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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项目设备物资采购风险分析与控制

石 晓 磊,　漆 连 波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一分局,四川 彭山　６２０８６０)

摘　要:设备物资采购风险是项目运营管理中极为重要的风险之一,其是不可避免的.而PPP项目与传统施工项目不同,

受市场运营风险、项目移交风险、政策风险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致使项目在运营管理过程中设备物资采购风险亦随之增

大.为了降低PPP项目中设备物资采购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对正在施工的某PPP项目设备物资采购中存在的风险

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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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AnalysisandControlofEquipmentandMaterials
ProcurementinPPP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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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quipmentandmaterialprocurementriskisoneofthemostimportantrisksinprojectoperationand
management,whichisinevitable．Differentfromthetraditionalconstructionprojects,PPPprojectisgreatly
affectedbymarketoperationrisk,projecthandoverrisk,policyriskandotherfactors,sotheriskofequipＧ
mentandmaterialsprocurementintheoperationandmanagementprocessoftheprojectisalsoincreased．In
ordertoreducetheprocurementriskofequipmentandmaterialsinPPPprojectandimprovetheawarenessof
riskprevention,theauthorexpoundstherisksandcountermeasuresintheprocurementofequipmentandmaＧ
terialsofPPP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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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模式作

为一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模

式,目前受到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

越多的企业由纯施工逐渐参与到投融资建设当

中.企业模式的改变使得企业在盈利过程中充斥

着各种风险.而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设

备物资采购,其如何在顺应企业运营模式下获取

利润、降低企业成本是企业经营的核心.在PPP
项目中,设备物资采购包括制定采购计划、采购报

批、选择供应商、询比价、采购招标、签订合同、执
行合同、货物验收、结算、付款等环节.由于不同

因素的影响,致使采购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存

在相应的风险,如果对这些风险认识不到位、把控

不力,企业的采购过程就容易混乱,存在采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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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不透明、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等现象,进而

造成企业的经济损失.鉴于设备物资采购在工程

建设项目投资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因此,提高对

PPP项目中设备物资采购风险的认识程度,施以

有利措施干预风险源,加强对风险源头的管理与

控制是企业在设备物资采购过程中长期坚持的重

要工作,同时也是企业创效的有力保障.笔者论

述了 PPP项目中设备物资采购存在的采购风险

并提出了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议.

２　企业在设备物资采购工作中存在的风险

２．１　企业采购外围因素导致的风险

(１)市场风险:一是当市场发生变化时给企业

采购造成的风险.比如价格的突然上涨导致物资

供应困难,既使企业采购成本突然增加,但同时对

工期也会产生较大影响;二是当企业在采购价格

合理的情况下批量采购,但因该种物资受外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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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可能会出现价格暴跌而引起采购风险[１].
(２)政策风险:是指由于国家及地方政府新的

经济干预、环保与水保等政策的实施影响给企业

采购造成的经营风险.
(３)质量风险:一方面,由于供应商提供的设

备物资未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从而导致工程未达

到质量标准,给工程项目造成技术、经济、安全、企
业声誉等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因采购的原材料存

在质量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工程的实体质量安全,
从而影响到工程的交付期,进而降低了企业在社

会中的信誉和竞争力.PPP项目中部分基础设

施及主体工程需投入大量设备设施,待运营维护

期满后设备将作为主体工程附属设施无偿移交于

当地政府.若因设备物资及附属设施存在质量问

题,将会导致主体工程的运营及移交出现问题.
(４)履约风险:一是供应商的资金能力、生产

能力、技术能力等不足,签订空头合同,使企业所

需的设备物资无法得到保障;二是供应商经营不

善或其他原因等无法履约并终止合同,违反合同

条款规定并造成经济损失;三是以预付款形式进

行采购的物资,由于供应商主观和客观原因,既无

供货能力,又不能返还预付款造成的损失.
(５)自然意外风险:是指由于自然不可抗力因

素造成供应条件的变化,例如地震、洪水、台风等

自然灾害导致运输道路的中断等给企业造成的供

货中断风险.

２．２　企业采购内部原因导致的风险

(１)计划风险:是指在企业运营过程中设备物

资计划管理不到位或不科学,与目标发生较大偏

离导致盲目采购或不合理采购造成的风险.PPP
项目往往投资巨大,存在融资困难、风险高等特

点.因此,为降低企业资金占用,减轻融资压力,
在设备物资采购过程中根据施工组织计划加强采

购计划管理,避免物资积压造成资金占用等影响.
(２)合同风险:一是采购人员在签订购销合同

时考虑不当致使合同条款模糊不清,盲目签约;二
是合同行为不正当.供应商行贿,与采购人员之

间存在舞弊行为,套取企业采购标底,使其在投标

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三是合同日常管理混乱,报
批资料、询比价资料等相关支撑材料遗失造成的

合同管理风险[２].
(３)验收风险:设备物资在验收过程中易存在

数量上缺斤少两;质量上以次充好;规格型号不相

符,验收不及时等风险.
(４)库存风险:一是供不应求时库存可以保障

现场正常生产,供过于求时造成物资积压,占用大

量资金积压,失去了资金的机会利润,形成存储损

耗风险;二是市场行情波动较大,盲目囤积物资易

造成物价减值风险;三是长期积压物资容易造成

物资变质甚至报废等风险.
(５)内部人员责任心风险:是指在设备物资

采购过程中,由于工作人员不作为、失职、渎职,
在不可预见事件上不能把好关而造成的各种损

失风险.

３　企业采购的风险控制

３．１　利用 信 息 对 企 业 设 备 物 资 采 购 风 险 进 行

控制

(１)信息对于采购风险的作用.信息流通是

现代社会中的重要资源,也是决策者进行成功规

划的根基.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从竞争的

角度上讲,谁掌握的信息及时、准确、占有的信息

多,谁就能在竞争中手握主动权,有制胜的先机.
掌握充分的信息可以提高决策方案的准确度,减
少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降低决策风险.例如

明确采购价单价就必须要在掌握市场资源状况、
了解市场信息、充分对市场进行调研、市场价格以

及到货产品综合生产成本、来源等信息的基础上

完成.对于采购数量较多、采购整体金额较大,受
外部环境影响价格波动较大的设备物资,笔者建

议采用浮动价[３]进行采购,避免价格过涨、过跌造

成的经济损失.
(２)PPP项目风险信息的处理.PPP项目与

传统项目不同,PPP项目中市政工程居多,受地

方政策及环境影响信息波动较大,信息资料常常

分布较散,因此,作为 PPP项目的采购人员要有

敏锐的洞察力.首先要多渠道搜集各种与采购风

险相关的信息.要尽可能地拓宽信息渠道,保持

信息的实效性、准确性和流畅性;其次,对获得的

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分析,找出其中有用的部分作

为采购决策的依据,为采购风险的控制打下坚实

的基础,使企业沿着正确的经营方向前进.

３．２　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对员工

的教育及交底工作,提高其业务素养

一定要加强内部制度与程序的完善,同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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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业务人员应加强对相关政策、采购程序、工程技

术及经济知识的学习.加强集中采购,做到采购

程序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合规.不断加强法律

观念的学习、职业素养的建设,做到依法办事,增
强企业内部的风险防范能力,从管理源头杜绝人

为采购风险的产生.

３．３　加强对采购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审查,做到采

购过程有迹可循,公开透明

(１)加强对设备物资需求计划以及采购计划

的管理.需求计划、采购计划是设备物资采购管

理的源头,是开展采购工作的依据.计划的提前

性便于开展采购策划工作,科学谋划资源配置方

案,超前筹划采购方式和采购策略.PPP项目与

传统项目不同,在中国电建设备物资集中采购管

理办法中明确要求投资建设项目包括工程建设、
房地产投资开发、BT、BOT、BOO、BOOT、BLT、

BTO、PPP项目、PMC(工程项目管理承包)代建

制项目以及通过融资/投资获得的EPC项目所需

设备物资采购必须依法招标,“依法必须招标类”
中单项合同价达到２００万元以上人民币的要以公

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４].传统项目中,要求合同

估算价在２００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的成套机电设

备、制造类原材料,合同估算价在１０００万元人民

币及以上的工程项目物资要以招标或竞标方式进

行采购.因此,企业在项目实施准备阶段其物资

计划的编制依据是否合理;调查预测是否失真、存
在偏离实际的情况;采购要素(采购数量、采购目

标、采购时间、使用计划、质量计划)是否有保证措

施等是企业采购工作的决策性因素.　
(２)加强采购合同的管理.

①合同签订过程审查.合同签订的好坏直接

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

慎之又慎.合同签订时,一是要审查签订经济合

同当事人是否是单位法人或委托代理人,是否具

有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二是要审查经济合

同的主要条款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

同法»中的相关规定及上级单位在管理文件中的

要求;三是要审查经济合同的主要合同条款是否

清晰完备、内容规范、合同签订是否符合国家政策

及法律程序.通过各部门及相关领导对合同会签

审查,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对缺少的必备合同条款应予以增补;对

合同内显失公正的内容予以编削,从而减少执行

过程中合同纠纷的发生[５].

②合同执行过程审查.一是审查合约的交货

期执行情况是不是从严按合约规程执行.二是审

查设备物资验收工作执行情况,是否对物资出入

库及发放过程进行验收控制.三是对不合格产品

控制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发现不合格产品时应及

时记录,未达到验收标准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四

是重视对合同中存在异议的处理.合同在履行过

程中存在异议是客观存在的,当产生异议时应及

时沟通协商并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处理,尽可能地

降低风险.例如,受外围因素影响导致产品价格

变化时应及时谈判协商,然后签订补充协议以减

少不必要的损失.

３．４　建立良好的供应渠道,与供应商联合起来对

采购风险进行控制

企业控制采购风险的关键是与供货方之间创

立良好互惠供求的合作关系.良好的供求关系可

以降低采购成本.选取供应商,首先要对供应商

进行调查、考察,对供应商的品牌、信誉、能力、销
售业绩、注册资金、质量体系等做出整体评估.组

成供应商评选小组,对供应商的质量水平、交货能

力、价格水平、售后服务、技术能力等进行评估;其
次,对所需的产品性价比、数量、付款期、售后服务

等进行沟通交流.在评估完成达到合格供应商要

求后再进行合作.双方可以在市场风险较大的情

况下共同抵御,实现共赢.

３．５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１)预警系统.对存在风险较大的要素设定

警戒值,加强风险分析,及时发现风险源,对风险

源进行识别、评估并明确风险等级,制定相应的预

案.例如,对原材料价格波动设定警戒值,当原材

料价格波动范围临近警戒值或高于警戒值时立即

启动相关预案,以减少经济损失.
(２)应急预案.根据在管控采购风险过程中

制定的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相应的采购风险后可

以立即启用相应的应急预案,从而降低损失风险.

４　结　语

笔者论述了企业在 PPP项目中设备物资采

购存在的风险及所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作为企

业中的管理者,应当从自身做起,学习管理知识及

(下转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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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事市政项目物资、机械设备采购及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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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６页)
的偶然现象很多,因此,目前设置连续梁预拱度的

方法一般都是根据跨度、长度相近桥梁的相关经

验确定,这样看来,为连续梁设置适当的预拱度对

桥梁完工后的合理受力以及安全使用就显得十分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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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跨度最大的斜拉桥钢箱梁恢复施工
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由中国水电七局承建的成都市跨度最大的韩滩双岛大桥及连接线工程钢箱梁恢复施工.

韩滩双岛大桥主桥为桁架式钢箱梁,全长８６０m,主跨跨越江心岛,跨度为４３０m,边跨均为２１５m,桥面宽３８m.今

年是韩滩双岛大桥的收官之年,项目部面临时间紧、任务重、施工质量要求高、安全控制风险大等诸多困难,项目团队逆

势而上,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紧盯湖北疫情变化和复工复产新政策,以网络视

频会议连线钢箱梁工程施工队伍,在线研讨当前面临的困难和处置方案;另一方面积极与业主等单位进行有效沟通,多
措并举降低风险损失,最终在４月８日人员集中隔离结束进行了核酸检测无误后恢复了钢箱梁的正常施工.

(水电七局一分局　供稿)

四川省２０２０年重点能源项目名单出炉
３月３１日,四川省公布２０２０年全省重点项目完整名单,全省共列重点项目７００个,计划总投资４４４４２．８亿元.包括

白鹤滩－浙江±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白鹤滩－江苏±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大唐普格甘天地二期风电等重点

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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