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
国咨协[2021]036 号

关于举办建筑业改革背景下工程造价全过程精细化管控与结算、
审计要点暨国企招标采购关键环节与热点、难点问题处理
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
围绕 “十四五”建筑业战略规划，深化建筑业体制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改进工程计量和计价规则、
完善工程计价依据发布机制、加强工程造价数据积累、强化建设单位造价管控责
任、严格施工合同履约管理等措施，推行清单计量、市场询价、自主报价、竞争
定价的工程计价方式，进一步完善工程造价市场形成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工程
造价管理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工程发承包计价环节探索引入竞争机制，全面
推行工程量清单计价，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但还存在定额等计价依据不能很好满
足市场需要，造价信息服务水平不高，造价形成机制不够科学等问题。2020 年
07 月 24 日住建部发布《工程造价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建办标〔2020〕38 号，
改革方案中对改进工程计量和计价规则，完善工程计价依据发布机制。优化概算
定额、加强市场价格信息发布行为监管，严格信息发布单位主体责任，加快推进
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 强化建设单位造价管控责任，严格施工合同履
约管理，更好管好项目的投资、控制造价，规范工程项目招标行为，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八个部委发布实施的《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要求对工程项目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进行专项整治，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推进国有企业采购的国际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促进采购过程依法合规、阳
光透明、高效运行，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健康发展。
为更好的帮助相关单位了解最新相关政策，学习和掌握工程计价、计量、招
标投标、造价管控、合同管理、厘清项目实施中的重点、难点、疑点、焦点等共
性问题；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有效防范风险，提高专业素养和能力，促
进项目管理高质量发展。我会特邀请权威专家举办建筑业改革背景下工程造价全
过程精细化管控与结算、审计要点暨国有企招标采购关键环节与热点、难点问题
处理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主办，北京中建科信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具体培训事项通知如下：
附件一、培训内容
第一部分：最新政策及工程造价全过程精细化管控、热点难点问题解析与结算审
计要点
（一）相关政策解读

1、《工程造价改革工作方案》建办标〔2020〕38 号解读
2、《住建部关于加强和改善工程造价监管的意见》（建标〔2017〕209 号）
解读
3、
《住建部标准定额司关于清单工程量计算规范意见的函》
（建标造函〔2018〕
208 号）解读
（二）工程造价预控、热点问题与结算管理及审计实务与案例分析
1、综合单价中风险范围、幅度划分以及工程价差调整问题
2、招标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编制和项目特征描述问题
3、固定总价模式下工程量清单错漏问题
4、清单计价模式下暂估价问题
5、清单计价下投标报价与不平衡报价问题
6、计日工、总承包服务费、工程变更、清标等问题
7、消耗量定额缺失、信息价格缺失等问题
8、计税方法与工程造价不一致问题
9、招标文件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不一致问题
10、设计图纸与招标工程量清单不一致问题
11、合同文件与招标控制价不一致、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不一致问
题
12、人工费调整、材料价差调整问题（主要包括基准单价与材料消耗量确定、
认质认价、信息价缺失与失真等）
13、措施项目费调整问题（包括工程变更导致的施工方案变化引起的措施费
调整、危险性较大工程措施项目费的调整）
14、办理工程签证注意的问题（包括如何签证可以规避结算争议、如何使签
批的施工方案具有工程签证的性质）
（三）工程结算疑难问题解析
1、三无项目及三产项目问题
2、指定分包与资质倒挂问题
3、垫资与“以房抵债”问题
4、超量采购及垫付代付问题
5、材料涨价风险如何应对
6、签证被拒如何应对
7、劳动用工及结算协议问题
8、工程停建与索赔权丧失问题
（四）工程审计与结算疑难问题解析
1、审计与结算问题概述
2、审计与结算的形式
3、审计与决算的约定
4、审计与结算的救济
5、造价鉴定报告中的“无法确定造价”，法院会如何认定
6、工程造价鉴定若施工范围存在争议如何应对
7、鉴定报告理据不充分、结论不明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

8、将工程造价的举证责任分配发包方的情形
9、没有证据推翻工程量造价审定表，能否申请造价鉴定
10、抹灰、材料费不参与让利等造价鉴定专业问题争议，法院会如何评判
11、分包纠纷判决的造价鉴定意见能否判决承发包纠纷
12、审计结论、欠条、造价鉴定报告，法院如何采信
13、施工方坚持固定总价拒绝鉴定，能否按发包方自认的造价判决
14、施工方提交了工程决算书已完成举证义务，发包方不认可，能否申请鉴
定
15、工程分包司法鉴定造价能否高于结算价
16、原审认定工程未完工未验收未结算不具备造价鉴定条件是否正确
17、造价鉴定意见中争议单列项，法院能否按类比系数酌定其造价
（五）全过程工程咨询造价合约协同管控实务
1、当前全过程工程咨询中造价合约管控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2、全过程工程咨询中造价合约协同管控落地实操；
3、新时代造价咨询业转型全过程工程咨询之路；
4、新时代造价咨询业升级全过程工程咨询之路；
第二部分：最新国企招投标政策解读与在招标采购疑难问题解析与风险防范
（一）最近招标投标领域新出台的政策、法规、规范性文件解读
1、《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征集意见稿》的适用与解析；
2、《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843 号文及（发改办法规[2020]770 号）
深度解析；
3、2020《国有企业采购管理规范》核心内容解读：
(二）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服务招标采购实务操作与案例分析
1、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判定及其招标方案的策划；
2、招标方式选择的条件与标准；
3、采购需求及其在招标采购中的重要性；
4、资格审查及案例分析；
5、开标、评标、中标操作实务与案例分析；
6、工程总承包实务操作及案例分析。
（三）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关键程序、痛点问题解析与法律风险防范
1、招标流程策划与强化资格审查存在的问题探讨；
2、招标文件通用性、独特性编制内容、法律要求及案例分享；
3、评标办法选择、评定分离的法律要求与其他难点问题解析；
4、招标采购异议、质疑、投诉等争议的解决策略和案例分析；
5、合同规划、签订、履行、变更、验收、信用评价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6、招标投标交易全过程电子化流程分析及操作实务。
二、培训对象
各地政府建设项目管理、招标投标、公共资源交易、工程交易、投资项目评
审等、各业主单位、工程建设、项目开发、合同管理、工程造价、审计监察、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管理相关工作人员；社会事业及科研机构相关工作
人员等。

三、授课专家
拟邀请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住建部 行业协会等参与新规范编写的有关专家现场授课
行业协会等参与新规范编写的有关专家现场授课，
结合经典案例和实例分析，
，并进行现场答疑和互动交流。
四、时间地点
2021 年 5 月 14 日—5
5 月 18 日 郑州市（14 日全天报到）
）
2021 年 5 月 28 日—6
6 月 01 日 西安市（28 日全天报到）
）
2021 年 6 月 18 日--6 月 22 日 长沙市（18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7 月 09 日--7 月 13 日 贵阳市（9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8 月 13 日--8 月 17 日 成都市（13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9 月 03 日--9 月 07 日 武汉市（03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9 月 25 日--9 月 29 日 南宁市（25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26 日 珠海市（22 日全天报到）
五、相关事宜
（一）培训费用
A.2980 元/人（含培训费
含培训费、资料费、电子课件、场地、会议期间午餐
会议期间午餐），住宿
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B.3980 元/人（含证书、培训费
培训费、资料费、电子课件、场地、
、会议期间午餐），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
C.5980 元/人（含证书、
、培训费、资料费、电子课件、场地、
、会议期间食宿、
交流等）。
备注：不参加线下培训，
，单独参加线上培训，考试成绩合格发证书
考试成绩合格发证书，2800 元/
人。证书由我会颁发“《采购经理
采购经理》、《合同经理》、《招标经理
招标经理》”。 证书
申报材料：报名表一份、2 寸照电子照片（白底免冠彩照）、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寸照电子照片
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学历证书复印件一份。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国恒
电话：010-56916269
传 真：010-56916269
56916269
邮箱：2851902106@qq.com
2851902106@qq.com
手 机：18611175931
附件：
1.培训内容
2.《报名回执表》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二. 建筑业改革背景下工程造价全过程精细化管控与结算、审计要点暨国有
企招标采购关键环节与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专题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邮编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职位/岗位

办公电话

手

传

电子信箱

真

参加培训人员

性别

是否住宿

职务

□是

A、2980 元/人□

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

备注

手机

□单住(需另补床位费) □合住
《采购经理》□《合同经理》□
《招标经理》□

B、3980 元/人□

□通过网银

邮箱

C、5980 元/人□

金额

单位名称：北京中建科信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
账
号： 0200004609200585085
行

发票类别

住宿标准
证书申报

标准选项

汇款方式

电话

□否

参会地点

机

号：102100000466

增值税（□普通□专用）发票,开票信息如下：
单 位 名 称：
税
号：
地址、 电话：
开户行、账号：
请将参会回执回传或 E-mail 至会务组，在
报名 3 日内将培训费通过银行或邮局等方式付
款，会务组确认到款后即发《参会凭证》，其
中将详细注明报到时间、地点、等具体安排事
项。各参会代表凭证入场。

单位印章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可复制，汇总名单后发送至会务组；
联系人：张国恒
电话：010-56916269
传 真：010-56916269
邮箱：2851902106@qq.com
手 机：18611175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