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根据近几年考试的分值分布情况，我们复习的重点、次重点和一般掌握应作如下安排：

重点掌握章节

第一章：组织与管理

第二章：成本控制

第三章：进度控制

第六章：合同与合同管理

次重点掌握章节

第四章：质量控制

第五章：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一般掌握章节

第七章：信息管理

1Z2010001Z201000 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1Z201011：建设工程管理的内涵

1.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决策阶段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项目的定义：

①确定项目实施的组织；

②确定和落实建设的地点；

③确定建设任务和原则；

④确定和落实项目建设资金；

⑤确定项目建设的投资、进度、质量目标等。

1Z201012：建设工程管理的任务

1.工程项目管理与建设工程管理的关系

工程项目管理是建设工程管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工程项目管理工作仅限于在项目实施期的工作

建设工程管理涉及项目全过程

2.建设工程管理工作是一种增值服务工作



核心任务是为工程的建设和使用增值。

典型题目：关于建设工程管理内涵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和设施管理即为建设工程管理

B．建设工程管理不涉及项目使用期的管理方对工程的管理

C．建设工程管理是对建设工程的行政事务管理

D．建设工程管理工作是一种增值服务

【答案】D

典型题目：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是为工程的建设和使用增值，其为工程建设增值体现在（ ）。

A．有利于工程节能

B．有利于进度控制

C．提高工程质量

D．有利于工程维护

E．确保工程建设安全

【答案】BCE

1Z2010201Z201020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项目实施阶段管理的主要任务：通过管理使项目目标得以实现。



典型题目：项目实施阶段开展的工作不包括下列（ ）。

A．编制设计任务书

B．编制项目建议书

C．初步设计

D．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E．技术设计

【答案】BD

1.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内涵：自项目开始至项目完成，通过项目策划和项目控制，以使项目

的费用目标、进度目标和质量目标得以实现。（三大目标：对立统一关系）

2.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是：项目的目标控制

【对比】建设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为工程的建设和使用增值。

3.业主方的项目管理往往是该项目的项目管理的核心。业主方是建设工程项目实施过程（生

产过程）的总集成者，也是建设工程项目生产过程的总组织者。



典型题目：关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说法，正确的有（ ）。

A．业主方是建设工程项目生产过程的总组织者

B．建设工程项目各参与方的工作性质和工作任务不尽相同

C．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任务是项目的费用控制

D．施工方的项目管理是项目管理的核心

E．实施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需要有明确的投资、进度和质量目标

【答案】ABE

三控制：费用、进度、质量

三管理：安全、合同、信息

一组织协调：组织和协调

建造师的业务范围并不限于项目实施阶段的工程项目管理工作，还包括项目决策阶段的管理

和项目使用阶段的物业管理（设施管理）工作。

利益 阶段 目标 任务

业主方 业主方

利益

实施阶段

全过程

投资（总投资）、

进度（动用或

交付）、质量

三管三控一协

调

投资方、开发

方、代表其利益

的咨询公司



设计方 本身利益

项目整体

主要在设计阶

段

涉及整个实施

自身三大目标

总投资目标

三管三控一协

调

投资控制

供货方 本身利益

项目整体

主要在施工阶

段

涉及整个实施

自身三大目标 三管三控一协

调

工程总

承包方

本身利益

项目整体

实施阶段

全过程

自身三大目标

总投资目标

三管三管一协

调

+风险，资源管

理

EPC

DB

施工方 本身利益

项目整体

主要在施工阶

段

涉及整个实施

除设计准备

自身三大目标 三管三控一协

调

施工总承包、总

包承管理、分包

典型题目：关于业主方项目管理目标和任务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业主方的投资目标指项目的施工成本目标

B．业主方的进度目标指项目动用或交付使用的时间目标

C．业主方的进度目标指项目竣工的时间目标

D．业主方项目管理任务不包括设计阶段的信息管理

【答案】B

1Z201023 施工方项目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不仅服务于施工方本身的利益，也必须服务于项目的整体利益。

施工总承包方、施工总承包管理方、分包方的成本目标自行决定。

指定分包，签约前必须得到施工总承包方或施工总承包管理方的认可，施工总承包方或施工

总承包管理方应对合同规定的工期目标和质量目标负责。

施工方的项目管理工作主要在施工阶段，也涉及设计阶段、到动用前的准备阶段和保修期。

工程项目咨询管理服务

业主方引进的，属于业主方项目管理的范畴。

施工企业委托项目管理咨询公司对某个方面提供的咨询服务，也属于施工方项目管理的范



畴。因此，施工方项目管理不能认为只是施工企业对项目的管理。

典型题目：关于施工方项目管理目标和任务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施工方项目管理只是施工企业对项目的管理

B．施工方项目管理不涉及动用前准备阶段

C．施工方成本目标由施工企业根据其生产和经营情况自行确定

D．施工方不对业主方指定分包承担的目标和任务负责

【答案】C

1Z2010001Z201000 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1Z2010301Z201030 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

一、系统。建设工程项目作为一个系统。（项目是一次性）

二、系统目标实现的因素

①组织因素：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②人的因素：包括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③方法与工具：包括管理的方法与工具以及生产的方法与工具。



系统的目标决定了系统的组织，而组织是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控制项目目标的措施：

组织措施，

管理措施，

经济措施，

技术措施。

典型题目：下列组织论基本内容中，属于相对静态的组织关系的有（ ）。

A．组织分工

B．物质流程组织

C．信息处理工作流程组织

D．管理工作流程组织

E．组织结构模式

【答案】AE

组织工具，是组织论的应用手段，用图或表等形式表示各种组织关系：

▲项目结构图▲组织结构图 ▲合同结构图▲工作流程图

▲工作任务分工表▲管理职能分工表



1Z201031 项目结构分析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一、项目结构图

一个组织工具，它通过树状图的方式对一个项目的结构进行逐层分解，以反映组成该项目的

所有工作任务。

矩形表示工作任务（项目组成）

矩形框用连线表示。

项目结构图项目结构图

项目结构分解没有统一的模式，项目结构分解原则：

（1）考虑项目进展的总体部署；



（2）考虑项目的组成；

（3）有利于项目实施任务的发包和有利于项目实施任务的进行，并结合合同结构；

（4）有利于项目目标的控制；

（5）结合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等。

二、项目结构的编码

目的：为了有组织地储存信息、方便信息的检索和信息的加工整理

（1）项目结构编码

（2）项目管理组织结构编码

（3）项目实施的工作项编码

（4）投资项、进度项编码、进度进展报告和各类报表编码

（5）合同编码、工作档案编码等……

项目结构的编码依据项目结构图，项目结构图和项目结构的编码是编制上述其他编码的基

础。

典型题目：项目结构信息编码的依据是（ ） 。

A．项目管理结构图

B．项目组织结构图

C．项目结构图

D．系统组织结构图

【答案】C

1Z201032 组织结构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一、基本的组织结构模式

组织结构模式可用组织结构图来描述，组织论的三个重要的组织工具，项目结构图、组织结



构图和合同结构图。

组织结构图

反映一个组织系统中各组成部门（组成元素）之间的组织关系（指令关系）。

典型题目：下列关于项目结构图、组织结构图和合同结构图的论述，不正确的是（ ）。

A．项目结构图反映了该项目工作任务的组成关系

B．组织结构图中的矩形框表示组织系统中的各工作部门



C．合同结构图中矩形框表示项目的参与单位

D．合同结构图中矩形框之间采用单向箭线连接

【答案】D

组织结构模式的分类

组织论 组织

结构模式

职能组织结构 指令关系

（组织关系）

相对静态

线性组织结构

矩阵组织结构

组织

分工

工作任务分工 工作任务和

管理职能分工

相对静态

管理职能分工

工作流程组织 管理工作流程组织 逻辑关系 动态

信息处理工作流程

组织

物质流程组织

一个指令、指令长

2 个指令、大型项目



图矩阵组织结构

二、组织结构的特点及运用

分类 指令源 优点 缺点 适用范围

职能组织结构 多个 对直接和非直接下

属下达指令

可能有多个矛盾的

指令源（影响运行）

线性组织结构 一个 每一个部门只有唯

一的指令源

在特大型组织中指

令路径过长

常用模式、不能用

于特大组织

矩阵组织结构 两个 横向和纵向下达指

令

指令矛盾时由最高

指挥协调或决策

较新型的、适宜大

的组织

典型题目：下列关于职能组织结构、线性组织结构、矩阵组织结构的论述，正确的是（ ）。

A．线性组织结构来自军事组织系统，指令源是唯一的，不能跨部门指挥，但可以越级指挥

B．职能组织结构中，每一个部门均可对其直接和非直接的下属部门下达工作指令

C．矩阵组织结构是一种较新型的组织结构，指令源有两个，不适用于大型组织系统

D．矩阵组织结构必须听从纵向工作部门指令

【答案】B

考点 相似

工作任务分工表 1.特点

每一个任务，都有至少一个主办工

作部门。

运营部和物业开发部参与整个项

目实施过程，而不是在工程竣工前

才介入工作

2.编表步骤：

1.各编各的

2.随时调整

3.施工组织设计的一部分



任务分解→明确工作任务（项目经

理、主管部门或人员）→编表

管理职能分工表 1.区分各管理职能

该表也可用于企业管理。

2.多数企业习惯：岗位责任描述书

---管理职能分工表---辅以使用

管理职能分工描述书

1Z201034 管理职能分工

管理的环节

各方都应该编制各自的工作流程组织的任务。

工作流程图反映一个组织条件中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工作流程组织 管理工作 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

付款和设计变更等流程

信息处理工作 与生成月度进度报告有关的数据

处理流程

物质流程组织 钢结构深化设计工作流程，

弱电工程物资采购工作流程，

外立面施工工作流程等。

1Z2010401Z201040 建设工程项目策划建设工程项目策划

一、概念

1.是通过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针对建设工程项目的决策和实施，

或决策和实施中的某个问题，进行组织、管理、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科学分析和论证，旨在

为项目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增值。

【回忆】建设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是为建设和使用增值。



2.工程项目策划的过程，其实质是知识管理的过程。

3.工程项目策划是一个开放性的工作过程，需要整合多方面专家的知识。

1Z201041、42 项目决策阶段、实施阶段策划的工作内容

1.主要任务

决策阶段：定义（指的是严格地确定）项目开发或建设的任务和意义。

实施阶段：确定如何组织该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回忆】决策阶段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项目的定义。

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策划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和深度，在理论上和工程实践中并没有统一的

规定。

2.基本内容：

决策阶段

①项目环境和条件调查与分析；

②项目定义和项目目标论证；

③组织策划（决策期…，实施期组织总体方案）；

④管理策划（项目实施期、运营期设施、运营期经营管理总体方案）；

⑤合同策划（决策期…，实施期合同结构总体方案）；

⑥经济策划（分析、融资方案、资金需求量计划）；

⑦技术策划（技术分析和论证）。

实施阶段

①实施的环境和条件调查分析；

②项目目标分析和再论证；

③项目实施的组织策划；



④项目实施的管理策划（项目管理、风险、保险）；

⑤项目实施的合同策划；

⑥项目实施的经济策划（…融资方案的深化分析）；

⑦项目实施的技术策划（与策划区分…“深化”）

⑧项目实施的风险策划。

【总结】决策阶段策划和实施阶段策划的主要任务对比

项目决策阶段 项目实施阶段

任务 定义项目开发或建设的任务和意

义

确定如何组织该项目的开发或建

设

内容 （1）项目环境和条件的调查和分

析

（2）项目定义和项目目标论证

（3）组织策划

（4）管理策划

（5）合同策划

（6）经济策划

（7）技术策划

（1）项目实施的环境和条件的调

查与分析

（2）项目目标的分析和再论证

（3）项目实施的组织策划

（4）项目实施的管理策划

（5）项目实施的合同策划

（6）项目实施的经济策划

（7）项目实施的技术策划

（8）项目实施的风险策划

【总结】决策阶段策划和实施阶段策划内容比较

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

项目环境和条件的调查分析 自然、宏观经济、政策、市场、建

设环境

自然、建设政策、建筑市场、建设

环境、建筑环境

项目定义和项目目标论证 （1）确定项目建设的目的、宗旨

和指导思想

（2）项目的规模、组成、功能和

标准的定义

（3）项目总投资规划和论证

（4）建设周期规划和论证

（1）投资目标的分解和论证

（2）编制项目投资总体规划

（3）进度目标的分解和论证

（4）编制项目建设总进度规划

（5）项目功能分解

（6）建筑面积分配

（7）确定项目质量目标

组织策划 （1）决策期的组织结构

（2）决策期任务分工

（3）决策期管理职能分工

（4）决策期工作流程

（5）实施期组织总体方案

（6）项目编码体系分析

（1）业主方项目管理的组织结构

（2）任务分工和管理职能分工

（3）项目管理工作流程

（4）建立编码体系

管理策划 （1）项目实施期管理总体方案

（2）生产运营期设施管理总体方

（1）项目实施各阶段项目管理的

工作内容



案

（3）生产运营期经营管理总体方

案

（2）项目风险管理与工程保险方

案

合同策划 （1）决策期的合同结构

（2）决策期的合同内容和文本

（3）实施期合同结构总体方案

（1）方案设计竞赛的组织；

（2）项目管理委托、设计、施工、

物资采购的合同结构方案；

（3）合同文本

经济策划 （1）项目建设本分析

（2）项目效益分析

（3）融资方案

（4）编制资金需求量计划

（1）资金需求量计划

（2）融资方案的深化分析

技术策划 （1）技术方案分析和论证

（2）关键技术分析和论证

（3）技术标准、规范的应用和制

定

（1）技术方案深化分析和论证

（2）关键技术的深化分析和论证

（3）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应用和

制定

典型题目：下列建设工程项目策划工作中，属于实施阶段策划的是（ ）。

A．编制项目实施期组织总体方案

B．编制项目实施期管理总体方案

C．编制项目实施期合同结构总体方案

D．制订项目风险管理与工程保险方案

【答案】D

1Z2010001Z201000 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1Z2010501Z201050 建设工程项目采购的模式建设工程项目采购的模式

1Z201051、1Z201052 项目管理委托模式



国际上，项目管理咨询公司所提供服务的工作性质属于工程咨询（工程顾问）服务。

国际上业主方项目管理的方式

自行管理 委托项目管理公司 业主与咨询管理

公司共同管理

设计任务委托模式：

我国业主方主要通过设计招标的方式选择设计方案和设计单位。

国际上不少国家有设计竞赛条例，设计竞赛与设计任务的委托并没有直接联系。

设计任务委托模式

委托总负责单位设计 平行委托多个单位设计

1Z201053 项目总承包的模式（重要考点）

工程总承包企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

工程总承包可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对

总承包企业负责。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模式

设计+施工总承包（DB）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

【优点】实现生产过程的组织集成化，为项目建设增值，多数采用变动总价合同。克服施工

和设计分离，节约投资、进度提前。

在国际上，民用项目总承包的招标多数采用项目功能描述的方式，而不采用项目构造描述的

方式（国内）。



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方的工作程序如下：

阶段 内容

（1）项目启动 任命项目经理，组建项目部

（2）项目初始阶段 项目策划，编制项目计划，开工会议；项目协调程序，设计基础数据；编制计划

（各类计划），定项目控制基准等

（3）设计阶段 编制初步设计或基础工程设计文件，进行设计审查，编制施工图设计或详细工程

设计文件

（4）采购阶段 采买、催交、检验、运输、与施工办理交接手续

（5）施工阶段 开工前的准备工作，现场施工，竣工试验，移交工程资料，办理管理权移交，进

行竣工决算

（6）试运行阶段 对试运行进行指导和服务

（7）合同收尾 取得合同目标考核证书，办理决算手续，清理各种债权债务；缺陷通知期限满后

取得履约证书

（8）项目管理收尾 办理项目资料归档，进行项目总结，对项目部人员进行考核评价，解散项目部

1Z201054 施工任务委托的模式

概念 合同承发包

施工总承包 一个施工单位或多个组成的联合

体或合作体

业主→总包→分包

施工总承包管理 一个施工单位或多个组成的联合

体或合作体

业主→总包管理，

业主→分包

平行发包 委托多个施工单位进行施工 业主→多个施工单位



施工总承包管理与施工总承包模式的比较

施工总承包（等图纸） 施工总承包管理（不等图）

投资 （1）投标报价有依据（施工图设

计）

（2）开工前，就有较明确的合同

价，有利于业主总投资控制

（3）施工中发生变更会引起索赔

（1）部分施工图完成后，可就该部分招标；分包合

同的投标报价和合同价以施工图为依据

（2）在总承包管理单位招标时，只确定施工总承包

管理费用，不确定总造价，可能成为业主总投资的风

险；

（3）多数情况下，业主与分包人签约，增加业主方

风险

进度 施工图设计全部结束后，

才进行施工总承包的招标。所以建

设周期长（最大缺点）

不需要等待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再进行总承包管理的

招标，分包合同招标也可提前，有利于缩短建设周期

质量 质量取决于总包方管理和技术水

平

（1）分包人的质量控制由总承包管理单位进行

（2）“他人控制”，质量控制有利

（3）减轻业主方管理的工作量

合同 （1）一次招标， （1）一般情况，分包合同都由业主签订，业主招标



有利于合同管理；

（2）实践中，采用费率招标，对

业主方的合同管理和投资控制不

利

及合同管理工作量大

（2）分包价款，两方可支付，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

支付有利于其对分包人的管理

组织协调 业主只对总包单位，比平行发包协

调工作少，对业主有利

总承包管理单位负责。

基本出发点：减轻业主的协调工作(对业主有利)

委托范围 总承包管理不具体施工，如施工需参加招投标

工作开展程

序不同

设计完成→总承包招标→施工 部分施工图完成→招标→施工，缩短建设周期

合同关系 直接与分包单位签 业主（多数）、总承包管理均可与分包单位签

分包单位的

选择和认可

总承包单位选择，业主认可

（对方认可）

若业主选择，总承包管理单位认可（对方认可）

对分包单位

的付款

总承包单位支付 业主、总承包管理单位都可支付，业主直接支付需总

包管理单位认可

对分包单位

的管理和服

务

既负责对现场施工的总体管理和协调，也要负责向分包人提供相应的配合施工服务。提供

的某些设施和条件，如搭设脚手架、临时用房，如果分包人需要使用，应由双方协商费用

（指挥）

施工总承包

管理的合同

价格

只确定施工总承包管理费，合同总价不是一次确定。

分包合同价对业主是透明的

典型题目：在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下，对分包单位管理的特点，错误的有（ ）

A．分包工程款可以通过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支付，也可由业主直接支付

B．分包合同价对业主是透明的，有利于业主方控制投资

C．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有责任对分包人的质量和进度进行控制

D．一般情况下，分包合同由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与分包单位签订

【答案】D

典型题目：下列关于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的说法，正确的是（ ）。

A．业主负责所有分包合同的招标、谈判和签约，合同管理工作量大

B．分包单位的选择和付款须经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认可

C．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负责管理分包单位的施工质量、进度、安全、组织协调，并向分包

单位提供配合施工的服务

D．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的招标必须依赖完整的施工图，开工日期较迟，建设周期较长，对



进度控制不利

E．在开工前就有比较明确的合同价，有利于业主的总投资控制

【答案】ABC

物资采购的模式

1.国际上物资采购模式：

（1）业主方自行采购

（2）与承包商约定某些物资为指定供货商

（3）承包商采购等。发包人不得指定生产厂、供货商

2.物资采购管理应遵循的程序

①明确采购产品或服务的基本要求、采购分工及有关责任；

②进行采购策划，编制采购计划；

③进行市场调查，选择合格的产品供应或服务单位，建立名录；

④采用招标或协商等方式实施评审工作，确定供应或服务单位；

⑤签订采购合同；

⑥运输、验证、移交采购产品或服务；

⑦处置不合格产品或不符合要求的服务；

⑧采购资料归档。

典型题目：关于建设工程物资采购管理的说法，正确的有（ ） 。

A．物资采购结束后应将采购资料归档

B．物资采购应符合工程进度、安全和成本管理等要求

C．工程建设物资由工程承包单位自行采购的，发包单位可以指定生产厂或供应商

D．物资采购应明确采购产品或服务的基本要求、采购分工及有关责任



E．物资采购应符合有关合同和设计文件规定的数量、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

【答案】ABDE

1Z2010601Z201060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的内容和编制方法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划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特点：纲领性文件，动态调整的

范围：涉及项目整个实施阶段，属于业主方项目管理的范畴

编制：业主（工程总承包方），其他各参与单位编制各自的管理规划

分类：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和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与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对比分析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编制人 组织的管理层或委托的项目管理单位编制 由项目经理组织编制

项目管理规划大纲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编制程序 1、明确项目需求和项目管理范围；

2、确定项目管理目标；

3、分析项目实施条件，进行项目工作结构分解；

4、确定项目管理组织模式、组织分工和职责分工；

5、规定项目管理措施；

6、编制项目资源计划；

7、报送审批。

1、了解相关方的要求；

2、分析项目具体特点和环境条

件；

3、熟悉相关的法规和文件；

4、实施编制活动。

内容 各项规划 各种计划

典型题目：根据《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项目管理实施规划应由（ ）组织编制。

A．项目经理

B．项目技术负责人

C．企业技术负责人

D．企业生产负责人

【答案】A

1Z2010701Z201070 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和编制方法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和编制方法

1Z201070 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



定义：以施工项目为对象编制的，用以指导施工的技术、经济和管理的综合性文件。

作用：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

1.施工组织设计的基本内容

分类 内容

工程概况 项目的性质、规模、建设地点、地形、水文气象、资源、施工环境与条件等

施工部署及施工方案

（安排施工顺序）

结合人、材、机、资金、施工方法等，全面部署施工任务，合理安排施工顺序、

确定施工方案；

定性与定量分析，选择最佳施工方案

施工进度计划

（时间上的安排）

反映最佳施工方案在时间上的安排，达到优化配置，编制人力和时间安排计划、

资源需求计划和施工准备计划

施工平面图

（空间上的全面安排）

文明施工文明施工

施工方案及施工进度计划在空间上的全面安排，……合理布置施工现场，使整个

现场能有组织地进行文明施工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技术经济效益的（技术经济效益的

全面评价）全面评价）

衡量组织施工的水平，对文件的技术经济效益进行全面评价

2.施工组织设计的分类及其内容

施工组织总设计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

审批人 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 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或

技术负责人授权的技术

人员）

项目技术负责人

对象 群体工程 单位工程 分部（分项）工程或专项

工程

内容 ①工程概况

②总体施工部署

③施工总进度计划

④总体施工准备与主要

资源配置计划；

⑤主要施工方法；

⑥施工总平面布置

①工程概况

②施工部署

③施工进度计划

④施工准备与资源配置

计划

⑤主要施工方案

⑥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①工程概况

②施工安排

③施工进度计划

④施工准备与资源配置

计划

⑤施工方法及工艺要求

【少图】

组织

编制

项目负责人

典型题目：下列施工组织设计内容中，属于专项施工方案的有（ ）。

A．施工安排

B．施工进度计划

C．施工现场平面布置



D．施工方法及工艺要求

E．资源配置计划

【答案】ABDE

达到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编

制专项施工方案，并附具安全验算结果：

①基坑支护与降水工程；

②土方开挖工程；

③模板工程；

④起重吊装工程；

⑤脚手架工程；

⑥拆除爆破工程；

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后实施；

（审批）

其中深基坑、地下暗挖、高大模板，应组织专家论

证

2.施工组织设计的动态管理

（1）施工组织设计应及时进行修改或补充的情况：

1）工程设计有重大修改；

2）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实施、修订和废止；

3）主要施工方法有重大调整；

4）主要施工资源配置有重大调整；

5）施工环境有重大改变。

（2）经修改或补充的施工组织设计应重新审批后实施。

1Z2010001Z201000 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1Z2010801Z201080 建设工程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建设工程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



二、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纠偏措施

组织措施 调整项目组织结构、任务分工、管理职能分工、

工作流程组织、管理班子人员

管理措施 合同措施、管理方法和手段、强化合同管理、承发

包模式

经济措施 加快工程施工进度所需资金

技术措施 调整设计、改变施工方案、施工机具、施工新材料

的使用

典型题目：下列项目目标动态控制的纠偏措施中，属于技术措施的有（ ）。

A．调整工作流程组织

B．调整进度管理的方法和手段

C．改变施工机具

D．改进施工方法

E．调整项目管理职能分工

【答案】CD

三、项目目标的动态控制和主动控制

动态控制的核心：比较、纠偏（同时存在）



为避免项目目标偏离的发生，还应重视事前的主动控制，即事先分析，采取预防措施。

1Z201082、1Z201083 动态控制在进度、投资控制中的应用

一、步骤

1.目标逐层分解

2.目标进行动态跟踪和控制收集→比较→纠偏

3.如有必要，调整目标

分解：总进度规划、工程总进度计划、项目各子系统和各子项目工程进度计划等

进度控制周期：一般的项目控制周期为一个月，重要的，可定为一周或一旬。比较计划值和

实际值时。

二、投资的计划值和实际值的比较

（计划值和实际值，相对而言）

1Z2010901Z201090 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工作性质、任务和责任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工作性质、任务和责任

1Z201091 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工作性质

取得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是否担任工程项目施工的项目经理，由企业自主决定。

项目经理是受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委托，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

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明确项目经理的姓名、职称、注册证书编号等。

正式聘用：劳动合同、社保证明。



典型题目：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 一 0201），除在专用合同条

款中明确的事项外，承包人必须向发包人提交（ ），项目经理才能履行职责。

A．项目经理与承包人之间的劳动合同

B．项目经理工作履历

C．项目经理持有的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D．承包人为项目经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有效证明

E．项目经理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答案】AD

1Z201092 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任务



职责：必须做的且要承担责任，不需要请示上级，项目经理有自主权。

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职责

（施工管理过程中）

①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

②严格财务制度，加强财经管理，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个人利益；

③执行承包合同中项目经理负责履行的条款；

④有效控制施工，执行技术规范标准，确保工期和质量，实现安全文明生产，

提高经济效益

项目经理的管理权力

（承担施工管理过程

中）

①组织项目管理班子

②以企业法人的代表身份处理有关外部关系；受托签署合同

③指挥项目建设的生产经营活动，调配并管理各生产要素

④选择施工作业队伍

⑤进行合理的经济分配

⑥企业法人授权的其他管理权力

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往往是一个施工项目施工方的总组织者、总协调者和总指挥者。

项目经理的任务包括行政管理、项目管理。在项目管理方面的主要任务：三控制、三管理、

一协调。

1Z201093 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的责任



项目经理的责任：

应承担施工安全和质量责任，要加强对建筑企业项目经理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对发生重大

工程质量事故或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项目经理，必须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项目经理对施工承担全面管理的责任；工程项目施工应建立以项目经理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

系统，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项目经理在工程项目施工中处于中心地位，对工程项目施工负

有全面管理的责任。

项目经理由于主观原因，或由于工作失误有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政府追究法律责任，企业追究经济责任。

如果由于项目经理的违法行为而导致企业的损失，企业也有可能追究其法律责任。

1Z201094 项目各参与方之间的沟通方法

1.沟通过程的要素（5）

沟通主体 主导地位

沟通客体 沟通对象，积极的能动作用

沟通介体 保证沟通过程的正常开展（沟通内容、方法）

沟通环境 社会整体环境、区域环境



沟通渠道 实施沟通过程和提高沟通功效的专业环节，比如开

会、讨论、座谈

2.沟通过程的分析

3.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 表达能力、争辩能力、倾听能力、设计能力

沟通能力两个因素 思维是否清晰，能否有效地收集信息，并作出逻辑

的分析和判断（更重要）

能否贴切地表达出自己的思维过程和结果

沟通两要素 思维、表达

沟通两层面 思维的交流

语言的交流

4.沟通障碍

发送者的障碍 情绪、倾向、个人感受、表达能力、判断力影响信

息的传递。表达能力不佳、信息传送不全、信息传

递不及时或不适时、知识经验的局限、对信息的过

滤

接受者的障碍 信息译码的不准确；对信息的筛选；对信息的承受

力；心理上的障碍；过早地评价情绪

沟通通道的障碍 选择沟通媒介不当（重要事情不能口头）；

几种媒介相互冲突（几种形式）；

沟通渠道过长（组织机构庞大）；

外部干扰（噪声、机器故障、距离）

沟通障碍的形式

组织的沟通障碍 如组织机构过于臃肿、机构设置不合理。

个人的沟通障碍 个性因素所引起的障碍；知识、经验水平的差距所

导致的障碍；个性记忆不佳所造成的障碍；对信息

的态度不同所造成的障碍；相互不信任所产生的障

碍；沟通者的畏惧感以及个人心理品质也会造成沟

通障碍

1Z2010945 施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

一、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

1.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材料、机械设备、技术和资金管理。

2.项目资源管理的全过程包括项目资源计划、配置、控制和处置。

3.项目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是调动所有项目参与人的积极性，在项目承担组织的内部和外部



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以实现项目目标。

4.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步骤：

（1）编制人力资源规划；

（2）通过招聘增补员工；

（3）通过解聘减少员工；

（4）进行人员甄选，经过以上四个步骤，可以确定和选聘到有能力的员工；

（5）员工的定向；

（6）员工的培训；

（7）形成能适应组织和不断更新技能与知识的能干的员工；

（8）员工的绩效考评；

（9）员工的业务提高和发展。

二、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

用工的

分类

企业自有职工、劳务分包企业用工、施工企业直接

雇佣的短期用工（临时工）

用工

管理

按规定办理用工手续，不得使用零散工；

自用工之日起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一式三份；

不允许劳务分包企业使用未签订合同的劳动者；

建筑施工企业在当地建筑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如实

填报劳务档案中的有关情况（变更 7 工作日内处理）

工资

支付

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标准，

每季度末结清，发放给本人；

延期支付工资，不得超过 30 日。

1Z2010001Z201000 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1Z2011001Z201100 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1Z201101 项目的风险类型

一、内涵

1.风险：损失的不确定性。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风险，是指可能出现的影响项目目标实现的



不确定因素。

2.风险量：反映不确定的损失程度 f，和损失发生的概率 P。

二、建设工程项目的风险类型

参建单位都应建立各自的风险管理体系。

建设工程施工风险的类型：【考举例】

组织风险（人的能力）；

经济与管理风险；

工程环境风险（自然、水文地质、气象、火灾、爆炸）；

技术风险（施工方案、工程物资、机械、设计文件）。

典型题目：下列建设工程项目风险中，属于经济与管理风险的有（ ）。

A．事故防范措施和计划

B．工程施工方案

C．现场与公用防火设施的可用性



D．承包方管理人员的能力

E．引起火灾和爆炸的因素

【答案】AC

1Z201102 项目风险管理的工作流程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50326—2017

项目风险管理应包括下列程序：

1.风险识别；收集风险信息、确定风险因素、编风险识别报告。

2.风险评估；分析风险发生概率、分析风险的损失量、确定风险等级。

3.风险应对；风险规避、减轻、自留、转移。

4.风险监控；随工程进展预测可能发生的风险并进行监控、提出预警。

1Z2011101Z201110 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建设工程监理的工作性质、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一监理的工作性质



签字权 总监理工程师 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监理工程师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

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

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现

场

管

理

监理依据 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

监理方法 旁站、巡视、平行检验

安全隐患 一般隐患 要求施工单位整改

严重隐患 要求停工，报建设单位

拒不执行 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不符情况 施工不符合 要求施工单位改正

设计不符合 报告建设单位要求设计

单位改正

（二）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设计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编写设计要求文件；组织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竞赛或设计招标，协助业主选择勘察设计单位；

拟订和商谈设计委托合同；配合设计单位开展技术经济分析，参与设计方案的比选；参与设

计协调工作；参与主要材料和设备的选型（视业主的需求而定）；审核或参与审核工程估算、

概算和施工图预算；审核或参与审核主要材料和设备的清单；参与检查设计文件是否满足施

工的需求；设计进度控制；参与组织设计文件的报批。

2.施工招标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拟订或参与拟订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方案；

（2）准备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条件；

（3）协助业主办理招标申请；

（4）参与或协助编写施工招标文件；

（5）参与建设工程施工招标的组织工作；

（6）参与施工合同的商签。

3.材料和设备采购供应的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制定（或参与制定）材料和设备供应计划和相应的资金需求计划；

（2）通过材料和设备的质量、价格、供货期和售后服务等条件的分析和比选，协助业主确

定材料和设备等物资的供应单位；

（3）起草并参与材料和设备的订货合同；

（4）监督合同的实施。

4.施工准备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与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

（2）参与设计单位向施工单位的设计交底；

（3）检查施工单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和人员资格；

（4）检查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5）审核分包单位资质条件；

（6）检查施工单位的试验室；

（7）查验施工单位的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8）审查工程开工条件，签发开工令。



5.工程施工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施工阶段

监理工作

任务

①施工阶段的质量控制：核验测量放线；参与工程验收及质量评定；审查工程材料、构配件、

设备质量证明资料，抽检其质量；审查“四新”论证材料；检查施工单位测量检测仪器设备的

定期证明文件；质量问题、事故的处理等。（施工过程中进行的）

②施工阶段的进度控制：监督按合同工期施工；审查进度计划；建立进度台账，向业主报告进

度及存在问题

③施工阶段投资控制；工程款支付、审查变更、处理索赔、审查竣工结算申请等；

④施工阶段的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编制应急预案并参与演练、审查安全

规章制度、安全人员的配备情况等

6.竣工验收阶段建设监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1）督促和检查施工单位及时整理竣工文件和验收资料，并提出意见；

（2）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3）组织工程预验收，参加业主组织的竣工验收，并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4）编制、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并提交给业主。

7.施工合同管理方面的工作

（1）拟订合同结构和合同管理制度，包括合同草案的拟订、会签、协商、修改、审批、签

署和保管等工作制度及流程；

（2）协助业主拟订工程的各类合同条款，并参与各类合同的商谈；

（3）合同执行情况的分析和跟踪管理；

（4）协助业主处理与工程有关的索赔事宜及合同争议事宜。

三监理的工作方法

监理程序：

（1）组成项目监理机构，配备满足的人员与设施；

（2）编制工程建设监理规划，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3）实施监理服务；

（4）组织工程竣工预验收，出具监理评估报告；



（5）参与工程竣工验收签署建设监理意见；

（6）建设监理业务完成后，向业主提交监理工作报告及工程监理档案文件。

监理规划 监理实施细则

时间要

求

签订委托监理合同及收到设计文件后开始编制，

第一次工地会议前报送业主。

施工开始前编制完成

编制 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理工程师

审批 监理单位技术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编制依据 内容

监理规

划

①法律法规及项目审批文件；

②标准、设计文件和技术资料；

③监理大纲、合同文件

①工程概况；

②监理工作范围、内容、目标、依据、程序、

制度、工作方法及措施；

③监理机构组织形式、人员配备、岗位职责；

④监理设施

监理实

施细则

①已批准的监理规划；

②标准、设计文件和技术资料；

③施工组织设计

①专业工程特点；

②监理工作流程、控制要点及目标值、方法

和措施

典型题目：根掘《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工程建设监理规划应在（ ）后开始编制。

A．第一次工地会议

B．建设单位指定日期

C．签订委托监理合同

D．施工单位进场

E．收到设计文件

【答案】CE

1Z2020001Z202000 建设工程项目成本控制建设工程项目成本控制

1Z2020101Z202010 成本管理的任务与措施成本管理的任务与措施

1Z202011 成本管理的任务和程序

施工成本是指在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生产费用的总和。

直接成本：构成工程实体或有助于工程实体形成的各项费用支出，可以直接计入工程对象。

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等。



间接成本：准备施工、组织和管理施工生产的全部费用支出，非直接用于也无法直接计入工

程对象。

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交通费等。

成本管理就是在保证工期和质量满足要求的情况下，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组、合、经、技），

把成本控制在计划范围内，并进一步寻求最大程度的成本节约。

成本管理的任务：

1.成本计划

2.成本控制

3.成本核算

4.成本分析

5.成本考核

【总结】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前提/依据。

1.成本计划编制

以货币形式编制的书面方案。

作用：

（1）是建立施工项目成本管理责任制、开展成本控制和成本核算的基础；

（2）是项目降低成本的指导文件；

（3）是设立目标成本的依据，是目标成本的一种形式。

1.成本计划编制

一般由施工单位编制。

具体编制：可按成本组成、项目构成（各单位工程或单项工程）、工程实施阶段（基础、主

体、安装、装修，或者月、季、年等），也可结合使用。



编制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与其他计划相结合（施工方案、生产进度计划、材料供应及消

耗计划等）、采用先进技术经济定额、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适度弹性。

2.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应贯穿于项目从投标阶段直至保证金返还的全过程，是企业全面成本管理的重要环

节。

分为事先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

3.成本核算

施工成本核算包括两个基本环节。

一是：按照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对施工成本进行归集和分配，计算出施工成本的实际发生额；

二是：根据成本核算对象，计算出施工项目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

一般以单位工程为对象，也可灵活划分。

对竣工工程的成本核算，应区分为竣工工程现场成本和竣工工程完全成本，分别由项目经理

部和企业财务部门进行核算分析，目的在于分别考核项目管理绩效和企业经营效益。

1Z2020201Z202020 成本计划成本计划

典型题目：对竣工项目进行工程现场成本核算的目的是( )。

A ．评价财务管理效果

B ．核算企业经营效益

C ．考核项目管理绩效

D ．评价项目成本效益

【答案】C

4.成本分析

成本分析是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对成本的形成过程和影响成本升降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寻



求进一步降低成本的途径，包括有利偏差的挖掘和不利偏差的纠正。

成本分析贯穿于成本管理的全过程，在成本的形成过程中进行分析。

成本偏差的控制：分析是关键，纠偏是核心。

5.施工成本考核

将成本的实际指标与计划、定额、预算进行对比和考核，评定计划完成情况及责任者的业绩，

给予奖惩。

成本考核是实现成本目标责任制的保证，和实现决策目标的重要手段。

二、成本管理的程序

（1）掌握生产要素的价格信息。

（2） 确定项目合同价。

（3）编制成本计划，确定成本实施目标。

（4） 进行成本控制。

（5）引进行项目过程成本分析。

（6）进行项目过程成本考核。

（7）编制项目成本报告。

（8） 项目成本管理资料归档。

1Z202012 成本管理的措施

组织

措施

1.组织方面采取的措施。如：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落实施工成本管理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分工、

权利、责任）

2.编制施工成本控制工作计划、确定合理详细的工作流程。

（施工采购计划、施工定额管理和施工任务单管理、施工调度）

3.具备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的规章制度、稳定的作业程序。

一般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

技术

措施

确定最佳的施工方案；确定最合适的施工机械、设备使用方案、先进的施工技术，运用新材料等。

运用技术措施进行纠偏的关键：

（1）要能提出多个不同的技术方案；

（2）要对不同的技术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比较，以选择最佳方案。



经济

措施

经济措施是最易为人们所接受和采用的措施。

如：对施工成本管理目标进行风险分析，并制定防范性对策；严格控制各项开支；落实业主签证并

结算工程款等。（钱）

合同

措施

（1）首选合适的合同结构；

（2）在合同的条款中应仔细考虑一切影响成本和效益的因素，特别是潜在的风险因素；

（合同结构、合同条款、降低风险，风险对策）

典型题目：下列施工成本管理措施中，属于经济措施的有（ ）。

A ．使用外加剂降低水泥消耗

B ．选用合适的合同结构

C ．及时落实业主签证

D ．采用新材料降低成本

【答案】C

1Z202021 成本计划的类型

对于施工项目而言，成本计划的编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成本计划的编制以成本预测为基础，关键是确定目标成本。

一般情况下，成本计划总额应控制在目标成本的范围内。

施工总成本目标确定之后，还需通过编制实施性成本计划把目标成本层层分解，落实到施工

过程每个环节。

1Z202021 成本计划的类型

类型 产生的阶段 编制的依据 采用的定额

竞争性

成本计划

投标及签订合同阶段 招标文件、图纸、工程量

清单

本企业自身的：

工料消耗标准、水平、价

格资料等

指导性

成本计划

选派项目经理阶段

（是项目经理的责任成本目标）

合同价 预算定额

实施性

成本计划

施工准备阶段阶段

（落实项目经理责任目标为出发点）

项目实施

方案

施工定额（通过施工预算

编制）

1Z202021 成本计划的类型

以上三类成本计划相互衔接、不断深化，构成了整个工程项目成本的计划过程。



其中，竞争性成本计划带有成本战略的性质，是施工项目投标阶段商务标书的基础，而有竞

争力的商务标书又是以其先进合理的技术标书为支撑的。因此，它奠定了成本的基本框架和

水平。指导性成本计划和实施性成本计划，都是战略性成本计划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化， 是

对战略性成本计划的战术安排。

1.施工预算与施工图预算的对比

2.“两算”对比（在编制实施性计划成本时需进行）

方法：实物对比法（消耗量）、金额对比法（费用）

（1）人工量及人工费的对比分析

施工定额的用工量一般都比预算定额低。（预算定额考虑的多）

（2）材料消耗量及材料费的对比分析

施工预算的材料消耗量及材料费，一般低于施工图预算。

（3）施工机具费的对比分析

如果施工预算的机具费大量超支，应改变原施工方案。

（4）周转材料使用费的对比分析

施工预算 施工图预算

脚手架根据施工方案确定的搭设方式和材料计算 综合了脚手架搭设方式，按不同结构和高度，以建

筑面积为基础计算

混凝土与模板的接触面积计算 按混凝土体积综合计算

典型题目：关于施工预算和施工图预算比较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施工预算既适用于建设单位，也适用于施工单位

B ．施工预算的编制以施工定额为依据，施工图预算的编制以预算定额为依据

C ．施工预算是投标报价的依据，施工图预算是施工企业组织生产的依据

D ．编制施工预算依据的定额比编制施工图预算依据的定额粗略一些

【答案】B



典型题目：关于施工预算，施工图预算“两算”对比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施工预算的编制以预算定额为依据，施工图预算的编制以施工定额为依据

B“两算”对比的方法包括实物对比法

C 一般情况下，施工图预算的人工数量及人工费比施工预算低

D 一般情况下，施工图预算的材料消耗量及材料费比施工预算低

【答案】B

1Z202022 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和编制程序

一、成本计划的编制依据

（1）合同文件

（2）项目管理实施规划

（3）相关设计文件

（4）价格信息

（5）相关定额

（6）类似项目的成本资料

二、成本计划编制程序

施工成本计划的编制方式有：

1.按成本组成

2.按项目结构

3.按工程实施阶段

1Z202023 按成本组成编制成本计划的方法

按照成本构成要素划分，建筑安装工程费由人工、材料（含工程设备）费、施工机具使用费、

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增值税组成。



施工成本可以按成本构成分解为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和企业管理费等。

典型题目：根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对超额劳动和增收节支而支付给个人的劳

动报酬，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人工费项目中的( )。

A ．奖金

B ．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

C ．津贴补贴

D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答案】 A

典型题目：根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施工企业对建筑以及材料、构件和建筑安

装物进行一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中的（ ）。

A ．措施费

B ．规费



C ．材料费

D ．企业管理费

【答案】 D

典型题目：下列按费用构成要素划分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应计入企业管理费用的有（ ）。

A．固定资产使用费

B．材料采购及保管费

C．管理人员工资

D．检验试验费

E．工具用具使用费

【答案】ACDE

1Z202024 按项目结构编制施工成本计划的方法

项目总成本分解到单项工程和单位工程中，再进一步分解到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中。

编制程序：

1.项目成本目标分解

2.具体分配成本，编制分项工程的成本计划支出。编制计划支出时，要在项目总体层面上考

虑总的预备费，也要在主要的分项工程中安排适当的不可预见费。

1Z202025 按工程实施阶段编制成本计划的方法

按进度编制时，在编制进度网络计划时，

一要考虑进度控制对项目划分的要求；

二要考虑成本支出计划对项目划分的要求。两者兼顾。

两种表示方法：成本计划直方图；

时间—成本累积曲线。



图 时标网络图上按月编制的成本计划

典型题目：关于用时间-成本累计曲线编制成本计划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可调整非关键的工作的开工时间以控制实际成本支出

B ．全部工作必须按照最早开始时间安排

C ．全部工作必须按照最迟开始时间安排

D ．可缩短关键工作的持续时间以降低成本

【答案】A

每一条 S 形曲线，都对应某一特定的过程进度计划。



项目经理可调整非关键线路上的工序项目最早开始时间 ES 或最迟开始时间 LS。

一般而言，所有工作都按最迟开始时间 LS 开始，对节约资金贷款利息是有利的。但同时

也降低了项目按期竣工的保证率，因此项目经理必须合理地确定成本支出计划，达到既节约

成本支出又能控制项目工期的目的。

1Z2020001Z202000 建设工程项目成本控制建设工程项目成本控制

1Z2020301Z202030 成本控制成本控制

1Z202031 成本控制的依据和程序

一、成本控制的主要依据：

1.合同文件；

2.成本计划；

3.进度报告；

4.工程变更与索赔资料；

5.各种资源的市场信息

二、成本控制的程序

要做好成本的过程控制，必须制定规范化的过程控制程序。

1.管理行为控制程序，是成本全过程控制的基础。

2.指标控制程序，是成本进行过程控制的重点。

两程序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

管理行为

控制的程序

①建立项目成本管理体系的评审组织和评审程序；

②建立项目管理体系运行的评审组织和评审程序；

③目标考核，定期检查；

④制定对策，纠正偏差

指标控制

的程序

①确定成本管理分层次目标；

②采集成本数据，监测成本形成过程；

③找出偏差，分析原因；

④制定对策，纠正偏差；



5 调整改进成本管理方法。

1Z202032 成本控制的方法

一、成本的过程控制方法

人工费的控

制

人工费实行：量价分离。

1.人工费的影响因素

（1）社会平均工资水平；（2）生产消费指数；

（3）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4）政府政策；

（5）人工的消耗量。

2.控制人工费的方法

（1）加强劳动定额管理；（2）提高劳动生产率；

（3）降低工程耗用人工工日。

材料费的控

制

量价分离，控制材料用量和材料价格。

量的控

制

定额控制：有消耗定额的材料，以消耗定额为依据，实行限额领料；

指标控制：没有消耗定额的材料，实行计划管理按指标控制，超的必须经过审批；

计量控制：收发计量检查和投料计量检查；

包干控制：部分小型及零星材料，折算成费用，由作业者包干使用。

价格控

制

由采购部门控制。

由买价、运杂费、运输中的合理损耗等组成。应用招标与询价方式控制材料、设

备采购价格。

施工机械

使用费

首先满足施工需要，同时还要考虑到费用的高低和综合经济效益。由台班数量和台班单价两

方面决定。

施工分包费 做好分包工程的询价；订立平等互利的分包合同；

建立稳定的分包关系网络、加强施工验收和分包结算。

二、赢得值（挣值）法

费用=工作量×单价

1.赢得值法的三个基本参数[重点]

二、赢得值（挣值）法

费用=工作量×单价

1.赢得值法的三个基本参数

计算公式

三个基本参数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BCWP）=已完成工作量×预算单价

计划工作预算费用（BCWS）=计划工作量×预算单价

已完工作实际费用（ACWP）=已完成工作量×实际单价

2.赢得值法的四个评价指标

内容 备注



四个评价指标 费用偏差（CV）=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已完工作实

际费用偏差=已完工程量×（预算单价－实际单

价）

1.CV 为负值时，即表示项目运行超出预算值。

2.CV 为正值时，表示项目运行节支，实际费用没

有超出预算费用。

绝对偏差，仅适合于对同一项目作

偏差分析

进度偏差（SV）=已完工作预算费用-计划工作预

算进度偏差=（已完工程量－计划工程量）×预算

单价

1.SV 为负值时，表示进度延误。

2.SV 为正值时，表示进度提前。

内容 备注

四个评价指标 费用绩效指数（CPI）=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BCWP）/已完工作实际费用

（ACWP）

1.CPI 小于 1 时，表示超支

2.CPI 大于 1 时，表示节支

相对偏差，可适用于同一项目和不

同项目之间的偏差分析

进度绩效指数（SPI）=

已完工作预算费用（BCWP）/计划工作预算费用

（BCWS）

1.SPI 小于 1 时，表示进度延误

2.SPI 大于 1 时，表示进度提前

【总结】偏差＞0，比值＞1，节约资金、工期提前，有利。

典型题目：关于赢得值法及相关评价指标的说法，正确的有（ ）。

A.赢得值法可定量判断进度、费用的执行效果

B.理想状态是已完工作实际费用、计划工作预算费用和已完工作预算费用三条曲线靠的很近

并平稳上升

C.进度偏差为负值时，表示实际进度快于计划进度

D.费用（进度）偏差适用于在同一项目和不同项目比较中采用

E.采用赢得值法可以克服进度、费用分开控制的缺点

【答案】 ABE

典型题目：某工程主要工作是混凝土浇筑，中标的综合单价是 400 元/m3，计划工程量是

8000m3。施工过程中因原材料价格提高使实际单价为 500 元/m3,实际完成并经监理工程



师确认的工程量是 9000m3。若采用赢得值法进行综合分析，正确的结论有（ ）。

A.已完工作预算费用 360 万元

B.费用偏差为 90 万元，费用节省

C.进度偏差为 40 万元，进度拖延

D.已完工作实际费用为 450 万元

E.计划工作预算费用为 320 万元

【答案】 ADE

三、偏差分析的表达方法

特点

横道图法 横道图法具有形象、直观、一目了然等优点，它能够准确表达出费用的绝对偏差，而且能

一眼感受到偏差的严重性。

但这种方法反映的信息量少，一般在项目的较高管理层应用。

表格法 表格法是进行偏差分析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其优点如下：

（1）灵活、适用性强；

（2）信息量大；

（3）表格处理可借助于计算机，从而节约大量数据处理所需的人力，并可大大提高速度。

四、偏差原因分析与纠偏措施

（一）偏差原因分析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是三条曲线靠得很近、平稳上升，表示项目按预定计划目



标进行。

四、偏差原因分析与纠偏措施

（二）纠偏措施

1Z2020401Z202040 成本核算成本核算

1Z202041 成本核算的原则、依据、范围、程序

一、成本核算的原则[2021 新增]

成本核算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结合工程成本核算的特点进行。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1）分期核算原则。成本核算的分期应与会计核算的分期相一致，这样便于财务成果的确

定。

( 2） 相关性原则。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方面了解企业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

1Z202041 成本核算的原则、依据、范围、程序

( 3）一贯性原则。成本核算所采用的方法应前后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各期成本核

算资料口径统一，前后连贯，相互可比。

（4）实际成本核算原则。企业应当按实际发生额核算费用和成本。采用定额成本或者计划

成本方法的，应当合理计算成本差异，月终编制会计报表时，调整为实际成本，即必须根据



计算期内实际产量已完工程量以及实际消耗和实际价格计算实际成本。

1Z202041 成本核算的原则、依据、范围、程序

（5） 及时性原则，指企业项目成本的核算，结转和成本信息的提供应当在要求时期内完

成。

（6）配比原则，是指营业收入与其相对应的成本，费用应当相互配合。为取得本期收入而

发生的成本和费用，应与本期实现的收入在同一时期内确认入账。

( 7） 权责发生制原则。其核心是根据权责关系的实际发生和影响期间来确认企业的支出和

收益。

1Z202041 成本核算的原则、依据、范围、程序

（8） 谨慎原则，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成本、会计核算中应当对可能发生的损失和

费用，作出合理预计，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9） 划分收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是指成本，会计核算应当严格区分收益性支出

与资本性支出界限，以正确地计算当期损益。

（10）重要性原则，是指对于成本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内容，应作为核算的重点，力求精确，

而对于那些不太重要的琐碎的经济业务内容，可以相对从简处理。

三、成本核算的范围

工程成本包括从建造合同签订开始至合同完成止所发生的、与执行合同有关的直接费用和间

接费用。

直接费用包括（1）耗用的材料费用 （2）耗用的人工费用（3）耗用的机械使用费（4）其

他直接费用，指其他可以直接计入合同成本的费用。

三、成本核算的范围

直接人工，是指按照国家规定支付给施工过程中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工人以及在施



工现场直接为工程制作构件和运料、配料等工人的职工薪酬。

直接材料，是指在施工过程中所耗用的、构成工程实体的材料、结构件、机械配件和 有助

于工程形成的其他材料以及周转材料的租赁费和摊销等。

机械使用费，是指施工过程中使用自有施工机械所发生的机械使用费，使用外单位施 工机

械的租赁费，以及按照规定支付的施工机械进出场费等。

三、成本核算的范围

其他直接费用，是指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材料搬运费、材料装卸保管费、燃料动力费、临时设

施摊销、生产工具用具使用费、检验试验费、工程定位复测费、工程点交费、场地清理费，

以及能够单独区分和可靠计量的为订立建造承包含同而发生的差旅费、技标费等费用。

间接费用，是指企业各施工单位为组织和管理工程施工所发生的费用。

1Z202042 成本核算的方法

成本

核算

的方

法

表格

核算

法

优点：简便易懂，方便操作，

实用性较好；

缺点：难以实现较为科学严密的

审核制度，精度不高， 覆盖面较

小。

用表格核算法进行工程项目施工各岗位成本的责任核

算和控制，用会计核算法进行工程项目成本核算，两

者互补，相得益彰，确保工程项目成本核算工作的开

展。

会计

核算

法

优点：科学严密，人为控制的因

素较小而且核算的覆盖 面较大；

缺点：对核算工作人员的专业水

平和工作经验都要求较髙。项目

财务部门一般采用此种方法。

1Z2020001Z202000 建设工程项目成本控制建设工程项目成本控制

1Z2020501Z202050 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

1Z202051 成本分析的依据、内容和步骤

一、成本分析的依据

成本分

析的依

据

会计

核算

主要是价值核算

统计

核算

计量尺度比会计宽，可以用货币计算，也可以用实物或劳动量计量。不仅能提供绝对数

指标，还能提供相对数和平均数指标，可以计算当前的实际水平，还可以确定变动速度



以预测发展的趋势。

业务

核算

范围比会计、统计核算要广：不但可以核算已经完成的项目是否达到原定的目的、取得

预期的效果，而且可以对尚未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目的在于迅速取得

资料，以便在经济活动中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

1Z202052 成本分析的方法

一、成本分析的基本方法

1.比较法

（1）实际指标与目标指标对比

（2）本期实际指标与上期实际指标对比

（3）与本行业平均水平、先进水平对比

2.因素分析法（连环置换法）

【例题】商品混凝土目标成本为 443040 元，实际成本为 473697 元，比目标成本增加 30657

元，资料见下表，分析成本增加的原因。

商品混凝土目标成本与实际成本对比表

单位 目标 实际 差额

产量 m3 600 630 +30

单价 元 710 730 +20

损耗率 % 4 3 -1

成本 元 443040 473697 +30657

2.因素分析法（连环置换法）



（1）确定分析对象，计算实际与目标数的差异。

（2）确定该指标是由哪几个因素组成的，

并按照相互关系进行排序。

（先实物量，后价值量；先绝对值，后相对值）

（3）以目标数为基础，各因素的目标数相乘，作为分析替代的基数。

（4）将各个因素的实际数按照已确定的排列顺序进行替换计算，并将替换后的实际数保留

下来。

2.因素分析法（连环置换法）

（5） 将每次替换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前一次的计算结果相比较，两者的差异即为该因素

对成本的影响程度。

（6） 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之和，应与分析对象的总差异相等。

商品混凝土成本变动因素分析表

顺序 连环替代计算 差异（元） 因素分析

目标数 600×710×（1+4%）

第一次替代 630×710×（1+4%） 22152 由于产量增加 30m3，成

本增加 22152 元

第二次替代 630×730×（1+4%） 13104 由于单价提高 20 元，成

本增加 13104 元

第三次替代 630×730×（1+3%） -4599 由于损耗率下降 1%，成

本减少 4599 元

合计 22152+13104-4599=

30657

30657

3.差额计算法

差额计算法是因素分析法的一种简化形式。

4.比率法（相关、构成、动态比率法）



典型题目：下列施工成本分析方法中，用来分析各种因素对成本影响程度的是（ ）。

A．相关比率法

B．连环置换法

C．比重分析法

D．动态比率法

【答案】B

二、综合成本的分析方法

（一）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

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是施工项目成本分析的基础。

1.三算对比：已完工作的预算成本（来自投标报价成本）、目标成本（来自施工预算）、实际

成本（来自施工任务的实际工程量、实耗人工、实耗材料）

2.分别计算实际偏差和目标偏差，分析偏差产生的原因，为今后的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寻求节

约的途径。

3.对于主要的分部分项工程必须进行成本分析，而且要做到从开工到竣工进行系统的成本分

析。

典型题目：关于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的对象为已完分部分项工程



B．必须对施工项目中的所有分部分项工程进行成本分析

C．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是施工项目成本分析的基础

D．主要分部分项工程要从开工到竣工进行系统的成本分析

E．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方法是进行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两者的对比

【答案】ACD

（二）月（季）度成本分析

1.实际成本与预算成本对比，看成本是否降低；

2.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对比，分析目标成本的落实及目标管理中的问题和不足；

3.可以了解成本总量的构成比例和成本管理的薄弱环节。

4.通过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实际与目标对比，分析产量、工期、质量、“三材”节约率、机

械利用率对成本的影响。

5.通过对技术措施执行效果的分析，寻求节约途径。

（三）年度成本分析

1.企业成本要求一年结算一次，不得将本年成本转入下一年度。

2.依据年度成本报表，重点是针对下一年度的施工进展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成本管理措施，

以保证施工项目成本目标的实现。

（四）竣工成本的综合分析

包括三个方面：

1.竣工成本分析；

2.主要资源节超对比分析；

3.主要技术节约措施及经济效果分析。

三、成本项目的分析方法



人工费分析 1.劳务分包合同中的劳务费

2.其他人工费

（1）因实物工程量增减而调整的人工和人工费

（2）定额人工以外的计日工工资

（3）奖励费用

材料费分析 1.主要材料和结构件费用的分析

2.周转材料使用费分析

3.采购保管费分析

4.材料储备资金分析

机械使用费分析 按产量和使用时间（台班）

管理费分析 也通过预算数和计划数的比较

四、专项成本分析方法

四、专项成本分析方法

（一）成本盈亏异常分析

1.检查成本盈亏异常的原因，应从经济核算的“三同步”入手。

2.“三同步”检查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的对比分析来实现（完成多少产值、消耗多少资源、

发生多少成本）

（1）产值与施工任务单的实际工程量和形象进度是否同步;

（2）资源消耗与施工任务单的实耗人工、限额领料单的实耗材料、当期租用的周转材料和

施工机械是否同步;

（3）其他费用的产值统计与实际支付是否同步;



（4）预算成本与产值统计是否同步;

（5）实际成本与资源消耗是否同步。

典型题目：关于施工形象进度、产值统计、实际成本三者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施工形象进度与产值统计所依据的工程量是相同的，但与实际成本计算依据的工程量

不同

B ．施工形象进度、产值统计、实际成本所依据的工程量应是相同的数值

C ．施工形象进度、产值统计、实际成本所依据的工程量都是互不相同的

D ．产值统计与实际成本所依据的工程量是相同的，但不同于形象进度计算所依据的工作

量

【答案】 B

（二）工期成本分析

1.是计划工期成本与实际工期成本的比较分析。

计划工期成本：指在假定完成预期利润的前提下计划工期内所耗用的计划成本

实际工期成本：在实际工期中耗用的实际成本

2.一般采用比较法，然后应用“因素分析法”分析各种因素的变动对工期成本差异的影响程

度。

（三）资金成本分析

1.资金与成本的关系是指工程收入与成本支出的关系。

2.通常采用“成本支出率”指标来表示。

【总结】

施工成本分析

的基本方法

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差额计算法、比率法

综合成本的分析方法 分部分项工程成本分析

月（季）度成本分析



年度成本分析

竣工成本分析

成本项目的分析方法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管理费分析

专项成本分析方法 成本盈亏异常分析、工期成本分析、资金成本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