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邋

苏建价函〔⒛⒛〕51号

省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开展 zOzO年金省造价
咨询成果质量

“
双随机

”
抽查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管县工程造价管理 (监督 )站 (处
)、 各造价咨询

企业 :

为了规范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从业人员执业行为 ,

提高咨询成果质量,推动造价咨询企业健全制:度 ,根据《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加强事申事后监管的通知》(苏

政办发 〔⒛15〕 114号 )以 及相关规章的要求,省造价管理总站

定于 2"0年 1O月 开展全省造价咨询企业咨询成果质量
“
双随

机
”

抽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抽查范围

随机抽取全省造价咨询企业 42家。其中:南京 7家、无锡

3家、徐州 3家、常州 3家、苏州 5家、南通 3家、连云港 2家 (

淮安 2家、盐城 3家、扬州 2家、镇江 2家、菸州2家 (宿迁 2

家、昆山、泰兴、沭阳三个省管县各 1∷家。   ∷∷

二、抽查内容

企业的资质状况,专职专业人员情况,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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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1日 至⒛20年 9月 SO日 期间 (以 出具报告日期为

准 )完成并出具咨询报告的项目,主要是国有资金投资项目咨询

成果文件质量情况。每家企业抽取 2个项目。具体抽查以下内容 :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是否与委托方签订格式规范、内容完整、

手续完备的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2。 咨询成果文件的审(校 )核记录是否完整、内容是否全面 ,

审 (校 )核人员资格是否符合规定,审查方法是否得当。

3。 咨询成果文件的格式、内容、深度、咨询成果质量是否符

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

4。工程质量安全相关费用的计取是否符合行业规定。

5。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是否建立和健全了档案管理制度,咨询

成果文件的收集、整理、留存和归档是否符合《江苏省工程造价

咨询业务指导规程》的要求,工作底稿是否完整,能 否支持成果

报告结论。

6。造价咨询企业的资质、工程造价专职人员持证上岗、参加

继续教育、缴纳社保情况等是否符合规章要求。

7。⒛0万 以上项目是否
Ⅱ
有江苏省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咨询效果

评价表,是否针对咨询业务总结优缺点并提出解决措施与方法。

三、检查依据

1。 国家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包括《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

办法》(建设部令第 149号 发布,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N
号,第 32号 ,第 sO号修正 )、 《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第 1"号发布,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2号 ,第 sO

号修正 )、《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X省政府令第“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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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 关 国家标准。包括 《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规范》

(GB/T51Og5-⒛ 15)《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sOsO0-

2013)及其九本计算规范等。

3。相关行业标准。包括《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指导规程》、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

4。省住建厅制定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计价依据。

四、检查标准

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
“
双随机

”
检查实行百分制,按照检

查项目评分表 (见 附表 1)评定。检查结论分为良好、合格、不

合格。

1。 良好:检查分值在 SO(含 gO)分 以上。

2。合格:检查分值在∞-79(含 ∞ )分。

3。 不合格:检查分值在∞分以下。

检查结果将应用于企业信用评价,作为评价重要计分项。

五、检查要求

(一 )双随机抽查分成 7个检查小组进行,检查小组由省造

价管理总站或省站委托的部分市造价管理机构专家带队,加上随

机抽取的 4个专业 (土建、安装、市政、装饰)的造价咨询企业

专业人员组成,请市造价处 (站 )配合,同 时派一名有执法证的

同志参加。

(二 )采用现场抽取的方式确定被抽查的咨询项目。每个市

抽取的项目尽量要涵盖土建、安装、市政、装,饰 4个专业。

(三 )被通知抽调检查人员的造价咨询企业,要积极支持检

查工作,要善安排,保证检查人员按时到位。检查人员需携带便

携式电脑,准各好相关检查依据文件、评分表 (电 子稿)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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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软件。

(四 )所有被抽查企业应当做好以下配合工作 :

1.给检查组
^提

供必要的工作场所和办公条件 ;

2.安排专人负责联络检查事宜 ;

3。安排企业相关负责人、签字注册造价工程师以及其他有关

人员配合检查组工作,进行答疑 ;

4。及时提供检查工作需要的资料 ;

(五 )检查小组在电子评分表上对每个项目进行打分并填写

检查情况,现场和企业进行沟通和指导,企业的最终得分由两个

项 目得分的平均值确定,检查评分表正反打印后需经检查专家
ˇ

和被检查企业法人签字。检查结束后每个检查小组需进行小结 ,

主要内容包括检查工作基本情况,检查取得的成效,检查发现的

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对存在问题和改进工作的建议等。工程质

量安全相关费用的计取情况需重点核查。 ∶

(六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向社会通报检查情况及检查

结论,在
“
江苏工程造价信

`恝
网
”

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附表:工程造价咨询成果
“
双随机

”
检查评分表

联系人:毛 薇 电,话 :025-51868985

电话 :"5-51868gg3肖荣强

抄送 :

局。

一4

省
冖 
2

苏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乡建设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质量检查评分表 (zO⒛年版 )

受检单位: (单位盖章)       '

项目名称 :

专业咨询员: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

成果文件类型:决策阶段□   设计阶段□   发承包阶段□   实施阶段□

竣工阶段□   造价鉴定□   全过程服务□   其他□

序号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扣分说明 得分

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合同

造价咨询业务合同签订内容完整、格式规
范,符合行业规定的得10分。
1。 没有签订咨询合同的扣5分 ;

2.虽签有咨询合同但没有采用示范文本的
扣2分 (属综合业务合同的除外);
3.咨询合同内容不完整的扣2分 ;

4.咨询合同签章手续不完备的扣2分。

10

2

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操作

程序

咨询成果文件编制操作规范,盖章、签字
齐全有效得25分。
1。 咨询成果文件上未加盖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执业章的扣10分 ;

2。 咨询成呆文件上专业人员 (造价师)未
签字或未加盖执业印章的扣5分 ;

3。 未实行三级复核制的扣5分 ;

4.各级计算与复审计算底稿不全的扣5分。

25

3

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资质

以及工程造

价专业人员

执业行为

企业资质符合规定,工程造价专业人员在
岗正常执业 (专职人员在本企业正常缴纳
社保,造价师没有挂靠行为),继续教育
按时参加,无不良行为得15分。
1.企业资质情况不符合规定,每有一项扣5

分,有挂靠人员直接扣15分 ;

2.每发现一次执业不良记录扣2分 ;

3.涂改、借用、转让资格证书的,每发现
一次扣2分 ;

4.企业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继续教育未按规
定参加,每有1人未参加扣1分 ;

5.企业没有人事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的每
少一项扣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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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扣分说明 得分

4
档案及档案

管理情况

档案管理制度健全,咨询成呆文件和过程
文件的收集、整理、留存和归档符合行业
规定的得10分。
1.未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的扣10分 ;企业档
案无专人管理的扣4分 ;

2。 缺少与最终咨询成果文件相关的计算底
稿、会议纪要和函件的,每缺少一项扣2

分 ;

3.现场抽取的项目无项目档案资料时,每
次扣10分。

10

5
工程造价咨

询业务质量

咨询成果文件的编制依据、格式、内容、
深度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的得35分 。
1.企业没有执业质量管理制度的扣10分 ;

2.咨询成果编制依据不正确扣10分 ;

3.咨询成果文件的格式不符合要求的扣5

分 ;

4.咨询成果文件中,计算的工程量、计价
程序、取费标准 (包括规费)不正确,每
发现一处扣5分 ;

5。 咨询成果文件中,编制说明表述不清 ,

内容不规范,有错项、重项、缺项的,每
发现一处扣2分 ;

6.咨询成呆文件存在重大质量缺陷,差错
率超过有关标准 (参照 《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扣 15分。

35

6 回访和总结

5OO万 以上项目要提供
“
江苏省建设项目工

程造价咨询效果评价表
”,总结咨询业务

的优缺点并提出解决措施与方法的得5分。
1.5OO万 以上项目没有咨询咨询效呆评价表
的扣3分 ;

2.5OO万 以上项目没有总结质量改进建议和
解决措施与方法的扣2分。

5

总分 100

需要说明的问题

检查人员 (签字 ) 企业法人 (签字 )

年 日

备注 :1、 检查评分分值共100分 。各项内容的扣分如超过该项总分值,即不再扣分。
机抽取的2个项目先分别打分,最后得分由2个项目的平均得分确定。

2、 业务检查中如发现不符合规定的行为,但在评分标准中无具体扣分要求的 ,

栏中记录。

业务专项检查得分按随

可酌情扣分,并在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