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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建设经济收益的不断下滑，管理费用这一广义成本的管理与控制引起了工程项目建

设部门的充分关注。以上海绕城高速G1501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管理费用控制为例，对管理费用的控制思路、程序和方法进

行总结，可为施工企业工程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管理费用的管理与控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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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建设中的管理费用控制策略
——以沪 G1501 项目为例

施工企业承接的工程通常由企业内部各个工程建设项

目部具体负责承建。项目部的管理费用指的是项目部行政管

理人员为组织和管理项目施工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管理

人员的工资及福利、“五险一金”、工会经费、办公费、业务招

待费、培训费、交通费、会务费、差旅费、车辆使用费、诉讼费，

以及有关设备的折旧费与修理费等。近年来，项目部的施工

现场管理费较过去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管理费用在项目总

成本中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对项目收益产生了较大影响。

因此，要想提高工程项目经济效益，必须加强对其管理费用

的控制和管理。本文对上海绕城高速G1501项目（简称“沪

G1501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管理费用的控制经验进行总结，

以期为项目部对管理费用的控制与管理提供参考。

一、沪G1501项目简介

沪 G1501 项目的合同总价为 2.2 亿元，工期为 500 天

（2015年10月~ 2017年2月），沪G1501项目部下设财务部、工

程部、物机部、工经部、安质部、试验室、综合办公室，负责本项

目建设的日常管理工作。根据项目工程量及工期要求，项目

部按照前期筹备阶段管理人员月均13人、中期施工阶段月均

38人、后期收尾阶段月均16人的标准进行了管理人员配置。

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情况，本项目部采用控制目标确定、

组织结构优化、分项限额等多种方法对沪G1501项目现场管

理费进行控制，现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管理费用的控制思路

管理费用是一种期间费用，对项目收益有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若不加以控制，不利于项目利润最大化。因此，本文通

过分析管理费用的核算内容，逐步剖析管理费用的控制目

标，从而进一步探索管理费用的控制方法。

（一）分析管理费用的核算内容

“管理费用”账户核算的内容比较繁杂，但仔细观察就会

发现：有些费用比较固定，每月都会发生，属于常规性支出；

而有些费用发生的时间和金额都不确定，属于变动性非常规

支出。管理费用的详细分类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管理费用可分为可调控费用和不可调控费

用两大类，其中不可调控费用较为固定，而可调控费用的项

目多且支出金额不固定。当然，管理费用的固定性与变动性

并不是绝对的，固定费用在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时也

可能会变成变动费用（张金荣，2012）。

（二）寻找管理费用控制目标

在对管理费用的核算内容分析之后，还需要对管理费用

的流向进行进一步分析，进而确定费用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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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人员方面的支出。项目部是根据项目的工程量、

工期等实际情况组建的，部门设置及人员配置也是与现场管

理需求相匹配的，项目部组织结构一旦确定，管理人员薪酬

及福利支出也就相应确定了。因此，该部分费用相对固定，不能

通过日常管理和控制使其减少。但如果项目部管理部门职能重

叠、人浮于事，则随着项目部机构精简，定员、定岗改革措施

的推进，管理人员薪酬及福利支出仍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

因此，此类费用在优化项目部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有望降低。

2. 固定资产方面的支出。固定资产支出主要包括管理部

门办公用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和维修费等，与项目部组织结构

类型和管理人员数量正相关。在管理部门设置及人员配置数

量较多的情况下，管理用固定资产的折旧费和维修费会相对

较高，反之则较低。故此类费用的控制和管理也依赖于项目

部组织结构的优化。

3. 日常管理支出。项目部日常管理支出包括办公费、差

旅费、业务招待费、交通费、车辆使用费、低值易耗品摊销费、

会议费、咨询费、诉讼费、保险费等，种类多、发生频繁。一般

情况下单笔日常管理支出金额不大且无固定规律可循，特别

是差旅费、业务招待费、车辆使用费、会议费等支出弹性更

大，如果控制不当则费用支出大且成效低，如果管理严格、控

制得当，有些费用可以减少发生或不发生。可见，该部分费用

属于变动性可控费用，应该成为项目部管理费用控制的重点。

4. 税费支出。税费支出虽属于变动性费用，但受国家政

策、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直接影响。对项目部来说，基本没

有税收筹划的空间，不能通过偷税、逃税的途径来降低税费

支出，故此类费用也不应成为项目部管理费用控制的重点。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项目部日常管理支出应成为管

理费用控制的重点，对于管理人员方面的支出、固定资产方

面的支出也应进行适当管理。

三、管理费用的控制方法与措施

（一）确定费用控制目标

项目部应在充分考虑项目特点、合同价款、项目部组织

结构、费用支出历史数据、建设周期和管理需要的基础上，估

算出管理费用支出总额，并依据行业经验进行修正，将其控

制在项目总产值的一定比例之内，为以后项目执行过程中的

费用控制提供参考。根据测算，沪G1501项目的管理费用支

出应控制在该项目总产值的4.31% ~ 4.43%之间。为了确保控

制目标的实现，该项目部采取了从严控制策略，将管理费用

的控制目标进一步压缩到4.2%左右，力保管理费用支出不突

破4.43%这一上限。

（二）制定费用控制制度

一般情况下，项目现场管理费用预算与执行之间存在着

量差空间，如果不严格控制管理费用支出，就容易产生超支

现象。所以，项目部在开工前期就应该制定费用控制制度来

统一思想、规范管理。沪G1501项目在开工前期首先根据各

项费用支出的特点逐项确定量化指标，其次为控制难度大的

支出项目分别制定严谨而细化的报销制度和实施细则，并推

行“定期考核、节约奖励、超耗惩罚”的管理机制，使费用控制

实现全员参与、全程控制、责任到人的常态化管理。

（三）优化项目部组织机构

管理费用中与管理人员有关的支出有薪酬、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劳务费以及“五险一金”中由单位承担的部分

等。这些支出与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不可随意触碰

的“敏感神经”。项目部要想在保证工程质量的情况下降低该

部分支出，必须在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上科学构建管理机

构，只有坚持因事设岗、以岗定员，严格控制管理人员数量，

才能有效降低管理人员和固定资产这两大项固定费用的支

出，使其由不可控费用变为可控费用。

沪G1501项目的管理费用预算中与管理人员相关的支

出高达74.72%。在“不牺牲员工利益”的前提下去节约此项开

支，项目部首先需要分析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梳

理各部门的业务办理流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定岗、定位、定

责的方法精简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施

工高峰期，管理人员仍能控制在 35人左右，与管理人员数量

密切相关的支出和固定资产支出也得到了良好的控制。2016

年第一季度管理人员薪资支出均控制在当月费用总额的

70%以内，比预算下降了 4.72%；办公用固定资产支出控制在

2.3%以内，比预算下降了0.7%，管控措施初见成效。

（四）实行限额定量管理

项目部日常管理发生的支出大多单笔金额小、发生频率

高，支出具有“柔性”，控制具有“弹性”，控制好了就能节约，

控制不好就可能成为漏洞，属于典型的变动性可控费用，是

管理费用控制的重点。此类费用的控制难度大，应采用限额

定量控制法进行管控。

管好柔性强、弹性大的费用。相对于其他费用来说，通讯

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办公费、会议费等受个人主观因素

的影响较大，具有柔性强、弹性大的特点。因此，应采用如下

措施对比进行管理：

1. 凡是能量化的费用一律限额定量，超过限额的由当事

人自行承担超过部分的费用。如：项目部的固定电话每人每

月限额 200元，移动电话费根据岗位级别分档核定，实行“限

额控制、年末清算、超支自负”的总额定额控制原则；员工宿

舍的水电费按每人每月 100元定额，超过部分由宿舍成员均

摊，从下月薪资中扣除。

2. 对于不可量化的费用，如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会务费

等，采用集计划与控制为一体的方法来进行管理和控制。如：

对于正常支出的费用，报销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按正

常程序报销；对于超支的费用，要提交相关的证明及申请说

明和特殊审批才可报销；对于金额较大的预算外支出，要事

先提请项目部领导层讨论，经严格的层层授权审批后才能报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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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对于经常超支的部门和个人进行重点监督，及时了解超

支原因，再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3. 对于控制难度大的费用，如车辆使用费等，实行专项

管理。由于项目部车辆使用频繁，使用者又以领导居多，容易

出现公车私用及司机舞弊的情况，故车辆的使用应由专管部

门实行专项管理。首先，要严格控制车辆使用数量，使与车辆

相配套的折旧费、修理费、养路费、保险费等支出相应减少。

其次，要控制车辆维修费及油物料消耗，建立单车核算台账，

按车辆行车里程数控制油耗和维护保养费，进行限额限耗管

理，非定额内消耗由责任人承担。另外，对小车修理要执行严

格的审批手续，严禁无审批修车。最后，严控公车私用，包括

从严控制工地外长途用车，用车前先填制用车申请单，经批

准后方可使用。

通过上述管控措施，严格控制了项目部有可能发生的弹

性支出。2016年第一季度沪G1501项目部的办公费支出占管

理费用总额的 2.73%，差旅费支出占 1.14%，业务招待费占

11.94%。在车辆管理上，沪G1501项目部在预算阶段就严格

控制了车辆使用数，开工前期只使用1辆小型车，每月折旧费

与大修理费、养路费、油料费、保险费、修理费、人工工资等共

计约 1.72万元，占管理费用总额的3.5%。进入施工高峰期后，

也只增加了2辆小型车，其中1辆为外租。经2016年第一季度

的考核，车辆使用费每月均控制在 3.4%以内，且呈现略微下

降趋势，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五）强化过程控制

预算和计划本身并不能改善管理、提高效益，只有认真、

严格地执行，才能有效发挥其控制作用。项目部在确定控制

目标以后，要将各项支出控制指标及管理责任落实到归口管

理部门，各归口管理部门对各分项指标再次进行细化分解，

落实到个人，严格加强过程控制。

1. 明确监管责任。管理费用以价值形态存在时比较容易

理解，从价值量的高低即能判断费用的控制情况，但对于实

物的控制则容易被忽视，车辆、生活设施、办公设备等实际上

是通过对实物的管理来控制费用的支出。所以，在以财务部

为主进行价值量监管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物化成本的管

理。如：办公室在负责对现场车辆使用进行管理的同时，需要

制定明确的车辆安全保护制度；后勤管理部门要对生活用品

与用具、公共用具、餐饮设备、水暖照明等众多实物明确保管

责任，维护设施、设备安全；财务部则要对全部办公设备建立

记账卡，定期盘点检修，实现价值形态与实物形态的同步管

理。

2. 规范管理流程。预算和计划是从“量”上控制管理费用

的支出，而管理制度则是从“质”上规范人的行为。项目部应

根据实际情况，从费用支出的计划、申请、审批、支付、核销等

环节建立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规定及办法。各部门及个人在

办理业务时，严格遵照规定的制度和流程，确保每一笔支出

合规、合法。如采购业务必须做到有计划（规格、品种、型号、

数量等）、有费用指标、有申请、有批准、有询价、有验收、有领

用等，做到“无指标不花、有指标不乱花”。

3. 严格考核，奖惩分明。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对管理费

用支出进行及时考核，适时反馈。坚持每月或每季对各部门

和员工的管理费用使用情况进行考核，一方面检验考核指标

预测的准确性和管理工作的成效，另一方面将考核结果与绩

效工资挂钩，实现“谁负责、谁控制，谁节约、谁受益”的管理

及奖惩机制。同时，对预算不科学的地方及时进行调整，对管

理中存在的不足及时纠正，使预算的执行在项目施工过程中

保持动态平衡。

上述沪G1501项目部管理费用的控制经验虽然不尽完

美，但已取得了一定的管理成效。从目前的执行情况来看，由

于项目部在费用预算、分解、执行等各环节中还存在认识上

的不足和技术上的不科学，即管理上还存在漏洞，费用节约

还有空间，有待进一步改进，在创建G1501安全工程、优质工

程、文明工程的同时，争创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沪G1501项目管理费用控制的改进建议

沪G1501项目现场管理费是按费用支出类别进行预算

和管理的，如：职工宿舍的空调、热水器列入了非生产性办公

设备；床、衣柜、床上用品列入了其他办公设备；职工宿舍的

水电费与项目部办公用水电费合并计量。这种分散、交叉的

管理模式不利于建立以宿舍为责任中心的成本费用控制体

系和进行宣传费专项管理。

为此，建议项目部对后勤服务费开支进行专项管理，员

工宿舍、生活水电、食堂、澡堂等后勤生活服务设施及日常管

理由后勤部门统一负责，在实行费用限额定量后，由后勤部

将限额指标分解到每一个具体单元进行控制和考核。如职工

住房2人一间、每人每月用水用电限量，超标准的按市场价有

偿供给。对于文化、宣传、大批量文印支出，则实行计划单列、

专项控制，计划内按需支出，节余部分指标收回，不挪作他

用。这样可使责任明确，有利于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的费用控

制责任，提高全员费用控制意识；费用控制状态直观，有利于

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此外，进行专项控制后，各部分

相对独立，分散了可能存在的控制风险，即使某些方面费用

超支或失控，影响的也只是局部，不会对整体控制目标产生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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