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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 文献教学，
培养高水平国际工程管理人才
何伯森
!""# 年 “国 际工 程管 理专
业 ”在天津大学首创以来，在
教学中采用了 $%&%’ 文献进
行教学，毕业生在 ()* 前 ++, 名的
中国公司中供不应求，以 “基础牢、
知识宽、外语好、能力强 ”深受用人
单位好评。不少学生毕业几个月后
即被公司直接派到国外建设现场，
特别是世行、亚行贷款项目建设工
地独当一面。从事合同管理、索赔、
质量管理等工作。
我国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利
用世行贷款的大型国际工程项目。
!""- 年到 !""" 年，前来实习的我校
三届国际工程管理专业学生，依靠
自身扎实的专业知识功底和对
$%&%’ 合同条件的掌握，在小浪底工
程的反索赔工作中，为业主和监理
工程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受到了工程局领导的一再赞扬，《中
国教育报 》等媒体以 “天大学生展风
采，牛刀初试小浪底 ”为标题在头版
进行了报道。
究其原因何在. 关键在于天津
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独具特色的人才
培养模式与严格的教学要求，其中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 $%&%’（国际咨
询工程师联合会 ） 文献的长期学习
和研究，同时将 $%&%’ 文献直接应
用于日常的教学之中。

自

一、面向世界，培养高水平的
国际工程管理人才
天津大学主动适应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
场，发扬 “实事求是 ”和 “严谨治学、
严格教学要求 ”的优良传统，为了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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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高层次的国际工程管理人才，在
国内最早创设了国际工程管理学
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通过
我校教师去国外参加国际工程承包
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国工程技
术人才的差距，即我国的工程技术
人员优势是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
验丰富，但差距是缺乏经济和管理
知识，外语水平低。由此向校领导提
出应为我国培养国际工程管理人才
的建议，吴咏诗校长当即表态：“天
津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要为国家
培养复合型、外向型人才 ”，之后立
即开办了国际工程管理辅修班。
!""+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后指明
了扩大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此时
创办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时机已经
成熟，吴校长以教育家的战略眼光
向国家教委提出，应该试办 “国际工
程管理专业 ”，以支持我国的技术大
军走向海外。!""# 年初经国家教委
委托，我们组织召开了由有关部委、
各对外公司领导及对外承包商会等
方面的专家参加的论证会，会上大
家一致认为开办 “国际工程管理专
业 ”十分必要而又相当迫切。会后将
专业论证报告上报国家教委批准，
于同年被列入国家计划正式招收五
年制本科生。天津大学成为唯一招
收五年制国际工程管理的国内高等
学府。
国际工程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
是培养具有扎实工程技术理论基
础、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方法、手段
和一门外语，了解国际工程管理实
务，能从事国际工程经营管理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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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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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外向型、开拓型的高级管理人
才。我校不但在本科生中，也在双学
位、研究生和辅修班的教学中采用
$%&%’ 合同条件，还在我校开设的
$%&%’ 合同条款、全国监理工程师、
施工项目经理和世行贷款项目等多
种培训班中，也对学员讲授 $%&%’
合同条件，为在中国宣传、推广和应
用 $%&%’ 合同条件起到了较大的作
用。该专业开设至今，已培养博士、
硕士、本科和双学位等人才数千名，
毕业生供不应求，深受用人单位的
欢迎。目前，一些学生已走上大型对
外公司的中高层领导岗位，在业内
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立足中国，
潜心研究学习 &’(’) 文献
天津大学是国内最早与 $%&%’
接触的单位之一。$%&%’ 合同文献是
工程项目管理的国际惯例。早在
!"// 年由于从事国际工程实践和教
学的需要，我们便开始了对 $%&%’
合同条件的学习和研究，并在我校
开创了 “国际工程管理辅修班 ”，设
立了 “$%&%’ 合同条件 ”课程，讲授了
$%&%’“土 木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条 件 ”
（!"/- 年第 0 版，红皮书 ），采用双语
教学。由于当时没有 $%&%’ 合同条
件的中译文，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开
展 对 $%&%’ 合 同 条 件 的 研 究 ， 于
!""! 年和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合
作，将 $%&%’“红皮书 ”应用指南翻译
成中文并正式出版发行，为 $%&%’
合同条件在中国的学习、研究和应
用作了基础性的工作。
在 !"// — !""1 年 间 ， 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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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式授权，经过我校管理
工程系和外文系的十余位教师精心
合作，先后翻译了五本 !"#"$ 合同
条件，包括 《土木工程施工分包合同
条件 》、 《电气和机械工程合同条件
应用指南 》（黄皮书 ）、《业主 % 咨询
工程师标准服务协议书应用指南 》
（白皮书 ）、《设计 & 建造与交钥匙工
程合同条件 》（橘皮书 ）和 《设计 & 建
造与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应用指
南 》。出版发行以后，又多次重印，为
我国学习国际先进的工程管理理念
和提升工程管理水平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
’(() 年，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代
表中国加入了 !"#"$。受中国工程
咨询协会的委托，我们又先后翻译
了 * 本 !"#"$ 文献，包括 《生产、设
备和设计—施工合同条件 》（新黄皮
书 ）、 《简明合同格式 》（绿皮书 ）、
《!"#"$ 招标程序 》、《职业责任保险
入门 》、《咨询分包协议书与联营 （联
合 ）协议书应用指南 》等。
此外，在我校教师编撰的 《国际
工程合同与合同管理 》、 《国际工程
承包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等
) 本教材与专著中，分别对 !"#"$
及其合同条件进行了介绍，其中 《国
际工程合同与合同管理 》 一书专门
用一章介绍了 !"#"$ 组织和 !"#"$
合同条件的特点和应用，并用近 ’+
万字详细介绍了 , 本 !"#"$ 合同条
件的内容。
伴随着我国工程建设事业的发
展，我们对于 !"#"$ 的学习和研究
也在不断深入。从 ’((* 年以来，我
校教师已在 《国际经济合作 》等杂志
发表了十几篇专门研究 !"#"$ 的论
文，如 《!"#"$ 新版合同条件的特点
与应用范围 》、 《!"#"$’((( 年新版
合同条件的编制思想 》等，向国内广
大工程界人士介绍了 !"#"$ 了合同
条件的特点与演变。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我校外语系周可荣教授发表
的 《工程合同中时间概念的理解与
翻译 》和 《工程合同翻译的语法与逻

辑 》，从语言的角度对 !"#"$ 合同条
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尚属
首次。
-++. 年 ， 我 们 合 著 的 《新 版
!"#"$ 合同条件导读与解析 》 一书
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为对 !"#"$ 合同条件的最新研究
成果，理论性与应用性相得益彰，在
读者中得到广泛好评，成为许多从
事国际工程管理人士的必备参考
书。
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对
!"#"$ 合同条件进行深入钻研，并
通过信函、电子邮件与 !"#"$ 专家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向他们请教。我
校先后邀请了两位 !"#"$ 合同委员
会的专家来校讲学，双方进行了深
入的专业学术交流。在对 !"#"$ 合
同条件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
对新版合同条件的编制提出了多项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部分建议已
被采用，!"#"$ 合同委员会在 “新红
皮书 ”前言中提及并表示感谢。

三、以人为本，打造高水平的
&’(’) 教学师资队伍
培训和教学是推广 !"#"$ 合同
条件的基础，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
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人才培养的要
求，我校教师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
式都在不断创新。
!"#"$ 相关课程的师资队伍建
设是开展教学的关键。我校有十几
位老师包括外语系老师讲授过
!"#"$ 的相关课程，并且大都参加
翻译出版过 !"#"$ 合同条件及其指
南，其中有五位老师先后在伊拉克、
科威特、伯利兹、新加坡、苏丹、伊朗
和约旦等国参加过 ’—. 年的交钥
匙总承包工程实践，有丰富的现场
经验，因而对 !"#"$ 条款的理解也
比较深刻，在教学中能用亲身经历
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让学生每节课都有如沐春
风的感觉。目前我校已经形成了一

个结构合理、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
!"#"$ 文献相关课程的教学队伍。
!"#"$ 合同条件作为工程项目
管理的国际惯例，编制 !"#"$ 合同
条件的专家来自多个国家，几十年
来在多个版本的改编中，总结吸收
了全球咨询工程师的经验，听取了
业主和承包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可以说 !"#"$ 合同条件是一份既具
有先进理念和理论水平，又能指导
工程实践的高水平的文件。教授好
!"#"$ 合同条件及其他文献对师资
水平要求也是很高的，我校十分重
视教师的工作实践，一方面派遣教
师出国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在国外
工程现场第一线应用 !"#"$ 合同条
件去进行合同管理和索赔，在实践
中学习和加深理解；另一方面也重
视教师在国内接触工程实际，以自
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内涉外工程和大
型工程服务。我校的多位老师担任
了我国大型工程以及许多国际工程
的咨询顾问，如三峡工程、西气东输
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小浪底水利工
程、郑西高速客运专线铁路工程
等。
如借鉴 !"#"$“白皮书 ”为西气东
输工程提出项目管理模式，并主持
编写国外总监理工程师国际招标文
件；作为小浪底建管局合同管理专
家组成员，为小浪底和万家寨引水
工程业主方提供反索赔咨询；参加
中机总公司孟加拉电站风险评估等
等。
上述工程咨询过程是一个实践
过程，也是学习应用和加深理解
!"#"$ 合同条件的过程，由于亲自
参与工程咨询活动，使师资水平得
到同步提高，这样必将不断完善和
深化 !"#"$ 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
也必然使学生学习的内容更加实
际、理解得更深入。

四、注重创新，科学总结 &’(’)
文献的教学经验
!"#"$ 文献相关课程的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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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良好教学效果的保障。在长期

关的实际难题时，经常通过电子邮

第四，坚持采用案例法进行教

件向教师请求咨询答疑，这些实际

索和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宝贵

学，利用我校教师在国内外参与工

案例对教师也有启发，做到了教学

的教学经验，在教学实践中起到了

程实践中的大量真实案例，加深了

相长。

良好的效果。

学生对 !"#"$ 合同条件的理解，增

第一，坚持采用 !"#"$ 合同条

强了课堂的趣味性；

科学的教学方式保障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

件的英文原版教材授课，既加深了

第五，坚持从 !"#"$ 合同条件

可。!"#"$ 文献相关课程的教学是一

对 !"#"$ 合同条件的理解，也锻炼

的发展和演变讲解合同条件，让学

项系统工程，需要业界人士的共同

了学生的外语阅读能力；

生了解国际工程管理学科发展的最

努力，勇于尝试，不断创新，使我们

新趋势；

根据我国工程建设事业可持续发展

第二，坚持采用双语教学，与学
生进行英语交流，让学生能自己用
英语表达 !"#"$ 合同条件的内容；

第六，坚持在多种培训班中对
在职干部实行讲授与咨询相结合，

第三，坚持合同条件与合同管

一些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后，在工程

理同时讲授，使两者相得益彰，互为

实践中当遇到与 !"#"$ 合同条件有

本刊推荐

的需要，在我校教学实践中不断发
展和完善。!
（
作者单位：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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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交通咨询服务中心

广东省交通咨询服务中心于
%&&& 年 ’ 月 经 广 东 省 编 委 批 准 成
立，%&&( 年上半年开始组建并逐步
开展了以交通建设规划、公路水路

招标、肇庆新港水工工程施工招标、

等 * 个项目。中心累计完成咨询业

陈村水道航道整治工程施工招标等

务 (,%% 项，涉及项目投资总额 ((%亿元。

’ 个招标咨询项目；在评估咨询方
面，完成了清远北江三桥及引道工

该中心现有职工 .+ 人，其中技

工程可行性研究和设计咨询为主的

程、东莞南高速公路工程、深圳水官

术人员 .% 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

业务，并于 %&&% 年 ’ 月取得了乙级

高速公路延长线工程、北江中游航

工程咨询资质。在规划、项目建设

道整治工程、东莞市五环路工程、三

人，中级技术职称 + 人，有取得注册
咨询工程师 / 投资 0 执业资格技术人

书、可行性研究、项目评估、招标咨

水二桥及引道工程、新会港二期工

员 - 人。专业涵盖面广，包括公路工

询等多方面向客户提供优质、高效

程、中山市古镇至神湾公路工程、南

程、运输经济、交通工程、港航工程、

的工程咨询服务。

海区桂丹公路加宽工程、佛山北

工程统计、交通规划、法律、土木工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该中心

至均安公路工程、顺德水道航道整

程、计算机等。技术力量雄厚、专业

已发展成为素质过硬，技术一流，信

齐全、经验丰富。该中心坚持奉行实

誉良好的工程咨询单位，至 %&&) 年

治工程等 *, 项公路水路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评估咨询；完成了阳茂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崇尚职业道德，

末，单位净资产已达到 (*+& 万元。

高速公路工程初步设计、东莞北王

遵守行业规范，为政府部门、业主提

在咨询方面，完成了广东省农村公

公路工程初步设计、深圳平湖至沙

供了优质、高效的服务，为决策部门

路网规划、广东省国道省道及重要

湾公路工程初步设计、中山市坦神

提供了科学依据，得到了上级主管

干线与相邻省份衔接规划、广东省

公路工程施工图、顺德西安亭大桥

部门和业主的好评。

高速公路网发展规划等 , 个项目；
在项目建议书方面，完成了东江河

工程初步设计、南澳县前江湾码头

今后，该中心将继续怀着满腔

扩建工程初步设计、九江大桥至江

热情，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各界提

源至惠州航道整治工程、韩江上游

门市区公路工程初步设计、湛江港

供优质高效的咨询服务。

整治工程、连江枢纽加固及航道整

%* 万吨级航道工程初步设计等 **
项公路水路工程设计文件评估咨

法人代表：章权

询。除此之外，还分别与中交公路规

地址：广州市白云路 %+ 号 (’ 楼

招标、广东省潮揭高速公路业主招

划设计院珠海分院、武汉中咨路桥

标、广东省粤赣高速公路业主招标、

设计院合作完成了省道 %-, 线珠海
段改建工程、广州至深圳沿江公路

邮编：*(&(&(
电话：/ &%& 0 ,.,*++(,

治工程等 ) 个项目；在招标咨询方
面，完成了广东湛江海湾大桥设计

广东省第一、二次汽车客运标志牌

!"

补充；

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不断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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