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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电站移民工程代建管理模式综述

张　岩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合理选择移民工程代建管理模式,能够极大提高移民工程建设管理的质量和效率,解决移民工程的难点问题.某水

电站结合单项移民工程的特殊性,充分考虑各代建管理模式的优缺点,科学选择了最适用的移民工程代建管理模式,实现了

电站按期下闸蓄水的建设目标,能够为类似水电站移民工程代建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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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asonableselectionofthemanagementmodeofresettlementagentconstructioncangreatlyimprove
thequalityandefficiencyofresettlementconstructionmanagement,andsolvethedifficultiesofresettlement

project．CombiningtheparticularityofsingleresettlementprojectandfullyconsideringtheadvantagesanddisＧ
advantagesofeachagentconstructionmanagementmode,ahydropowerstationscientificallyselectsthemost
suitableagentconstruction managementmodeofresettlementproject,realizestheconstructiongoalofthe

powerstationtoimpoundmentwateronschedule,whichcanprovideusefulreferencefortheagentconstrucＧ
tionmanagementofsimilarresettlementprojectsofhydropowerstation．
Keywords:resettlementproject;characteristicsanddifficulties;managementmode;advantagesanddisadvanＧ
tages

１　概　况

某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

境内,该电站移民工程主要包括库区S２１１复建公

路工程、汗牛大桥及其引道工程、莫玉大桥及其引

道工程、格宗移民安置点垫高场平及其右岸边坡

治理工程、俄呷桥及俄呷便道工程、小马尔桥工

程、江口组垫高防护工程、绒巴沟垫高防护工程等

项目.由于涉及面广,单项移民工程特殊,如何科

学选择最适用的移民工程代建管理模式是摆在业

主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

２　移民工程的特点和难点

２．１　战线长条件差 建设管理难度大

该水电站移民工程项目地跨甘孜、阿坝两州,
分布在康定、丹巴、小金三县,最远项目距孔玉营

地约４５km,由于距离远、项目多且地形狭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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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复杂、沿线泥石流冲沟发育,工程所在地交

通运输、材料运输条件较差,导致施工难度增加、
施工效率降低,安全管理、质量控制、投资管理及

进度督导难度较大,与枢纽工程相比需要耗费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１].

２．２　工期短任务重　控制压力大

受前期规划调整大、审批流程周期长等因素

影响,移民工程启动时间一般比较滞后,故合同工

期较为紧张,正式开工后又受征地移民、施工协

调、临时改迁等影响,工期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如

某县移民安置规划方案补勘、论证、比选、报批等

历时１年有余,且完成招标工作、进场启动施工

后,由于林地权属问题发生多次阻工,对工程顺利

推进造成不利影响,加大后续项目施工强度[２].

２．３　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施工影响因素多

征地、移民、协调等协调工作具有突发性,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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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流程经承包人、监理、项目公司、地方政府等

单位流转,停窝工很难避免.施工影响区范围内

大量地方通讯、电力线路需临时迁改,多处厂矿、
砂场、地方村道与公路建设存在较大干扰,施工期

间附近地方村民临时避险,故协调任务重、难度

大、周期长[３－５].

２．４　施工条件提供困难 变更索赔无法避免

招标阶段明确由业主提供的施工条件,进场

施工后,实际提交困难或根本无法提交,严重制约

工程顺利开工建设,将导致大量变更、索赔发生.
如某移民安置点招标阶段规划的渣场、料场及临

建场地受征地移民、地面附作物迁建等影响,长期

无法提供.

２．５　设计方案变更多 投资控制难度大

移民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受地方主管部门、库
区移民意愿等影响较大,重大设计方案调整、变更

难以避免.如库区S２１１复建公路开工以来发生

明改隧、桥改隧、桥改路、设计调线、滑坡体治理等

重大设计方案变更.

３　地方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

３．１　组织形式

移民管理机构与权属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签

署代建协议,由权属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批

准的移民安置规划,负责组织对移民工程进行设

计、招投标、建设、验收等工作[３].

３．２　优　点

(１)建设管理关系简单,移民管理机构和实施

单位职责分工明确,有助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代建

单位的作用.
(２)由于设计、施工、监理等受代建单位委托,

故建设目标明确,有利于设计与施工的有序衔接,
发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处理,有助于缩短工期.

(３)由于实施单位自主建设,专业技术人员和

管理人员充沛,容易建设高质量的移民工程.

３．３　缺　点

(１)移民工程涉及权属单位和多个行业部门,
部分移民项目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需要移民管理

机构牵头协调确定,致使组织协调工作量大.
(２)权属单位和行业部门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

原材料、采用先进的工艺、保守的设计方案,不利于

移民工程投资控制 ,增加了移民资金控制难度.

３．４　工程实例

对于规模较小、结构简单的小型移民工程可

采用地方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如该水电站库区

俄呷桥及俄呷便道工程、小马尔桥工程、江口组垫

高防护工程、绒巴沟垫高防护工程由地方县级移

民管理机构负责代建.

４　设计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

４．１　组织形式

近年来,以设计为龙头的“设计—采购—施

工”总承包管理模式的优越性被业内人士认可,按

EPC总承包模式实施的移民工程日渐增多[７].
该水电站枢纽工程设计单位通过与省移民主管部

门签订EPC总承包合同,对复建工程建设过程承

担责任,承揽的工作内容包括勘察设计、招标采

购、征地拆迁、监理、施工、竣工验收、工程移交等

方面.

４．２　优　点

(１)主体设计单位对移民安置规划以及整个

水电工程最有全局观,能系统研究各环节之间的

关系,准确把握工程的主要矛盾,从而实现对进

度、质量、投资等主要目标的有效控制.
(２)以设计为龙头的总承包模式,能够充分发

挥设计单位的技术优势,特别是设计优化的主动

性,因而在投资控制方面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３)有利于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政府或业主

单位的合同纠纷和风险.

４．３　缺　点

(１)以设计为龙头的EPC总承包管理模式对

设计成果的质量和精度要求更高,如果设计成果

不准确,则存在缺项、漏项等问题,总承包单位就

将为此付出代价.
(２)设计施工总承包单位若不能准确理解移

民复建的“三原”原则及“先移民后建设”的水电开

发方针,则存在提高设计标准和建设规模的风险.
(３)移民工程与枢纽工程存在较大区别,不仅

受地形、地质等自然因素影响,而且受周边人文、
社会环境的影响,故设计施工总承包管理单位应

从移民安置规划的大局来看待移民工程建设的所

有问题.

４．４　工程实例

对于专业性较强、结构复杂的大型桥梁工程

可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管理模式,如库区汗牛大

桥及其引道、莫玉大桥及其引道工程由省级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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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委托电站主体设计单位实施代建.

５　项目法人为主体的管理模式

通过对移民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研究,从移民

安置的宏观组织管理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对移民

工程建设的基本要求出发,移民工程建设管理主

要集中在组织管理、工程进度、建设质量及投资控

制等方面[８－９].

５．１　组织形式

地方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和设计施工总承包

管理模式有助于宏观组织管理,保证移民工程进

度、质量、稳步推进移民安置和经济社会恢复和发

展有一定的优点.但由于移民工程占线长、环境复

杂、不可预见因素众多,必须充分考虑移民工程与

枢纽、送出工程的统筹、协同推进的要求,既保证库

区百姓的切身利益,又要保证电站按期下闸蓄水目

标,因此,出现了以项目法人为主体的管理模式.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四川省移民扶贫局编制下发

了«四川省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单项工程代建

管理办法»(川扶贫移民发[２０１４]３１４号),该办法

第五条规定:具有移民单项工程管理权限的省、市
(州)有关部门和县级人民政府,可委托水利水电

工程项目法人、主体设计单位及其他大型国有企、
事业单位为代建单位.为项目法人为主体管理模

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５．２　优　点

由项目法人代建的移民工程,消除了政府主

管部门直接管理及设计—施工总承包诸多不利因

素,在许多方面优势比较明显,具体如下:
(１)项目法人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团队,能够

主动对工程进度、质量、投资进行控制,并通过移

民工程建设培养有经验、顾大局的复合型管理人

才,为企业发展增添动力.
(２)企地沟通协调、物资供应、资金筹集、现场

管理等方面较EPC模式有一定优势,充分吸取枢

纽工程管理经验、并结合移民工程管理特点,能够

实施有效管控.
(３)有利于移民工程、枢纽工程、送出工程统

筹、协同推进,结合外界环境、建设形势的变化,及
时采取纠偏措施,实现建设目标.

(４)项目法人对移民工程实施过程管理,能够

充分掌握库区移民意愿、地方政府要求,有利于推

动库区移民工作[１０].

５．３　缺　点

(１)移民工程距离枢纽工程一般较远,现场管

理极为不便,需设立现场管理机构.
(２)移民工程设计、施工不确定性因素 较

多,实施过程中变更频繁,业主较难掌握,对投

资控制不利.
(３)按部就班完成“设计—招标—施工”等一

系列流程,因而建设周期比较长,对赶进度不利.
针对项目法人管理模式存在的不足,可以通

过优化管理流程、简化管理链条、配备稳定且高素

质的管理团队来弥补.

５．４　工程实例

库区S２１１复建公路工程地跨康定、丹巴两

县,由上级行政单位—甘孜州人民政府委托猴子

岩公司进行代建,项目公司委托管理单位全面负

责现场管理工作.

５．４．１　责任主体

征地移民、综合协调等工作责任主体为州政

府,项目公司及移民设计为配合单位,移民监理为

监督单位,资金从移民渠道列支.
工程建设全面管理责任主体项目公司,现场

管理责任主体为项目管理部,资金由项目筹措.

５．４．２　管理流程

５．４．２．１　征地流程

施工单位提出征地要求后,经工程监理、项目

管理部、项目公司、地方协调组４个单位逐级核实

后开展现场工作.

５．４．２．２　协调流程

施工单位提出协调事项后,经工程监理、项目

管理部、地方协调组３个单位逐级核实后开展现

场工作.

５．４．３　建设管理流程

施工单位文件经工程监理、项目管理部、项目

公司逐级审核后进入执行阶段,重大变更及索赔

走移民审批或上级单位审批.

５．４．４　实施过程

(１)按照以上管理模式,经过１年多时间运

作,存在管理效率低下、文件流转时间长、沟通协

调不畅等诸多问题,项目管理部的现场管理工作

仅停留在监理管理基础之上的监督职能,制约工

程推进及现场协调问题的解决.
(２)项目公司将项目管理部安全、协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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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管理人员并入项目公司相关职能部门,减少

中间环节,直接行使管理职能.
(３)项目公司组织编制移民工程建设管理办

法(试行),明确由项目公司代建的移民工程均按

照枢纽工程的管理模式和思路实施建设管理.

６　结　语

项目法人单位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枢纽工程建

设上,对移民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

移民工程可能成为制约电站下闸蓄水的关键.合

理选择移民工程代建管理模式,能够极大提高移

民工程建设管理的质量和效率,解决移民工程的

难点问题.该水电站建设管理团队结合各单项移

民工程的特殊性,充分考虑各种类型代建管理模

式的优缺点,科学选择了最适用的移民工程代建

管理模式,实现了水电站按期下闸蓄水的建设目

标,能够为类似水电站移民工程代建管理提供有

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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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进场后严格管理等措施,与监理单位相互支

持、共同克服困难,监理服务达到了合同要求,在
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水电行业监理管

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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