项费用,审核工作
不仅是在工程竣工后进行的,应当贯穿工程的全过程。首先要从

顺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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