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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也就是所谓的EPC。通过设计与采购还有施工融为一体。
对比传统的工程管理模式而言,其优势也更加明显,传统建筑工程管理周期长,加大了业主的负担。在施
工前开始招投管理,达到高效管理。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的通知,对EPC模式实行大力推广。对于疫情之后的建筑行业而
言,内部竞争相当之激烈。变革是一种趋势,笔者通过EPC总承包模式进行分析,并且提出了一定难点与
对策。
[关键词] EPC；总承包模式；变革；难点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P624.8 文献标识码：A
1 EPC管理模式简述
近几年随着房和城乡建设部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出台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EPC工程
正式成为当今主流,鼓励设计施工组成
联合体开展工程总承包。
EPC模式(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通过一体化管理,为建
设方减负,整个建设项目当中,全部的设
计、采购施工全部都由总承包单位负责,
对于各个单位,比如开发方、监理、咨询
公司、专业分包商、劳务公司等等参建
单位,对整个项目安全、质量、成本负责。

图一 EPC 管理阶段

在整个模式下,总承包方的管理任务会
加重,而其余的项目建设和管理会通过
整体管理思想对项目建设进行管理。
在整个体系当中,需要能力和专业性
非常之强的承包企业。整个EPC总承包需
要项目经理以及施工经理、采购经理等等
进行写童话作业。整体而言整体的管理水
平会得到有效地提高,减少错误成本。
针对开发方而言,EPC总承包减少了
业主对于项目建设的参与程度,也不需
要太多的管理人员。对于合约而言与传
统承包模式而言,减少了责任不明产生
的纠纷。有利于整体项目的进行。EPC
模式采用固定价款的合同,其设计费,以
及其他措施费等等都是统一收取的。

图二 EPC 设置指标管理法
传统项目周期慢一个项目周期非常

施工。是源自157个重大工程时,中国学

长,原因是其组织模式是设计—招标—

习苏联的经验而得来。目前而言对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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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程度更高的建筑而言已经不适合当今
的主流发展。

2 EPC总承包模式影响因素指
标
我国的EPC总承包项目发展受到很
多因素的制约,对于EPC总承包模式发展
而言,笔者通过翻阅资料对EPC比较注重
的几个关键点进行解析。
2.1行业条例
我国目前需要健全的法律来支持
EPC模式,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合同文件的
管理。以及统一办理手续时,政府的办事
效率等。影响EPC总承包模式分为法律、
分包与总承包资质制度,以及行业对于
建筑行业的相关规范等等。
2.2对开发方面的影响

图三 EPC 工作程序与风险

目前国内比较成熟的EPC总称为中
国建筑第五工程局,他们对EPC模式非常
认可,大力推广EPC模式,提倡“交钥匙”
解决业主所存在的问题。作为开发方而
言,重要的工作就是根据自己的行业标
准,公司标准来发挥自己业主的作用。
2.3对开发方的影响
对于发起方美国而言,美国的设计
建造协会将EPC总承包模式定义为一种
单一责任主体模式。由分散化管理变成
了集中化管理,EPC总承包模式将会负责
项目的设计,采购以及施工等各个阶段

图四 EPC 施工衔接程序

的工作。相对而言对于总承包需要更加
专业,需要具备足够的信用与设计能力
和施工能力以及管理能力。
2.4项目建设管理
项目建设与管理是EPC总承包建设
实施的核心部分。整个阶段的合同管理,
以及工程质量,EHS管理,工期管理,工程
变更都是建设项目的重要分支,有效地
对合同进行管理,总承包与业主之间互
相推诿会减少很多。同时通过精益化管
理会使得工程变减少。工期变短,是的
EPC总承包效益最大。对于固定总价合同
模式下,有一定的不可抗力,总体建设和
运营与总承包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管
理能力强的话可以盈利,若是管理能力
不强的话则会亏损。
2.5总承包模式因素指标标准
笔者通过对行业专家进行采访,以
60

图五 EPC 风险类别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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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己工作实践得出了以下指标。其中

因素,采购阶段是前期工作的一个重中

格实行绩效考核机制,对于一定影响者

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项目建设管

之重,因此必须创建成本管控体制。现场

一定严惩不贷。项目必须严格保存管理

理能力,以及承包方的水平。其次受到影

人员应当注重采购周期,注意建筑材料

文件,也为后续项目完成提供了一定的

响的是行业法规。

到货时间,确保采购后与进货同步,减少

依据。

3 Epc总承包施工阶段存在的
问题

设备和资金的流动。

5 结语

动态成本预算是EPC模式下提高是

未来的EPC总承包管理一定是透明

项目施工管理的主要在于各部门单

总承包运营成本和成本控制的一个关键

化的,笔者水平有限,目前分析只能到此

位的对接,其中前期阶段包括接收阶段

性因素。承包商可以优先考虑一般的项

而已。对于未来EPC模式而言一定会有更

还有手续办理阶段。中期阶段对于施工

目使用。通过总承包运营与管理,可以建

好的透明数据化的平台。也可能是人工

准备阶段而言,只要落实好施工的准备

立动态成本库。为项目的实施与管理提

智能＋EPC管理。我相信难点等问题一定

工作,包括落实场地拆迁以及组织技术

供基础。

会逐步解决。

交底,施工组织设计,安全把控,编制好

4.2施工管控对投资成本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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