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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模式下项目业主对工程管控的探讨

吴　红
(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１００１６０)

摘　要:EPC工程总承包模式,已成为新能源工程建设发包的主要模式,EPC模式除具有显著的优点外,也存在些许不足.

笔者从分析现状和解析实践入手,阐明EPC模式下发包人在招标、施工、竣工等各阶段需重点关注的相关问题.EPC发包

模式被广泛应用,作为工程发包方,可通过合理策划招标方案、有效运用结算手段、充分发挥监理方职能等方法策略,合理规

避相关风险,不断强化对过程的管控力度,从而确保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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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projectowners＇engineeringcontrolinEPCmode
WuHong

(SinohydroNewEnergyDevelopmentCo．,Ltd,Beijing,１００１６０)

Abstract:EPCprojectgeneralcontractingmodehasbecomethemainmodeofnewenergyprojectconstruction
contracting．EPCmodehasnotonlyobviousadvantages,butalsosomeshortcomings．Theauthor,starting
fromthea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andpractices,clarifiestherelevantissuestowhichtheemployer
shouldpayattentionineachstagesuchasbidding,constructionandcompletioninEPC mode．EPCcontract
modeiswidelyused．Theemployeroftheprojectcanreasonablyplanthebiddingscheme,effectivelyusethe
settlementmeansandgivefullplaytothefunctionofthesupervisor．Atthesametime,theemployercanreaＧ
sonablyavoidrelevantrisks,continuouslystrengthenthecontroloftheprocesssoastoensuresmoothimpleＧ
mentationofengineeringconstruction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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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国内建筑行业工程项目承发包模式,一般采

用设计~建造、施工总承包、采购施工总承包、

EPC工程总承包等模式,而 EPC总承包模式应

用越来越广泛,目前已成为主要模式.EPC总承

包模式是指设计、采购和建造一体化模式,该模式

表现为承包方受发包方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

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

过程承包,并对其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

和造价全面负责[１].在建设过程中,发包人对承

包方的工作不直接进行干预,仅实施一定的监督

和管理职能.
从EPC模式的业务范畴看,承包方对建设项

目有全方位的主导权,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方式自

主开展各项工作,能更好地发挥承包方的技术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５Ｇ０７

管理优势.但对业主方而言,EPC模式从实质上

削弱了发包人对项目的管控力度,导致在某些环

节上发包人的要求得不到及时充分的落实.为规

避由此带来的弊端,发包方需要对工程项目的管

控要素逐一进行深入研究,有针对性地做好管理

策划,实现业主既定的工程建设目标.

２　工程项目EPC发包模式的利与弊

每一种模式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就项目业主

而言,采取EPC模式发包工程同样利与弊共存.

２．１　利的方面

招标过程简单,相对于多标段招标,节约了时

间和招标费用;施工过程中,能有效克服设计、采
购、施工相互制约和相互脱节的矛盾,有利于各阶

段工作的合理衔接,减少了业主方的管理沟通成

本;建设工程责任主体明确,由总承包方对建设工

程的质量、进度、造价及所有专业分包人的履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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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总负责,有利于业主方锁定责任人;EPC工程

总承包模式采用固定总价的计价方式,工程总造

价可控.

２．２　弊的方面

承包方是唯一的,承包方决定着项目的成功

与否,能否选择到合格的承包方对业主来说至关

重要.因此,发包人承担了是否能够正确选择承

包人的压力和风险;在固定总价合同包干的情况

下,总承包方在设计施工方面占有较多的主导权,
导致业主方的诉求易受到忽视;在承包方全面负

责采购的情况下,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降低

质量性能要求,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项目后期运维

难度和运营效益.

３　EPC模式的应用现状及问题应对策略

工程项目开发建设周期涵盖了从提出投资设

想、前期论证、投资决策、建设准备、建设实施、竣
工验收直至投产运行等各个阶段.对于拟采取

EPC模式的项目,发包方的工程建设管理通常始

于建设准备阶段终于竣工验收.

３．１　合格总承包方是EPC项目建设成功的基础

采用EPC模式发包的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

内容涵盖设计、采购、施工等多个业务领域,对承包

人的业务结构有较高的要求.设计不再是单纯地

设计出图工作,还应包括整个建设工程的总体策划

以及工程实施的组织管理;采购也不是单纯性的装

置性材料类采购,而是工程主要设备及大部件类的

采购;施工方面则包括建筑施工、安装调试、技术

培训等一系列内容.目前,这种全能型企业并不

占主流,多数项目的EPC工程主要由具有施工总

承包企业资质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的企业承

揽.部分施工企业性质的承包人,即使设有相应

的设计机构和资质,但在设计资质等级和经验上

无法和大型专业的设计企业相媲美,而一些大型

的设计企业即便拥有建筑施工资质和施工队伍,
但在专业性强的施工业务方面也稍显能力不足.
这就需要发包人依据项目特征,从资质、业绩、技
术、财力、组织人员、资源、企业信誉等多方面综合

评估,通过竞争招标的方式确定合格承包人.

３．２　招标文件中设置合同条件的重要性

EPC工程总承包也称交钥匙工程,顾名思义

就是承包人负责从项目的设计起直至试运行、验
收移交后的全过程,发包人接收的是完整的、满足

规定性能指标、可发挥效力的最终产品[２].发包

人与承包方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全由双方签订的合

同进行约束.发包人在设计合同条件时,应重点

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１)深化可行性研究,明确投资限额,确保招标

额度不超概算.竞争性投资项目追求的无非是利

益最大化,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会对建

设项目的必要性、财务可行性、经济合理性、投资风

险等进行全面评价,并基本锁定了投资内部收益率

和建设投资额[３].在开展招标工作的时候,发包人

希望得到肯定的答案,那就是招标额度不超投资限

额,但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潜在承包人往往不

能对发包人的期望做出准确判断.一般情况下,以

EPC发包的工程,计价模式多选用固定总价的方

式,价格一经确定,在该工作范围内不再进行调整,
即承包人承担了价格的风险.为规避风险,潜在承

包人可能会采用确保较高利益的定价策略,进而发

生投标报价高于发包人投资限额的可能性,造成招

标失败.为了实现双方共赢的招标结果,可在充

分论证项目各方风险和利益的前提下,采用最高投

标限价(即招标控制价)的方式,提前划定投标报价

的最高上限,以便所有潜在承包人利用各自的优势

及核心能力开展公平竞争.
(２)合理规划重要设备的采购工作,规避固定

总价下的风险.以新能源风电项目为例,设备采

购额度约占项目总投资的６５％左右,且设备需在

自然条件下运行二十年.这无疑对设备的质量提

出了较高要求.作为发包人,希望在可控的投资

总额内采购到国内或国际上知名度高、品质优的

设备,为项目的后期生产运营提供基本保障.但

若在发包阶段将采购主控权交由承包人,可能会

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采购在短期内能够满足性能

要求的产品.鉴于以上考虑,在设计招标文件时,
发包方可将关键的重要设备的采购价格以暂估价

的形式明示于招标文件中,后期无论是哪一方开

展采购工作,双方均不会在价格方面出现分歧.
既满足了发包人采购优质设备的需求,也不会挤

占承包人的价格空间,可谓一举两得.
(３)综合考虑建设项目用地费的计价方式,平

衡发包方与承包方的风险.EPC项目管理模式

下,鉴于建设项目用地征用具有手续繁琐、沟通面

复杂、与施工衔接矛盾突出的特点,发包方通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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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建设项目用地的征用工作交由承包人完成.目

前,在设计招标文件时,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在

文件中以总价包干的形式明确征用地费用,无论

发生多少费用均不做调整,这种计价方式就要求

发包人要全面掌握项目所在地土地征用的相关政

策,尽量准确获知用地费用.但从以往的项目情

况看,误差仍然存在,发生过变更合同价款请求,
导致合同的执行出现偏差,竣工决算久决不下.
二是在招标文件中明确相关要求,由潜在承包人

自行报价.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此事项变成了

一个竞争的费用,各潜在承包人会因为各种原因,
填报的数据出入较大,不利于合同执行过程中实

际操作.鉴于此,可将方法一做进一步的细化处

理,将尽可能准确的费用以固定包干的形式明示,
将不确定的部分以暂列金的形式计入总价中,在
必要时审批使用.细化处理后的方法不仅有利于

合同的执行,而且较好地平衡双方的风险.

３．３　强化项目关键要素的监管职能,确保项目目

标成果的实现

在项目施工阶段,发包方的主要工作是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好自身义务,在过程中加强对承包

人的督促检查,定期对项目投资、质量、进展情况

进行研究分析,预判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
并积极采取对策予以化解.

(１)督促协助承包人尽早完成法律法规规定

的各项审批手续.EPC模式下,各项建设手续都

交由承包人主办,发包人协助办理.但在工作开

展初期,承包人对项目现场及当地政策的熟悉程

度可能远不及发包人,这就需要发包人及时引导

和敦促承包人梳理诸如土地征用占用补偿、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建设要件的办理完结

时间,以确保进度节点受控.
(２)重视复杂的大型设备在生产制造过程中

的设备监造工作.安装运行的大型设备,制造质

量由供货的设备制造单位全面负责.一般情况

下,采购人对大型设备的验收多采取检验资料验

收的方式,对其具体的制造过程基本不掌握[４].
为确保制造过程中执行工艺的准确性、检验工作

及重要部件按约定品牌装配的真实性,可选派专

业技术人员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对设备的监造工

作,确保所交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３)加强对项目设计成果的论证评估,审慎对

待EPC承包方提出的设计变更.EPC承包方开

展设计工作时,出于对设计成本、建造成本以及现

有施工技术水平的考虑,设计成果仅以满足招标

阶段发包人提出的功能要求为目标,而非发包人

所期望的高标准高质量.因此,找到双方满意的

平衡点,需借助有经验的第三方对设计成果进行

全面评估.此外,在施工过程中,EPC承包方会

出于对工程量和进度的考虑,提出设计变更或施

工方案调整,在合同总价不因此事项调整的情况

下,发包人应综合评估利弊,审慎对待此类变更.
(４)注重投资偏差分析工作,确保工程总造价

可控.一是综合利用挣值法等项目管理技术,在
建设过程中对投资、进度进行全方位的偏差分析,
明确诸如投资超支是因投资超出预算或因进度提

前等原因[５].此外,通过偏差分析,还有利于发包

人有效把控资金的投放时点,节约相应的财务费

用;二是做好与EPC方的工程价款结算工作.在

EPC模式下,施工过程中不再进行工程量计量签

证工作,工程进度款支付一般采用依据形象进度

的月结算方式,该方式易发生完成量与结算量偏

差.因此,在结算过程中要加强动态管控,及时修

正,力求不超算超结.
(５)督促引导工程建设监理发挥好“三控三管

一协调”职能.工程建设监理介入工程项目时间

较早,其职责不仅涵盖了对施工组织设计、专业施

工方案、分包单位资质条件、施工进度计划等的审

查,还包括施工质量验收抽检、施工进度管控、安
全生产管理、工程结算审核等,事无巨细,且贯穿

于施工全过程.工程建设监理本质是代表发包人

对承建单位的建设行为进行监控,有人戏称,监理

就是发包人的眼和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发包

人应充分信任、理解和支持监理工作,赋予其一定

的权力,并完善相关制约和监督机制,使其最大限

度地发挥好监理职能,为项目的成功保驾护航.

４　结　语

虽然在EPC工程总承包模式下,项目业主针

对工程建设的管控力度较弱,管理中的诸多分歧

还有待商榷,但该模式的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在新能源工程建设领域,EPC发包模式被

广泛应用,作为工程发包方,可通过合理策划招标

方案、有效运用结算手段、充分发挥监理方职能等

(下转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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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为４．３９kgCO２eq/MWh ~９．
１４kgCO２eq/MWh.玉瓦水电站与大型水电站

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对比见图３.

图３　与大型水电站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对比

可以看出,作为中小型长引水式电站,玉瓦水

电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高于金沙江下游

四个大型水电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其
原因可能是装机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发电量增加效

益,要大于由此带来的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

影响.

５　结　语

基于生命周期的角度,以玉瓦水电站为工程

背景,对中小型长引水式电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

排放进行了研究.玉瓦水电站单位温室气体排放

量为１９．５５kgCO２－eq/MWh,其中,建设阶段对

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值最大,约占８０％.与传统

的火力发电相比,玉瓦水电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

排放十分优异.大力开发水电能有效的减低温室

气体的排放.与大型水电站相比,作为中小型长

引水式电站,玉瓦水电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

较高.因此,在确定开发方式及电站规模时,除技

术经济因素外,需考虑生命周期内环境影响,评估

减排效益,阐明水力发电的清洁性与优质性.

参考文献:
[１]　刘黎娜．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及其案例

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２００８．
[２]　王　巧．污水再生利用工程生命周期评价研究[D]．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２００７．
[３]　章玉容．粉煤灰混凝土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综合评价[D]．北

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６．
[４]　朱　嬿,陈　莹．住宅建筑生命周期能耗及环境排放案例

[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３３０－３３４．
[５]　朱　祺．生物柴油的生命周期能源消耗、环境排放与经济性

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０８．
[６]　胡志锋,马晓茜,李双双,等．水力发电技术的生命周期评

价[J]．环境污染与防治,２０１３,３５(６):９３－９７．
[７]　HertwichEG,GibonT,BoumanEA,etal．Integrated

life－cycleassessmentofelectricity－supplyscenariosconＧ

firmsglobalenvironmentalbenefitoflow－carbontechnolＧ

ogies[J]．ProcNatlAcadSciUSA,２０１５,１１２(２０):６２７７

－８２．
[８]　杨建新．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及应用[M]．气象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９]　张社荣,庞博慧,张宗亮．基于混合生命周期评价的不同坝

型温室气 体 排 放 对 比 分 析 [J]．环 境 科 学 学 报,２０１４,３４
(１１):２９３２－２９３９．DOI:１０．１３６７１/j．hjkxxb．２０１４．０７６０．

[１０]　UnitedStatesNuclearEnergyInstitute(USNEI)．２００５．

Life－cycleemissionsanalysis[EB/OL]．２０１３－ １２－ ２１．

http://www．nei．org/index．asp? catnum＝２&catid＝２６０．
[１１]　马忠海．中国几种主要能源温室气体排放系数的比较评价

研究[D]．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２００２．
[１２]　杜海龙．金沙江大型水电站碳足迹的生命周期分析研究

[D]．２０１７．

作者简介:

何　坤(１９８１Ｇ),男,四川南充人,高级工程师,从事水电工程施

工组织设计工作;

钟　权 (１９８８Ｇ),男,四川万源人,工程师,从事水电工程施工

组织设计工作．
(责任编辑:吴永红、卓政昌)


(上接第８５页)
方法策略,不断强化对过程的管控力度,从而确保

工程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１]　王伍仁．EPC工程总承包管理[D]．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２]　王辉仁,等．工程项目组织与管理[D]．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３]　杨庆蔚,等．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D]．中国计划出

版社,２００６．
[４]　吕文学．设备工程监理合同管理[D]．中国人事出版社,２０１２．
[５]　刘伊生,等．建设工程造价管理[D]．中国计划出版社,２０１９．

作者简介:

吴　红(１９７０Ｇ),女,安徽濉溪人,高级经济师,注册咨询(投资)工

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一级建造师,从事新

能源工程项目管理工作．
(责任编辑:吴永红、卓政昌)

何　坤等:玉瓦水电站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