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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投  资  协  会 

项目投融资专业委员会文件 
投融培字〔2020〕2号 

关于举办清单计价下工程造价预控、结算管理、审计与国有企业

招标采购全过程重点环节、关键程序、 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及案例

分析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7〕19 号）关于“要完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加快推行工程
总承包；要优化建筑市场环境，建立统一开放市场，加强承包履约管理,完
善工程量清单计价体系和工程造价信息发布机制，形成统一的工程造价计
价规则，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的要求，深入学习住建部《关于
加强和改善工程造价监管的意见》（建标〔2017〕209 号）以及住建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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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文件，更好地抓住关键环节管好投资、控制造价，规范工程项目招标行
为，按照合同约定处理好工程结算中各类问题，中国投资协会项目投融资
专业委员会同北京中建科信信息咨询中心举办清单计价下工程造价预控、
结算管理与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全过程重点环节、关键程序、热点难点问题
处理及案例分析高级培训班。 

本次培训旨在帮助相关专业人员掌握工程计量、招标投标、造价管控、
合同管理、建筑业营改增等方面的政策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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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投资协会项目投融资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北京中建科信信息咨询中心 

二、培训对象 
  1. 最新清单计价、建筑业营改增等领域的政策文件解读 
  2. 清单计价下工程造价预控、结算管理与审计实务与案例分析 
  3. 营改增后计价、招标、合同对策分析、风险防范与案例分析 
  4. 规范招标科学采购提升招标采购效能加强采购管理理论及其案例分

析 
    5. 最新法规和招标实务操作重难点分析与监督管理及其相关案例分析 
三、培训范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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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项目评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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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业主单位工程建设、项目开发、合同管理、工程造价、审计监察等
相关部门人员； 
3.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管理相关工作人员； 
4.社会事业及科研机构相关工作人员等。 

四、授课专家 
拟邀请国家发改委、住建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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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时间地点 
2020 年 06 月 26 日—6 月 30 日  贵阳市（26 日全天报到）  
2020 年 07 月 24 日—7 月 28 日  银川市（24 日全天报到）  
2020 年 08 月 13 日—8 月 18 日  成都市（13 日全天报到）  
2020 年 08 月 27 日—8 月 31 日  昆明市（27 日全天报到） 
2020 年 09 月 17 日—9 月 21 日  西安市（17 日全天报到） 
2020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26 日 厦门市（26 日全天报到）  

六、相关事宜 
 （一）培训费用 
A.2980 元/人（含培训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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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980 元/人（含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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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申报证书 2800 元/人（可以听线上课

程），证书由我会颁发《采购经理》、《合同经理》、《招标经理》、
《计划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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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证书复印件一份。 
（二）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张 老 师 18611175931 （ 同 微 信 ）     邮 箱 ：

2851902106@qq.com    
电话咨询：010-57385319                   传真：010-57385319 
网址： www.bjzjys.org.cn 

  
 
附件： 
1.培训内容 
2.清单计价下工程造价预控、结算管理与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全过程重点

环节、关键程序、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及案例分析高级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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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培训内容 
（一）最新清单计价、建筑业营改增等领域的政策文件解读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中相关计价规

定（国办发〔2017〕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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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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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5.《纳税人跨县（市、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第 17 号公告） 
6.《关于做好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备工作的通知》

（建办标〔2016〕4 号） 
7.《关于建筑服务等营改增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58 号） 
8.《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及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第 42 号公告等文件的重点条文解读 
（二）清单计价下工程造价预控、结算管理与审计实务与案例分析   
1.工程造价预控的“抓手”和方法 
2.招标清单缺漏的价款补偿分析 
3.招标清单特征描述不准确的结算影响 
4.合同价格形式的选择与设计 
5.工程量核定与进度款结算 
6.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价 
7.工程量变更结算中“不平衡单价”处理 
8.工程实体内容变更计价争议与案例 
9.工程措施方案变更的责任分析与计价处理 
10.工程签证与索赔管理典型案例分析 
11.工程造价管控中疑难争议问题解析 
12.工程造价审计的重点内容与方法 

（三）营改增后计价、招标、合同对策分析、风险防范与案例分析 
1.营改增前后工程计价结构和程序的区别及案例对比 
2.营改增对业主方与承包方的工程计价影响对比 
3.营改增后工程计价盈亏因素分析与案例解读 
4.营改增后工程造价计税方法选择与案例分析 
5.营改增后“甲供工程”计税方法选择与案例分析 
6. 营改增后工程材料设备供应方式的优化选择 
7.营改增后税率变化对工程结算的影响与案例分析 
8.营改增后“老项目”的结算管理与案例分析 
9.营改增后一个典型工程计价计税司法判例解读 
10.营改增后建设单位对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的审查要点 

（四）规范招标科学采购提升招标采购效能加强采购管理理论及其案例分
析 
    本培训从企业采购管理顶层设计出发，重点论述招标采购管理，分析
招标采购违法违规、打擦边球、围标串标等现象的成因分析及应对，指出
招标文件科学编制的重要性，并详细解释招标策划的流程及招标文件科学
编制的步骤及主要涉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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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采购管理的主要目标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2.《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

目范围规定》的解读；依法必须招标项目与非法定招标项目的划分标准，
操作要求差异 
3.全过程采购管理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4.什么样的采购适合招标？企业采购分类及各个分类不同的采购目标，

采购方法及采购难点分析 
5.招标采购的特点，优点和缺点分析 
6.招标采购与其他采购方式的区别比较 
7.恶意低价形成的原因分析、案例分析及解决方法 
8.低档产品凭借低价中标的原因分析、案例分析，所暴露出采购能力的

不足之处及解决方法 
9.高价中标产生的原因分析、案例分析及应对方法 
10.围标串标的产生原因及防范措施 
11.采购需求分析，目标设定的用途及重要性 
12.商务技术要求编制要点，保障性条款和收益性条款区分 
13.废标条款设计及相关法律规定 
14.打分条款的因素设计、分值设计，如何即体现采购需求又防止出现歧

视性排他性条款 
15.采购分包原则 
16.合同类型分析、选择及适用 
17.采购的进度管理、进度要求设计 
18.采购风险分析及合同专用条款设计、罚则设计 
19.招标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和原则释义 

（五）最新法规和招标实务操作重难点分析与监督管理及其相关案例分析 
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

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的介绍 
2.《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和《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

目范围规定》的解读 
3.《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的适用范围 
4.《国有企业采购操作规范》推荐的非招标采购方式使用范围与操作特

点 
5.招标文件的编制与九部委局新发布《标准招标文件》范本的适用范围

和使用说明 
6.《标准招标文件》范本中招标人可以补充、细化和修改的内容 
7.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和技术标书的编制方法 
8.二大评标基本原则和六大类评标方法的介绍 
9.开标评标环节注意事项和各种评标技巧 
10.否决投标的合法性及七种常见法定废标条件详解 
11.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部门全过程跟踪监督管理内容及有关注意事项 
12.招标无效、投标无效、评标无效、中标无效行为的认定 
13.招标投标中异议和投诉的相关法律规定 
14.如何鉴别、处理与预防高价围标、低价抢标、挂靠作假和内外勾结等

违法乱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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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清单计价下工程造价预控、结算管理与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全过

程重点环节、关键程序、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及案例分析高级培训班”报名

回执表 

联系人：张老师15600558885（同微信）   电话：010-57385319   
传  真：010-57385319                  邮箱：2851902106@qq.com 

单位名称  邮编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职位/岗位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参加培训人员 性别 职务 电话 手机 邮箱 

      

      

      

      

      

      

 参会地点      证书申报 
《采购经理》□《合同经理》□
《招标经理》□《计划工程师》□ 

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     □通过网银  金额  

 
 

汇款方式 

单位全称: 北京中建科信信息咨询中心 

开 户 行：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玉渊潭支行亮甲店分理处 

帐    户：  0405 0401 0300 0007 362 

行    号: 402100002499 

发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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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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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