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文件

苏建价站〔⒛20)5号

省造价管理总站关于 20⒛ 年江苏省工程
造价咨询成果质量

“
双随机

”
抽查

情况的通报

各设区市、省管县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

根据《关于开展 ⒛⒛年江苏省造价咨询成果质量
“
双随机

”

抽查的通知》(苏建价函 〔2020〕 51号 )要求,省建设工程追价

管理总站于 10月 19日 -10月 23日 组织开展了2020年江苏省

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
“
双随机

¨
抽查,在全省企业中随机抽取

了42家企业进行了检查,抽查企业数占我省造价咨询企业总数

的 5绉。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

-、 基本情况

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按照
“
双随机

”
抽查工作要求,在

省监管系统里随机抽取企业,在
“
江苏省工程造价行业检查人员

名录库″中随机抽取了参加检查的专家,在每个企业随机抽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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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月 1日 -2020年 9月 30日 期间出具报告的两个国有

资全投资项目的咨询成果档案。检查主要针对企业资质状况、人

员资格情况、造价咨询企业的咨询成果档案、咨询成果质量以及

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按 照评分表进行对照打分。全省

所检项目涵盖土建、安装、市政、装饰、园林绿化等专业,成果

文件类型以竣工结算阶段和发承包阶段为主,还有少量造价鉴定

项目。

从检查结果来看:各受检企业资质符合要求,建立了人事、

财务、档案、质量等制度体系,按时为专职专业人员缴纳了社保 ,

未发现有执业人员挂靠行为,注册造价师大多能够按时完成继续

教肓;大 多数企业能够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章、规范、标准、规

程要求执业,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操作程序规范,能按三级质量控

制流程实施.

这次检查结果良好的企业为 22家 、合格为 19家 、不合格为

1家 ,总体情况较好 (详 见附件 )。 对这次检查良好的南京东来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 22家企业给予通报表扬,对检查结果不合

格的江苏正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

二、存在问题

本次抽查企业是在全省企业库中抽取,有的企业业务量多,

有的企业业务量较少,有 的企业新取得造价暂定乙级时间不到 1

年,只 有 1个项 目,还有的企业无 500万 以上项目。牡查中发现

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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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造价咨询业务合同签订内容不够完整。部分政府投

资工程审计业务仍未按要求采用咨询合同示范文本 ,且部分合同

中存在内容签订不够完整和严谨情况,如缺少质量奖惩措施的约

定,委托人授权业务代表未填写,无合同签订日期,合同中的项

目负责人与咨询成果报告不-致 ,专用条款中引用的标准规范出

现错误等。有地区全区咨询合同均未采用示范文本 ,使用地方政

府制定的
“
委托方协议

”
,协议内容缺乏规范性和完整性.

2 部分企业忽视档案管理。-是元档案资料.有的企业承

接审计局项 目,在档案移交审计局后,本企业无备份档案.二是

档案资料不全.有 的企业存档资料缺计算底稿、会议纪要和函件 ,

有的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控制价编制项目档案中无招标文件,有 的

结算项 目缺投标文件、施工合同、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测定

表、工程竣工验收证明等.部分工程量清单编制或招标控制价编

制项目仅有编匍说明,没 有出具正式的工程咨询成果报告书文件。

三是档案资料格式不规范。有的企业存档的资料全是复印件,档

案没有编页码 ,档 案封面存档 日期填写错误,有 的企业存档文件

未按咨询报告书目录内容按顺序存档。

3 部分企业咨询成果存档文件存在操作程序缺失。一是部

分企业质量控制三级流程制度仍流于形式,无复核详细内容,无

复核计算书底稿,三 级复核日期逻辑关系有误,报告书已出具 ,

复核流程还朱走完.二是印章使用不够严谨,有 的项目咨询成果

报告书上盖的是失效的资质印章。三是签字盖章有遗漏,如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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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价封面缺少编制人签字及招标人签字盖章,咨询成果报告书

中扉页部分缺少咨询员签字,正文中项目负责人缺少签字,咨询

效果评价表施工单位没有签字盖章,审定单无签发人。

4部分受检项目咨询成果质量存在瑕疵。

(1)部分咨询成果报告书中编制依据不完整、不准确.如

存在招标控制价编制中缺少材料价格确定依据、竣工结算审核中

暂估价等合同外价格的核定依据缺失等情况。有的项 目使用的是

公路定额,却 在编制依据中没有说明;有 的合同外变更项 目未按

规定下浮;有 的项目清单编制中大型土石方不包含在此次招标中,

咨询成果文件中却未注明。

(2)部分咨询成果计费不准确.如存在专业工程类别取定

有误 ,咨询报告项目说明显示为二类工程,实 际按三类工程取费 ;

单位工程管理费及利润取费混乱,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中漏计扬

尘污染防治费,规 费中既计取工程排污费又计取环境保护税 ,取

费程序中出现
“
税后独立费

`排
污费安装计了土建未计,税全

土建和安装费率不一致,环境保护税计取未见有权部门核定单或

收费凭证等不合理做法。

(3)部分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的描述不规范。如部分工程

安装工程量清单大面积缺失项目特征的描述,柱梁抹灰清单厚度

及配合比无描述 ,墙面装饰板龙骨规格无描述,砖砌体砂浆种类

及配合比无描述 ,结构工程中混凝土种类无描述 ,均压环规格型

号和做法无描述 ,措施项目中垂直运输和大型机械设备项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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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描述等。

(4)部分工程量清单列项不符合清单计算规范要求。如桥

梁、支架及防火封堵合并为同-清单,天棚龙骨、面层、腻子和

乳胶漆等合并为同-清单,墙面抹灰、墙面保温和防水等合并为

同一清单,屋面找平层、刚性防水层、卷材防水层和防水涂料合

并为同一清单,树木支撑与草绳绕树径没放在措施费中等情况。

(5)部分清单工程量计算有误或未做说明.有的更改计算

规则,如现浇混凝土楼梯块料面层清单工程量按展开面积计算而

非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有的工程量计算错误,如双篦雨水口
,

井篦数量有误;余土外运工程量计算错误,缺少回填土方;阀 门

井数量不符合设计要求,也未予以说明.

(6)部分按定额计价项目存在问题。如电缆工程中存在定

额子 目错套、高套等情况,排水工程中排水管计价长度未扣除检

查井长度,承插管未计算管道接口计价内容,大 型土石方的分类

理解有误 ,大 型土石方工程措施费中实名制费率计取有误,给排

水工程税全应按 10%计税而实际计税却按 11%,造成多计工程价

款 7千元等情况.

此外,还存在司法鉴定项目出具咨询报告时间超期,且无延

期申请及法院批复文件,软件系统编制时间与纸质资料不一致 ,

信息价使用时间不一致,有 的企业材料询价资料不全面,未按合

同约定执行人、材、机调价,没有采暖专业但出现采暖工程系统

调试费用等。有个项目咨询成果文件存在重大质量缺陷,合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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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总价下浮 12%,但 未按合同约定计算下浮,差错率大于 12%.

三、下-步工作要求

1、 进一步提高质量意识。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尤其是暂定

乙级企业、监理资质增项的造价咨询企业要对本次检查中存在的

问题,认真查找原因,制 定整改措施,加强档案管理,提升造价

咨询成果质量。积极落实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建立可行的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并严格执行三级复核制度。在咨询资料的收集归档、

咨询方案制定、咨询报告书的出具等方面做到完整规范,降低误

差率,提高咨询成果质量,对委托方负责。

2、 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对企业专职专业人员的教育

和培训要常抓不懈,增强风险意识,加强对工程计量、计价相关

法规、规范及相关计价依据的学习和掌握,提高应用能力,努力

提升执业质量和执业水平,不 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 有企

业专职专业人员专业素质过硬,企业管理制度完善并得到有效实

施,企业才能长久发展。

3、 进一步完善咨询成果质量检查制度。
“
双随机

”
抽查是各

级造价管理机构对企业进行事中事后监管的圭要形式。在检查过

程中,检查人员与受检项目专业咨询员、项目负责人要进行面对

面沟通交流,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督促企业提升

工作质量,严 守执业规范。

4、 进-步提升企业执业水平。对本次抽查中存在的问题 ,

各设区市、省管县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要认真加以分析,制 定相应

揞施 ,带领本地区业务力量较弱的造价咨询企业特别是新取得造

价咨询资质的企业,向 做得比较好的企业学习取经,从而提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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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的造价咨询企业执业水平。

附件 :2020年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咨询成果质量
“
双随

机
”

抽查结果

江苏省

2

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会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

邸 叼

泓 鹏 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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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江苏省工催造价咨询企业咨询成梁质量
“
双随机

”
抽查结果

〈H乍名不分先后 )

序号 管辖地 企业名称 检查结果

1 南京 莆京苯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2 南京 江苏伟业房地产土地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3 无锡 普信圄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良妤

4 商京 南京协建项 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5 镇江 丹阳市正大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6 洧安 江苏顺天工程顼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7 苏州 苏州,Jl熙 工程建设洛询有限公司 良好

8 泰 州 江苏天帝元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良好

9 南京 商京工大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10 徐州 江苏大彭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良妤

11 南京 江苏东佳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12 常州 常州中正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13 泰兴 江苏海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良好

14 无锡 无锡江商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15 南京 莆京第-建设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良好

16 莆通 江苏新世纪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良好

17 泰 州 江苏信达工程管塑有限公司 良好

18 常州 常州建安造价师蕈务所有限公司 良好

19 杨州 扬州华鼎投资咨询有隈公司 良好

^
υ

^
∠

南通 南通海陵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良好

21 扬州 江苏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序号 管镨地 企业名称 捡查结果

22 盐城 江苏宏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良好

23 苏州 苏州正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 格

24 常州 江苏昊丰润全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格

亡

0
^
∠ 连云港 连云港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合格

'
b

^
∠ 淮安 江苏全荑工程咨洵管理有限公司 合格

27 南通 江苏衡源项目鬻理有限公司 合格

28 镇 江 江苏恒正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格

29 无锡 江苏华夏中诚工程追价咨询有限公同 合格

30 苏州 江苏联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格

31 连云港 江苏天旭工翟咨询有限公司 合格

0
∠^

b 盐城 江苏和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格

^
5

^
5 徐 州 江苏华兴工程遣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格

34 盐城 盐城建信造价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格

‘
υ

^
3 昆 山 苏州建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格

'
0

^
‘

商京 江苏九九顼目箩理有限公司 合格

37 苏州 苏州众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合格

38 苏州 苏州市永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合格

^
ν^

3 沭 阳 江苏志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合袼

40 宿迁 宿迁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合格

41 徐 州 江苏誉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合格

42 宿迁 江苏正源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