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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PC mode is widely used in the large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the engineering general 

contracting market competition is increasingly 

fierce, contract with own capital and party 

a-supplied materials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EPC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contractor, the risks from 

the owner gradually become the most 

challenging issue of many risk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Based on project 

management theory and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this research aims to identify and 

measure the risk factors from the owner,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provide 

scientific risk management basis for EPC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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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 EPC 模式在大型工程项目中的广泛应用，

工程总承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带资承包、甲

供物资等成为 EPC 项目的重要特征。对于总承

包商而言，项目建设过程中风险因素众多，来

自甲方的风险愈加成为现实中总承包企业面

临的严峻问题。本文依据项目管理理论及风险

管理过程，基于总承包商视角识别项目建设过

程中来自业主方的风险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风险应对措施，以期为 EPC 项目建设过程中

面临的甲方风险提供科学的风险管理依据。 

关键词：总承包商；EPC 项目；来自甲方风险；

风险管理 

1.引言 

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

（EPC）工程总承包模式以其能够缩短周期、

降低成本、保证质量、提高效率的优势，近年

来逐渐发展成为项目管理的主流承包模式，广

泛应用于国内外大型综合工程项目的建设中。

EPC 项目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不确定性

因素多、投资回收期长的特点，以及 FIDIC 银

皮书关于风险分担的原则，使得总承包商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承担绝大部分风险，这对总承包

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较高要求[1]。 

风险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的成

败，工程建设的主体是项目的关键。现有关于

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项目风险评

估方法的选择，不同模式下项目风险管理，项

目风险管理理论构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2]，对

于 EPC 模式下的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较少，

且多以传统的工程风险因素分类方法进行风

险因素的分类[3]，EPC 模式下基于总承包商视

角对源自业主的风险进行的研究则更为罕见。 

在 EPC 项目的建设施工过程中，总承包

会面临着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各种风险因

素，通常认为业主方（也称“甲方”）是项目投

资者，不会成为项目风险因素的重要来源，但

事实并非如此，实务中 EPC 项目的总承包商

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便是来自甲方的风险。因

此，基于总承包商视角对 EPC 项目源自甲方

的风险进行研究，分析识别风险因素并提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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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2.EPC 模式下来自甲方风险的识别 

建筑业是构成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的主

要产业[4]，随着总承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以

及总承包方式的急剧变革，总承包企业为抢占

市场不得不接受甲方另一个可能亏损的项目

或者“甲供材料”的条件，或者以“带资承包”

的方式促使投标成功。采用 EPC 模式的工程

项目一般包括设计投标、采购、施工和试运行

四个阶段，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总承包商面

临的来自甲方的风险如表 1 所示。 

表1 EPC项目来自甲方的风险因素 

项目阶段 风险种类 风险因素 影响结果 
投标设计 带资承包风险 融资风险、法律风险 财务危机、项目失败 
采购 甲供物资风险 道德风险、税务风险 增加成本、影响质量 
施工 甲方变更风险 需求变更风险、合同风险 索赔纠纷、延误工期 
试运行 交验风险 运维风险、技术风险 造成安全事故 

2.1 带资承包风险 

在项目投标阶段，总承包企业通常选择带

资承包的方式增强其在投标中的竞争力，“带

资承包”的实质是一种工程承包的特殊融资方

式，总承包商需以自有资金或融资资金帮助业

主解决资金问题，从而取得项目投标成功，是

影响总承包商市场规模和市场份额的重要因

素。EPC 模式多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基础

设施等大型工程项目中，具有投资规模大、投

资回收期长、投资收益不确定性高的特点，带

资承包对总承包企业的资金实力、融资能力及

抗风险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带资承包风险主要源自于融资风险，EPC

项目的主要融资渠道包括银行贷款、信托贷

款、证券市场融资、企业联合承包融资四种，

尽管有多种融资渠道，但在项目融资过程中仍

存在融资难度大、融资能力不足、成本高、效

率低、风险大等问题。项目建设期需投入大量

资金，随着投入金额的不断增加，融资风险也

随之增加，若总承包企业的融资及再融资能力

不足、资金链断裂，则会影响项目工期和工程

质量，使得工期延后、预期成本超支。 

带资承包的另一风险源于法律风险，这一

行为的合法性存在极大争议，并形成了截然对

立的两种观点[5]。由于其非法融资的特征和本

质，带资承包被认定为是违法行为，且政府部

门通过颁布《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

承包的通知》明令禁止工程项目投标建设过程

中的带资承包行为[6]；《合同法》则对带资承

包持积极态度，不轻易否定合同效力，尊重契

约自由，认为带资承包具有合法性。 

2.2 甲供物资风险 

采购阶段是指总包合同签订后，总承包商

对项目所需物资设备的采购、运输、存储、使

用等进行计划、组织和控制的过程，通常由总

承包商进行招标，从多方竞价的供应商中选择

质量、价格最合适的一方或多方作为合作方提

供工程物资。为成功取得投标，总承包商有时

需接受“甲供物资”的条件，顾名思义即在签

订总承包合同时，规定主要施工材料及设备由

业主方采购提供或指定供应商及品牌由总包

方购买，验收后用于工程项目建设。工程物资

是构成项目建筑实体的重要因素，其质量、数

量、成本、库存、管理等风险对项目质量及工

期有较大影响。 

EPC 模式的优势在于总承包商可以整合

资源，将设计、采购和施工阶段交叉融合，统

筹协调配合缩短项目工期、节约建设成本，为

优化管理、提升利润空间提供动力。EPC 项目

合同签订后总承包商需承担绝大部分风险，在

“甲供物资”的条件下，这些风险会放大，虽

然总承包商无需进行物资采购，但却因甲方参

与增加了这一环节的不确定性。首先是道德风

险，由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存在项目采购

招标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对工程质量、进度、

成本产生影响；其次是税务风险，包括税务监

管问责风险、稽查引发的税务风险及代扣代缴

风险等。 

2.3 甲方变更风险 

总承包合同规定，变更是经业主指示或批

准的工程变更，由业主方引起的工程变更有明

确变更和隐含变更之分，主要包括功能描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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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及遗漏、工作范围变更、计划需求变更、

设计变更、赶工期、工程暂停、合同终止等。

在项目全寿命周期内，假设甲方可变更程度 d

是关于项目投入资金量 v 和项目进度 t 的函

数，且随着资金量和时间的增加函数递减，即

甲方可变更程度表示为： 

(v, t)d f  

随着工程的推进，随着投入资金量和项目

进度的增加，甲方可变更程度函数递减，项目

的可变更程度越来越小，由甲方变更带来的项

目风险及损失递增，其函数图像如图 1 所示。 

EPC 项目一般签订固定总价合同，除非业

主主动提出，合同价格保持不变，但并非所有

由于甲方造成的变更均可向业主索赔，业主只

承担初步设计之外的变更费用。甲方需求变更

会导致项目原计划被打乱，从而引发合同风

险，总承包商需根据要求制定变更计划，重新

进行项目概算，使得项目成本增加、工期延长、

管理难度加大。 

 

图 1 EPC 项目甲方可变更程度函数图 

2.4 交验风险 

EPC 项目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业主方在合

同中要求的性能参数，达到技术性能要求并投

入使用，因此项目竣工后的综合性调试工作是

EPC 项目试运行阶段的必要程序，只有达到项

目各项运行指标，项目才能顺利交验。项目试

运行是对项目整体设计、施工和管理工作的综

合性检验，是项目投入使用的前提和基础，需

按设计生产能力满负荷运行以考验工程质量，

此阶段总承包商的主要工作是按合同约定向

业主提供试运行的指导和服务，面临的主要风

险包括设备调试运维风险和技术风险，项目移

交后进入工程缺陷责任期（保修期），此期间

的部分风险也需由总承包商承担。 

3.EPC 模式下来自甲方风险的应对 

科学的决策是盈利的前提，由于 EPC 项

目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在利益的驱动

下盲目投标必定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在项目的

建设过程中，总承包商的管理水平决定了项目

的质量、成本和施工进度，其风险管理水平也

决定了项目的盈利水平，如何应对项目承建过

程中来自甲方的风险，也成为项目风险管理的

关键。 

风险分析是风险应对的基础，采取合适的

风险分析方法是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关键[7]。

甲方风险具有多样性、全局性、复杂性等特点，

总承包企业需在项目全寿命周期内形成全方

位的风险防范体系[8]。针对项目各阶段来自甲

方风险的风险因素及风险来源，制定不同侧重

点的风险应对措施，可以利用有限资源更加有

效地防范风险、控制损失。不同项目阶段来自

甲方风险的防范措施如图 2 所示。 

投标设计阶段 采购阶段 施工阶段 试运行阶段 

变更风险水平： 可变更程度： 

v  

t  

(v,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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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项目甲方风险防范体系

投标设计阶段 采购阶段 施工阶段 试运行阶段

合同管理 物资管理 质量安全管理 运维管理

带资承包风险 甲供物资风险 交验风险甲供物资风险

 

图 2 甲方风险应对图 

3.1 合同管理 

合同是双方履约的唯一依据，通常情况

下，EPC 项目是按照甲方需求、初步设计及项

目概算信息签订的固定总价合同，即在合同签

订时默认总承包商已预见了项目的一切困难

和费用，合同总价不随项目环境和工程量的变

化而改变，并对项目质量、工期、造价等全面

负责。但由于工期长、技术复杂、不确定性因

素多等原因，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

现工程变更导致一方违约的情况，这对总承包

商的合同管理提出了较高要求。 

EPC 工程项目合同管理贯穿于项目建设

的全过程，加强合同管理是项目顺利推进的关

键。首先，总承包商应在签订合同时根据业主

招标文件的具体要求，准确、全面、清晰地拟

订合同条款，明确合同执行规范、合同价款、

付款条件及方式等条款；其次，明确工作范围

及工期，及时确定超出合同范围的变更，依据

工程变更程序处理变更事项、应对变更风险；

再次，加强合同索赔及反索赔管理，发生纠纷

或违约事件时，准确明确索赔内容，及时搜集

证据提出索赔，利用专业意见进行正确的索赔

决策[9]。 

3.2 物资管理体系 

项目物资是工程质量和进度的关键，EPC

项目物资管理通常包括物资计划制定、采购、

运输、验收、存储、使用等环节，是总承包项

目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基础。依据供应链及关键

链理论，将供应链管理应用至 EPC 项目的物

资管理中，以业务流程再造方式减少管理延

迟，构建以项目为核心、以物资管理为主要内

容、以信息共享为平台的高效物资管理体系
[10]，有利于提升项目资源使用效率、增强项目

管理的系统性，降低造价、缩短工期、提高利

润，实现项目价值最大化的管理目标。 

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针对甲供物资的管

理主要集中在计划、验收入库、库存管理、使

用结算等方面。总承包商应根据设计方案制定

所需物资计划交由业主方采购，施工材料到达

现场后注重物资数量、质量、规格的验收，入

库后将物资运用帕累托 ABC 分类法对库存进

行分类管理。在项目部建立物资管理机构负责

物资供应和管理，通过信息化提升物资管理水

平，为项目施工建设效率提供保障。 

3.3 运维管理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BIM）技术可将规划、设计、施

工、运营等各阶段数据累积于数据库中，可在

项目内部形成高效信息流，实现对项目施工质

量、成本、进度及安全的集成管理[11]。BIM模

型的应用核心是信息管理，在EPC项目运维中

的主要功能包括设备运行管理、安保系统管

理、应急维护管理等。 

BIM模型在运维阶段的应用基于项目前

期各阶段的数据集成，项目竣工交付后，基于

计算机可处理的建筑数据表示和交换标准

（IFC标准），将BIM模型与业主运维管理系统

集成对接，可以实现项目故障设备的快速定位

和检修、异常情况的统计分析以及运维信息的

动态调整和更新，较好地避免项目交付时产生

的问题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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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EPC模式的广泛应用对总承包商的风险

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务中，项目

业主方也是风险源之一，来自甲方风险也贯穿

于项目始终。本文在项目管理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风险管理过程总结出EPC项目中来自甲

方的风险，基于总承包商视角识别并分析项目

各阶段来自业主方的风险因素及其可能导致

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来自甲方风险的应

对措施，为总承包商风险管理提供更加全面的

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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