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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H公司在斐济 Wainisavulevu大坝
加高工程项目中的管理模式

陶 体 盛,　柏 文 华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MWH 是全球最大且最具经验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之一,其工程咨询经验的积累已超过百年,一直以国际标准进行

工程项目的咨询管理.阐述了斐济共和国(属于英联邦国家)Wainisavulevu大坝加高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 MWH 咨询工程

师对工程成本、进度、质量控制和 HSE、合同、信息实施的管理模式,其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国际咨询工程师在国际工程实施

过程中的管理经验,以适应国际工程建设的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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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ModeofMWHCompanyinWainisavulevu
DamHeighteningProjectinF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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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hydroBureau１０Co．,Ltd,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７２)

Abstract:MWHisoneofthelargestand mostexperiencedinfrastructureconstructionenterprisesinthe
world,withmorethanonehundredyearsofexperienceinengineeringconsulting．MWH hasalwaysbeen
workingonengineeringprojectconsultingmanagementinaccordancewithinternationalstandards．Thispaper
expoundsMWHconsultingengineer＇scontrolofprojectcost,progressandquality,andmanagementmodeof
HSE,contractandinformationduringtheimplementationofWainisavulevuDam HeighteningProjectinthe
RepublicofFiji(belongingtotheCommonwealthCountries),whichthepurposeistofurtherunderstandthe
managementexperienceofinternationalconsultingengineerintheprocessofinternationalprojectimplementaＧ
tion,soastoadapttothemanagementdemandofinternationalprojectconstructionandrespondtotheecoＧ
nomicdevelopmentinitiativeofthe“beltandroad”．
Keywords:MWH Company;technicalstandard;wholeprocess;standＧbysupervision;consultingmanageＧ
ment,WainisavulevuDam HeighteningProjectinFiji

１　概　述

Wainisavulevu大坝加高工程项目位于斐济

共和国 VITILELV岛中北部,工程项目包括土石

方开挖、溢流坝混凝土浇筑、黏土心墙堆石坝填筑

及其附属工程,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工程局有限

公司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业主为斐济国家供电

局(简称Fea),美华公司(简称 MWH)受 Fea委

托承担该项目的工程建设管理咨询工作.MWH
是全球最大且最具经验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之

一,工程咨询经验的积累已超过百年,一直以国际

标准进行工程咨询管理(以欧美工程建设标准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２４

主).咨询工程师(国内称之为监理工程师)为经

验丰富的工程管理人员,与国内的业主方或业主

方代表(“监理工程师[１]”)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具

有一定的区域性差异.笔者对其实施的管理模式

进行了阐述,介绍了具体的管理方式.

２　美华公司(MWH)实施的管理方式

２．１　成本与进度控制

成本的英文单词为 Cost,国际上称之为费

用.MWH 工程师(简称工程师)采取的成本控制

方式主要为依据合同协议中的相关条款,一般来

说,国际工程在设计阶段工作做得较为详细、严
谨,无论是EPC工程,还是施工总承包项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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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以工程量清单(BOQ 清单)中所列的项目清单

项目作为成本控制的基础,设计变更引起成本的

增加或减少,工程师所在的公司设有专门的团队

进行分析和论证其经济性、可行性,对成本的控制

做到有据可依,故在合同签订后,工程师对成本的

控制基本上按照合同或相关文件进行.由于该工

程所在地无完整的工程项目造价信息系统,变更

项目的单价组成一般采用市场单价加上税金和利

润等组成,工程师收到承包方报价后通过市场调

查和公司团队的审核,“最终与承包方进行协商确

定报价[２]”.
关于工程进度问题,工程师以工程承包方在

施工前提交的工程实施进度计划进行控制.由于

国际工程的施工组织较为复杂、要求高,施工进度

的超前或滞后都会对工程师的项目管理工作产生

影响.在工程师看来,除一些客观原因和业主原

因影响外,工程进度的控制是施工方的责任,若实

际进度与计划进度不符,工程师将根据有关合同

条款进行索赔.若因业主原因造成工程总工期延

长或费用的增加,工程师将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与

业主、承包方共同协商,寻求解决途径,待意见一

致后继续进行工程建设,承包方则根据业主原因

造成的损失按照正常处理程序进行索赔.工程进

度还包括工程施工承包单位的施工图的出图计

划.与国内不同的是:业主或设计单位仅提供工

程项目的初步设计图,而施工图则根据合同规定

由施工单位组织人员进行绘制,工程师负责审核

和图纸绘制的进度跟踪并适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

满足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要求.

２．２　质量控制

工程质量控制是工程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中

最严格的工作,是工程师进行工程咨询管理严谨

性、原则性的具体体现.目前斐济共和国无完整

的工程项目技 术 标 准.该 项 目 主 要 依 据 美 国

ASTM、ACI标准、英国 BS标准和部分澳洲、新
西兰等施工技术标准,工程项目各分部分项工程

所依据的标准在工程合同里有详细的规定,并对

所依据的 ASTM、ACI、BS等标准进行了排序,以
排在最前面的标准为施工依据,对每个主要工序

施工都有相关的要求.
与国内采取的方式相似,质量控制分为事前、

事中、事后控制三个步骤.事前质量控制主要对

各主要工序进行试验,所有有关工程质量的试验

必须在工程师的旁站监督下进行,作详细记录并

对取样试块进行标记,通过试验确定相关的技术

参数,经双方签字认可后作为施工过程中质量控

制的依据.事中控制是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的重

点,对主要工序必须在工程师或其委托技术人员

(业主的技术管理人员)的旁站监督下进行作业,
如混凝土浇筑施工前新老混凝土结合面的技术处

理,钢筋及其他金属构件安装的检查并合格,经工

程师现场签字同意后方可进行混凝土浇筑.在浇

筑过程中,每一罐车混凝土(８m３)在拌和站出料

处取样进行塌落度试验,该项目主体混凝土标号

为C３２、二级配、塌落度为１４０~１６０mm.若出料

处的混凝土塌落度低于标准下限值,工程师允许

掺加适量的掺合料进行二次拌和处理;若塌落度

高于标准上限值,工程师认为该混凝土为废品,不
得使用.混凝土入仓前必须进行第二次塌落度试

验,若塌落度低于标准下限值,工程师允许１~２
车入仓,并要求取样做２８d抗压试验以验证其抗

压强度是否符合标准,不合格则作技术处理,对于

连续３车或以上塌落度低于下限值时,工程师认

为拌和系统出现了异常,要求施工方暂停施工并

要求组织人员检修拌和系统,若问题得不到解决,
工程师有权要求停止混凝土浇筑施工;若塌落度

高于标准上限值,则该车混凝土为废品.黏土心

墙堆石坝的施工亦必须在工程师或其委托的技术

人员的旁站监督下进行,主要施工工序的取样必

须根据所依据的施工技术规范或合同相关条款执

行,黏土采用就地取材.由于当地气候潮湿多雨,
黏土含水率达６０％~９０％,压实参数要求完全参

照斐济 MONASAVU 黏土心墙堆石坝施工工

艺,实施过程中根据碾压试验取得的参数进行,要
求取土含水率低于７５％,采用宽履带小型挖掘机

进行摊铺,“V”型履带板推土机碾压,碾压后其抗

剪强度大于３０kPa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必须

对其清理后的现场进行重新摊铺碾压.事后控制

是指对成品质量的检查和成品质量缺陷的修复,
如对已浇筑混凝土水化热进行检测、表观质量

的检查、取样试块压实试验的抗压强度检测、裂
缝处理措施等,工程师将根据既定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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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则与施工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协商解决,
以确保整个工序的施工质量满足所依据的技术

标准或规范要求.
国际咨询工程师对施工质量控制中最重要的

是对工程实施现场“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不管是

隐蔽工程或非隐蔽工程,对其主要施工工序和单

元工程施工全过程进行旁站监督.与国内通常进

行的工程咨询管理相比较,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

质量管理更加规范,管理内容和方式更加全面和

成熟.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工程无主要施工工序、
单元工程的质量评定等一系列工作.因为工程师

在进行施工过程中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把关,做出

的几乎都是完全符合设计和规范标准要求的产

品.“对合格产品的工程量结算也比较简单,工程

量结算需要单元工程施工申请单、相关图纸及计

算过程即可[３]”.

２．３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

国际工程职业健康安 全 与 环 境 管 理 简 称

HSEManagement,是工程师进行国际工程管理

的重要内容.在施工现场,工程师要求承包方按

照与工程建设安全相关的国际标准和合同条款进

行 HSE管理,与国内 HSE管理内容基本一致.
但工程师对 HSE的管理力度、原则性较强,承包

方的 HSE管理计划内容必须经过工程师严格审

核,所涉及的措施内容必须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具

体体现,否则将根据条款对其进行经济处罚或要

求将违反安全规定的人员遣返回国.工程师对受

伤人员的应急救援极其重视,施工现场必须配备

急救医生和必要的应急救援药品,应急救援不仅

包括当地医院救援车辆的联系电话,还包括当地

直升机的救援联系电话.如２０１１年斐济 NAＧ
DARIVATU 可再生能源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发

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工人头部受重伤,该项目

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MWH 工程师要求联系

直升机进行救援,项目部根据实际情况同意了该

救援方案,伤者送往首都SUVA 得到及时救治,
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

２．４　合同管理

工程项目的承包合同是工程师进行合同管理

的基本文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设计变更

也是工程师进行项目合同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合

同管理过程中,工程师对合同管理非常注重其原

则性,合同范围内的工作内容严格按照所签订的

工程合同进行管理,合同外工程或施工过程中产

生的工程索赔则主要依据«FIDIC»施工合同条件

(１９９９年版)红皮书进行相关内容的合同管理.
工程合同管理的时效性与国内«工程承包合同示

范文本»的规定基本相同,如设计变更、工程结算、
工程索赔等合同管理内容的时效性基本一致,工
程师在进行该项目合同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合

同文件内容的时效性进行管理,从未出现过合同

文件超过时限自动生效的事件.

２．５　信息管理

斐济 Wainisavulevu大坝加高工程项目信息

化管理水平相对比较高,工程师与项目部相关部

门的信息交流以电子办公为主.为了更好地进行

有关项目建设的信息交流,MWH、Fea与项目部

各自建立了公共电子邮箱,主要管理人员的手机

通讯号码及电子邮箱由业主统计后发各参建单位

相关部门,建立起完整的信息交流平台.涉及项

目合同、质量、HSE等管理内容的信息交流一般

发送到相关单位的公共电子邮箱并抄送责任单位

在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FIDIC
施工合同条件的有关条款规定了信息内容的时效

性,将其作为合同结算、索赔等证据.
工程师对施工日志的管理极其重视,工作期

间,在工作现场详细记录当天的施工状况,包括承

包商施工内容、设备及人力资源配置、HSE以及

与工程相关的其他内容,内容详细、全面,现场工

作结束后整理成电子文档.工程师不介入施工方

的施工日志信息管理,有关索赔事件过程的查询

一般以工程师的施工日志记录时间为准.竣工验

收时,工程师要求承包方提供完整的竣工图纸、试
验室试验资料、工程师签发的变更指令和每个单

元工程施工前的验收资料(工程师签发的隐蔽工

程验收单或单元工程施工申请单),所要求的竣工

资料都必须是工程师签发的原件,用以证明工程

师在整个工程每个单元工程甚至主要工序的管理

监督过程.

３　结　语

国际建设工程项目咨询工程师管理类似于国

内监理工程师的项目工程管理,“三控(成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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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质量控制)、三管(安全、合同、信息管理)、一协

调(各参与方的相互协调)[４]”总括了工程项目实

施阶段管理的基本内容,与国内工程项目管理基

本内容一致.MWH 公司派出的工程师在工程管

理和工程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管
理过程中注重管理的实效性、原则性和系统性,对
主要工序和主体单元工程施工做到了全过程旁站

监督,体现了工程师对“工程咨询管理职责的重视

程度[５]”.
近年来,“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倡议带动了国

内工程建设企业走向国际化,更多地参与到国际

工程建设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为企业谋求

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因此,了解国际知名企业咨询工程师在工程实施

过程中的管理模式是参与国际工程建设的重要内

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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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点和监测点的布设.基准点是监测的基准,基
准点的不稳固势必会造成工作中出现种种问题;

同理,一方面,监测点要求稳固;另一方面,监测点

应按照渡槽顺水流方向左右两侧对称布设.由于

现场施工情况复杂多变,各种因素随时可能会影

响监测进度和频率而造成数据采集不完整、不完

善,进而影响到施工进度及安全,因此,监测数据

需要当天测完、当天进行分析反馈,任何不合适的

延误都可能导致施工产生不可预估的变化,进而

最终影响到工程施工进度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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