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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门严格执行“三直接”十大环节操作规范

国有资金投资工程造价监管水平稳步提高

扬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加大
“三直接”计量环节执行力度，积极开展
国有投资项目造价监管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三直接”十大环节操作规范工程
量计量环节直接针对工程计量焦点问

软硬件措施并举

题，面向直接接触工程建设的各方主
体，给权力套上制度规范的“嚼子”，整
个环节操作在建设系统承建的项目中
效果显现，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政治效益的“多赢”。

关”的整体要求，对国有资金投资工 怪”的设计方案，严格控制造价。二是
程全过程造价监管做出了顶层设 要求设计单位对提高施工图设计质
计。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市城 量，不允许施工图纸中有标注仅为示
乡建设局印发了《工程量计量环节 意图、需二次深化设计等不确定因
操作规范实施意见》，绘制了全过程 素，减少后期变更设计。在招投标阶
造价管理流程图，明确了造价监管 段，一是要求建设单位使用工程量清
内容，并开发了扬州市国有投资项 单计价方式进行招标，编制招标控制
目造价监管平台，通过平台进行工 价，并确保质量符合要求。二是要求
程变更和月度计量的监控。通过制 严格控制暂估价、甲供材在招标控制
度建设和系统手段，软硬件双管齐 价中的比例，一般不超过15%，且不
下进行造价监控。
得高于50万元。三是认真审查建设
在设计阶段，一是要求建设单位 单位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编制
对国有资金投资工程采用限额设计、 情况，检查有无将工程化整为零，规
方案比选的手段，严格控制“大、洋、 避招投标程序的现象。

成效明显

结算价超合同价降
至10%以内

通过上述监管措施的大力推行，几年
来成效明显。建设系统项目工程变更、月度
确保计量环节规范落到实处
计量备案工作形成惯例，结算工作规范有
序，造价形成过程资料清晰留痕，投资控制
针对工程计量环节的突出问题，扬 平台，目前手机端即将上线，确保计量
成效显著。
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及时贯彻落 环节规范的各项工作要求真正落到实
全过程造价监管机制基本形成，“ 三
超”现象得到遏制。从项目实际情况看，建
实“三直接”十大环节操作规范，组织讨 处，对工程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利用软件
论学习，进一步细化措施，把操作规范 科学管理，明确规范做法，加强了工程
设单位已逐渐改变了长期忽视项目前期和
计量环节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在体现 变更、月度计量等监督管理。
工程现场的造价控制以及主要精力放在审
核竣工结算上的陋习。以前往往施工三个
“三直接”十大环节操作规范文件精神
2017年，市区主要对建设系统承建
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国有投资项目计量 的蜀岗生态修复、观潮路大桥、真州路
月，结算三年算不清，现在工程竣工后一年
杜绝“先干后变、先干后算” 内就结清；
以前施工过程随意变更，变更不
环节操作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了《工程 与文昌路交叉口改造、运河南路南延、
算造价，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
量计量环节操作规范实施意见》，绘制 开发路东延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展
在施工阶段，开展月度计量备 更评估费用，由造价人员进行审查。 预算“三超”现象普遍，而现在基本得到了
了操作环节流程图，制订了监管检查内 “三直接”工程计量监管。县市区各级造
容作为监管依据。该站研究“三直接”计 价管理机构监管项目累计62个，约15亿 案，要求建设单位做好月度计量审 不及时备案的变更在工程结算中不 遏制，经不完全统计，结算价超合同价从先
量环节工作程序，采用现代化手段强化 元，审查变更269份，审查核实变更金额 查，并报“扬州市国有投资项目造价 予认可，杜绝不负责的设计变更和 前的20%左右下降到10%以内。
管理，从软硬件方面认真采取相关措 约3679万元。通过监管有效控制了签证 监管平台”备案。严格控制变更与现 “先干后变、先干后算”的现象。
设计阶段重视造价，前期控制体现效
场签证，要求建设单位按施工合同约
在竣工阶段，要求负责编制、审 果。据研究，设计阶段对造价的影响占到
施，开发了国有投资项目工程计量监管 随意性、及时性、准确性的问题。
定的时限和程序核实现场签证内容， 核工程竣工结算的单位具有相应资 70%，设计方案确定后，造价也就基本确
在签证单上必须签署明确的审核意 质。要求施工单位及时向建设单位 定。反之，造价控制又对设计起着优化和制
见。施工单位未及时提交现场签证 递交竣工结算书及完整的结算资 约的作用。因此加强设计阶段技术和经济
确保工程造价监管举措落到实处
的，建设单位不得补签。开展变更备 料，建设单位按合同时限要求办理 的结合是控制造价的有效措施，相关人员
案，要求建设单位严格控制工程变 审核，避免结算拖沓。要求竣工结算 在这一点上已逐渐重视，建设单位加强了
为规范直接面向群众，直接分配财 环节操作规范》，其中工程量计量环节 更，对确需变更的，按要求及时报扬 办理完毕30日内，建设单位将相关 造价控制意识，加强了前期勘测、设计质
政资金、直接接触工程建设的行政行 操作规范提出了“限额设计、图纸审核、 州市国有投资项目造价监管平台备 资料报送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机构 量。在勘察、设计合同条款中设置质量条
为，市委市政府印发了《“三直接”十大 清单招标、现场控制、分级变更、决算把 案，详细说明变更原因、依据以及变 备案。
款，招投标行为更加规范。 通讯员 陈艳

加强造价控制

建章立制

我市6家工程
造价咨询企业被评为5A

近日，2015-2017年度江苏 询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时代投资咨
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结 询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被评为5A
果公布，我市23家企业榜上有 级，江苏中鑫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等
名。
11家企业被评为4A级，江苏中建
此次信用评价按照自愿申请、 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
企业自评、各市评价、实地考核，省 6家企业被评为AAA级。信用评价
造价总站和省造价协会复核和公 结果将在今后的行业管理和招投
示等程序。我市有江苏汇诚投资咨 标活动中加以利用。 通讯员 陈艳
具体单位 ：
序号
资质等级
AAAAA 咨询企业名称
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甲级
1
江苏苏中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2
江苏时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3
扬州筑苑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4
江苏鼎诚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甲级
5
江苏唯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6
序号
资质等级
AAAA 咨询企业名称
江苏中鑫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甲级
1
江苏志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甲级
2
江苏精诚群业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甲级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
甲级副本
4
江苏辰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5
江苏华瑞苏盛建设咨询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甲级
6
扬州华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7
江苏立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甲级分支
8
江苏建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甲级分支
9
10 江苏苏亚金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甲级分支
甲级分支
11 江苏宏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扬州市分公司
序号
资质等级
AAA 咨询企业名称
江苏中建业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1
扬州诺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2
江苏苏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甲级
3
江苏星宇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甲级
4
扬州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甲级
5
扬州天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甲级
6
制表 刘惠芳

文昌路与真州路交叉口改造 ，今年8月竣工后这个模样

扬子江路沿线景观改造 ，今年8月竣工后这么美丽

建设部门加强污水管网疏通

2017年度扬州市建筑市场信用评价成果出炉

今年被亮红牌企业和个人历年最少

近日，市城建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蓝牌个人969名，占88.74%，黄牌个人45 显增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在规范建筑市
报了2017年度全市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及 名，占4.12%，红牌个人1名，占0.09%。与 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业人员信用评价成果。与往年相比，今 往年相比，今年被亮红牌的企业数和个人 由于企业和个人的信用等级与招投标等
年被亮红牌的企业和个人为历年最少，仅 数大幅减少，为历年最少。市建设部门的 挂钩，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业务和利益，因
有1家企业和1名个人被亮红牌。
专家介绍说，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 此越来越受到建筑施工企业的重视，不少
2017年度，我市共对411家企业产生 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 建筑企业多自我严格要求自己，被亮红牌
评 定 记 录 ， 形 成 绿 牌 企 业 75家 ，占 2017年度，我市对建筑市场1092名各类 的企业和个人也越来越少。2014年，我市
18.25%，蓝牌企业263家，占64%，黄牌企 注册执业人员开展了信用评价，并在全省 共有20家企业被亮红牌，到2016年，被亮
业72家，占17.51%，红牌企业1家，占 率先实现了将个人信用引入招投标工作 红牌的企业减少到了5家，而今年只剩下1
0.24%。2017年度对1092名从业人员产生 的创新举措，企业和个人对信用的重视程 家。信用体系的建设，对规范建筑市场起
评定记录，形成绿牌个人77名，占7.05%， 度更加显著，诚信意识和责任主体意识明 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通讯员 王双琴

文昌路下月提升改造

扬州市市政
设施管理处承担
的文昌路（广陵大
桥-扬州西互通）
提升改造工程，计
划下月初开工，8月竣工。
文昌路是我市纵向穿越中心城区的
最重要城市主干道。因投入使用时间较长
且早期建设的道路设计标准偏低，并经过
数次拓宽改造，路基整体强度不足，道路
沥青路面技术状况总体较差。本次提升改

造，将对道路路基进行补强加固，解决长
期以来困扰文昌路沥青面层屡修屡坏的
难题；将砼路牙沿统一更换成石质路牙
沿，提升道路设施品质；更换球墨铸铁防
沉降井盖框，减少井盖高差，提升行车舒
适度；完善路面排水系统，解决路面积水

问题；优化交叉口
渠化设置及交安
设施，提升道路通
行效率。本工程实
施后，对进一步提
升扬州市的城市形象，以完好的市政设施
迎接省运会、省园博会召开具有重要意
义。工程目前已经完成项目的设计、标底
编制、标底审核的公开招标工作，并召开
了设计方案专家审查会，已经进入了施工
通讯员 刘锋
图设计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