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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全过程
造价控制措施

关晓帆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广东 广州!"#$$$$#

!摘!要"!探讨水利工程项目全过程造价管控措施"构建完善的造价控制体系"实现项目预期限额成本目标$ 以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为例"阐述了水利工程项目造价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造价管理的重要性"给出策划%设

计%招标投标%施工及竣工等阶段的造价管控措施体系"实现工程全过程造价管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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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工期较长#且含有%规划&设计&招

标及施工'等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成本的阶段( 面

对如此%长期&动态'性的高要求系统工程#为了提升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企业的社会及经济效

益#针对水利建设工程造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工

程造价实施针对性的全过程管控措施#力求将实际

投入成本控制于投资预算范围内#实现限额管控

目标(

$(工程概况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是国务院批准的)珠

江流域综合规划"J$#J*J$K$ 年$+中提出的重要水资

源配置工程#也是国务院要求加快建设的全国 #LJ 项

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J$#" 年 L 月 J$ 日广东省水利厅以)广东省水利厅

关于征求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水量分配成果及

输水线路方案意见的函+"粤水规计函,J$#"-J##$ 号$

.!.



向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中山市&佛山市及顺德区征

求意见( 受水区各市均提出利用西江水资源来满足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强烈要求#沿线各市对工程输

水线路提出了优化意见( 经过综合比较#本阶段采用

的工程建设方案是!工程设计取水口引水流量 M$?

K

N

1/输水线路推荐采用北线方案#干线总长度 OJP?#沿

线设三级泵站#总扬程 ##"?/深圳支线长 #KQKP?#设

一级泵站#设计扬程 KLQM?/东莞支线长 RQ#P?( 工程

总投资 KORQ" 亿元#施工总工期 " 年(

#(水利工程造价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管

控重要性

JQ#!水利工程造价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水利工程建设中#若是工程造价有失科学性及

合理性#会加大工程造价投入#降低企业的社会效益及

经济效益( 常规状况下#%参与建设的人员&设计状况

及环境'等是影响造价的主因( 控制水利工程造价的

各阶段为%项目决策&设计&招标投标&施工及竣工'

等#对这几个阶段实施造价精细化管理#是控制工程造

价成本的关键0#1

( 工程费为控制工程造价的主要因

素#水利工程各施工环节皆涉及造价成本#而工程造价

直接受人员&环境及材料物资等影响#此阶段为物资消

耗主要阶段#若是物资浪费大#就会直接加大工程成本

投入( 若施工者未依规范施工#也会加大投入成本(

故此#为了促进项目建设质量#将工程造价管控于预期

限额内#务必加大项目各阶段造价管控力度(

JQJ!水利工程造价管理控制的重要性

水利工程是惠民工程#为预洪涝灾害及提供水资

源等发挥了巨大效用( 为了促进水利工程顺利建设#

工程投入资金较大#若造价管理缺失#将直接导致造价

的提升( 故此#在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期

间#除了力求确保施工质量之外#亦重点考虑经济性#

即在确保水利工程达到质量标准的同时#亦保障工程

的经济性特质( 目前#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水利工程

企业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力求投入更少资金#经工程

造价管理措施#将工程成本管控于合理范畴#若在水利

工程项目建设上投入资金成本较大#于施工等阶段又

有资金及材料物资上的浪费#将直接造成工程造价与

规范不符的问题发生( 这便要求水利工程项目企业#

若想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务必全面管理控制工程各

阶段的造价投入#将其作为工作重点#充分发挥造价管

控效用#力求最大化降低工程成本#压缩企业投资成

本#最大化地获取经济收益#提升水利工程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促进其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全过程造价控制措施

KQ#!项目决策阶段造价管理措施

项目决策阶段作为工程造价控制的基础#此阶段

的工程造价直接影响后续各阶段资本投入的合理性及

科学性#为工程造价管理要素( 只有确保项目决策的

正确性#方能实现工程造价最优目标( 此阶段造价控

制措施具体如下所述(

KQ#Q#!项目建议书的管理

项目设想阶段#需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条件及效

益等进行论证#这是投资者及建设单位开展工作的参

考依据0J1

( 比如#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于项目

建议书最初时拟定了 R 条管线方案"方案一&二&三&

四$#从可引水量&引水水质&地形地质条件&技术经济

指标&社会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审查意见建议项

目建议书阶段以方案二&方案四作为代表方案做进一

步比选( 各方专家讨论后#在建设总体方案基础上对

工程取水点&交水点进行了优化#并对输水线路方案做

进一步优化#拟定了南&北线两条线路方案进行比选#

本阶段南&北两条输水线路方案不再共用一个过狮子

洋通道#新增加了北线过狮子洋方案( 其中#南线方案

经中山市东凤镇&阜沙镇&三角镇等地#北线方案从顺

德区主城区以北的勒流镇&伦教镇通过(

KQ#QJ!可行性研究工作

建议书通过后#组织专家从技术及经济角度综合

评价所要拟建项目的%建设方案'#且对其进行优化#

.".



确立高质的%投资估算'#其为工程各阶段控制造价的

依据( 此阶段的工作#应科学合理地选取%建设地点&

建设标准&工艺设备'#以有效合理地控制工程造价(

抓好投资估算工作#评估其%完整&准确及公正'性(

KQ#QK!抓好市场调研工作

基于国民经济规划&行业发展规划&地区发展规划

及国家相关政策为前提#给出切实可行的项目研究报

告#合理确定工程规模#拟定立项申请0K1

( 本项目实际

市场调研结果显示!经济内部收益率 OQKMS#大于社

会折现率 MS#经济净现值 TTK"$T 万元#远大于零#经

济效益费用比 #Q#O#大于 ##说明工程在经济上是合理

可行的( 敏感性分析表明#当投资增加 #$S或效益减

少 #$S时#内部收益率均大于社会折现率 MS( 可见

本项目国民经济评价指标较优#且具有一定的抗风险

能力( 国民经济评价结论合理可行(

KQ#QR!抓好资料收集工作

进行投资估算#需搜集基础数据#如!做好工程选

址及其所在地的地质&水电交通情况&楼房建筑状况&

材料采购地及设备价位&类似工程资料等的收集工作#

针对上述因素#拟定项目策划书( 列举本次工程实物

调查的实际状况!设计人员与各市"区$水利"务$局的

工作人员一起#会同工程沿线各镇"街道$的工作人员

到现场开展实地调查( 调查的结果!受影响输变电线

路包括 #$PU输变电线路"JOQRP?$&K"PU输变电线路

"JTQ"P?$以及 KT 座高压线塔/受影响电信线路包括

中国移动通信线路 "JOQLP?$&中国联通通信线路

"KTQ"P?$以及国防光缆"#$QRP?$/受影响广播电视

线路 JTQJP?/受影响供水管道共 J"QRP?/受影响排水

"污$管道 JMQOP?/受影响供气管道 K"QJ?( 上述专业项

目均属所在地的供电局和电信部门&供水部门等所有(

KQJ!设计阶段工程造价控制措施

设计阶段需规避设计者仅依规范进行图纸绘制#

规避造价管理者&施工者仅依图纸实施编预算及施工#

造价管理者要参与设计工作#提供工程造价控制方案#

为设计人员进行施工图纸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具体措

施如下所述(

KQJQ#!设计招标

通过招标方式选择设计单位( 可采取多种方案竞

标#优选具有%经济性&实用性&合理性&安全性'的设

计方案#由源头优化设计实现工程造价控制目的( 在

设计阶段#需引入竞争机制#激励创新#降低工程造价(

KQJQJ!实施限额设计

设计过程中#依专业实施投资分解#展开分项限额

设计#将设计工作分配至各专业及设计小组#以价值工

程理论为基础优化设计#降低成本支出#实现效益最大

化( 为减少用地分割#及对市政设施&交通和建"构$

筑物及民众生活的影响#降低各项成本支出#结合专家

建议#工程南北两条输水线路方案均尽可能沿道路布

置#工程设计取水流量 M$?

K

N1#输水管线保护范围为

管道结构外边线两侧各 "$?/隧洞保护范围为隧洞轴

线两侧各 #$$?/工程管理区内生产生活用房按综合指

标为 RO?

J

N人( 同时#本阶段对上阶段以埋管方案为

主调整为采用盾构隧洞为主#只在少数有条件采用埋

管的地段#采用钢管外包混凝土的埋管结构型式( 其

中#陆地埋管段纵剖面设计中钢管外包混凝土顶覆土

厚度按 #QO V"?控制( 以高新沙段取水口为例!该段

管道设计流量为 T$?

K

N1#管道流速为 JQKO?N1#钢管内

径 R$$$??#钢管壁厚 #M??&J$??#混凝土等级为

WK$( 盾构隧洞结构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管片#外径

T$$$??#内径 "R$$??#管片厚度 K$$??( 管片隧道内

衬 8<RM$$ 钢管#经计算并优化后内衬钢管壁厚

JJ??&JR??和 JT??"按照盾构段工作内水压力分布

情况#将盾构工作压力分为 K 个等级 $QR V$Q"/F+&

$QL/F+&$QO"/F+对应的 K 种壁厚$#材质XJK"W(

KQJQK!图纸审核工作

图纸设计完成时#需组织设计&施工及建设单位进

行联合会审#材料使用问题应作为审核重点#以减少因

设计变更导致的造价失控( 如本次工程所需的砂料约

KLQ"" 万?

K

#碎石约 KTQRK 万?

K

#块石约 LQLJ万?

K

#回

填一般土料约 JJOQR# 万 ?

K

#回填黏土约 JLQTT 万 ?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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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工程区 "$P?范围内做了天然建材的初查#本

着保护环境&运输方便&料源合理分布的原则#提出如

下建议!

!

西江&北江料源地砂料储量丰富&质量好#且

符合施工要求#就近选取细骨料/

"

土料场主要分布于

山地资源较丰富的江门蓬江区&东莞大岭山镇&大朗镇

罗田水库#初查土料场 L 个#拟在其中就近选用土料

场#采用外购土料方式供应本工程/

#

该区河砂缺乏#

根据用砂部位选出 O 个砂石料外购点#按市价采购(

此外#又选取了江门蓬江区&新会&惠州等 K 个外购石

料场进行外购调查(

KQK!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阶段和施工阶段造价管

理措施

!!工程量清单是施工阶段造价管理的有力政策支

持#以%统一量&竞争费&市场价'模式#激励施工企业

基于统一工程量及本身成本状况下进行自主定价( 落

实工程量清单下的招标投标制度#极利于此阶段造价

控制(

施工阶段对工程造价影响仅为 "S V#$S#虽节

约投资的可能性极低#却是工程投资浪费问题最严重

的一环( 故此#施工阶段的造价管控对象是%合同管

理'( 本工程预计 J$#L 年下半年开工建设#J$JJ 年左

右建成#计划总投资 KRT 亿元#其中#建筑工程 #O$LK#L

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OLOMO 万元#金属结构设

备安装工程 LRT# 万元#临时工程 K$T#K" 万元( 为达

成建设目标#有效控制施工成本#应高度重视施工阶段

的合同管理( 具体措施包括!

1Q强化工程变更控制力度(

!

加大设计前期的

勘察力度#尽量减少施工时发现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

的估算失真问题#通过降低调整工程量或改变施工项

目的%设计变更'来控制施工成本/

"

在合同中对因不

可预见的自然&社会因素诱发的停工及工期拖延等做

出明确规定#减少因不可抗因素造成工程变更的预算

投资成本增加0R1

(

CQ强化工程结算管控力度(

!

核对工程内容与

合同条款是否相符#依合同要求完工后验收合格#方给

予工程结算/

"

依合同内的结算方法来审核工程价款(

KQR!竣工阶段造价管理措施

工程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依竣工图纸&施工项目

变更洽商&图纸会审记录等实施资料编制#为了抓好造

价成本#建设单位可聘请两家造价咨询单位一同背靠

背的完成#两家逐条仔细地核对工程量后#优选其中一

家造价咨询单位与施工方逐项审查#杜绝重算漏算问

题的发生( 套价时#需掌握定额书说明&单价组成及工

作内容#合理确定施工单价( 最终#依合同规定合理确

定工程造价#或采取跟踪审计手段控制工程造价(

'(结(论

水利工程项目造价管理#是一项融合了%经济&设

计&技术及管理'等因素的投资管理科目#其贯穿于项

目建设全过程( 若想将工程造价管控在预期投入限额

内&降低项目资金浪费率#需严格依照各项目特质#构

建符合我国国情&民生经济&社会经济&建设项目行业

需求的项目造价全过程管控程序及手段( 珠江三角洲

水资源配置工程#构建了全过程造价控制体系#科学配

置了社会资源#提升了工程建设有关工作人员造价管

控意识#以此促进造价管理效率措升#进而推动造价管

控目标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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