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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咨询先行作用带动我国国际工程
承包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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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工程承包和咨询的发展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面对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国际工程

市场的新趋势，在看到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和咨询发展成就的同时必须认清我们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通过分析得
知要使我国的国际工程承包有新的飞跃，必须提高我国国际工程咨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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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China's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Contracting with the
Driving of Consulting
CHEN Yong-qiang, HE Bo-sen, SUNLi-bo
（School of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 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 contracting of constructionprojectsandconsultingplaysanimportantrole in
the development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Faced with the new worldeconomicchangesand the new tendenc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racting market, we have to see clearly our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our achie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contracting and consulting.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competing cap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consulting must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take China's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contractingbusinessto a higher level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consulting ；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contracting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rket
近２０年来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和咨询，尤其是国际工程

紧迫研究的问题。应该大力发挥国际工程咨询的先行带动

承包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主要表现

作用，实现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事业的飞跃性发展。

为：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扩大了就业渠道，带动了劳
务输出；引进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了

1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差距
据商务部业务统计 ［１］，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份，我国对外

国产设备和材料的出口。所以大力发展我国的国际工程承

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 １ ２７９．７ 亿美元，合同额１ ７５８ 亿美

包事业意义重大。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

元。美国《工程新闻记录》杂志（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Ｒｅｃｏｒｄ，

正在大力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如何增强我国国际
工程承包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

ＥＮＲ）最新统计显示，当前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最大的行业
分别是：交通运输、房屋建筑和石油化工行业。同时，在

实现国际工程承包的集约型和效益型增长，成为现在需要

国际市场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我国企业也取得了新的
突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２００４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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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工程项目管理、合同管理、现代信
息技术在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球最大 ２２５家国际承包商中排名第１７位（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２
年的排名分别为第１７ 位和第１６ 位），国内行业排名位居
榜首，完成国际市场营业额 ２１．２４亿美元，总营业额 １０２．７１
亿美元，新签合同额１３９．５７ 亿美元［２］。
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国际
工程承包逐渐形成了我国的强势产业。图 １ 是近 １０ 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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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ＥＮＲ全球最大 ２２５家国际承包商

年位于第９位

６５

［３，４］

。而我国的对外工程咨询和设计公司还

中中国公司国际市场营业额合计的大致发展趋势 。由图１

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品牌，无法得到国际同行业的认可。

的曲线看出，２０００ 年以前我国公司的国际市场营业额一直

受知名度的影响，这些公司很难走入国际竞争舞台。

［２］

呈上升趋势，主要因为我国政府大力支持国际工程承包公

近些年来 ＥＮＲ全球最大２００家国际工程咨询设计公司

司开拓国外市场，承包公司比较注重规模经营，承揽了一

排名中，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我国各有８家、１２家和１３家

些大型项目，尤其是总承包项目，并取得成效。尽管由于

公司入围。但我国对外工程咨询设计公司总体排名靠后，

恐怖主义和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０２年世界

所占的国际市场份额和与国际大型咨询设计公司相比差距

建筑市场陷入低谷，我国公司的营业额也有一些下滑，但

更为悬殊，以 ２００４年为例，我国入围的１３ 家公司的国际

近几年来我国完成的国际市场营业额又处于迅速发展的态

市场营业总额仅为３．５亿美元，仅占２００强国际市场营业

势。

总 额 ２ ４ ２ 亿 美 元 的 １ ． ４ ％ 。图 ２ 为近１０ 年 入 选 Ｅ Ｎ Ｒ 全球

［２］

最大 ２２５家国际承包商和 ２００ 家国际工程设计公司中我国

１００

公司国际市场营业总额所占当年国际市场份额的比较 ［２－５］。

９０

由图２中看出，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和咨询设计的市场

８０
７０

份额走势基本上是相一致的。由于在前些年的发展过程中

６０

重工程轻咨询，我们的对外咨询设计发展严重滞后，没有

５０

形成对工程承包的带动作用。目前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公司

４０

在国际上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工程承包，在“技术

３０

密集型”的领域，特别是在一些规模大、高精尖技术含量

２０

高的工程承包领域，缺乏竞争力，在“智力密集型”的咨

１０

询设计承包领域更是明显落后。咨询设计的落后已经成为

０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制约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发展的主要问题。

年份
设计业务比例

图 1 近 １０年ＥＮＲ２２５家国际承包商中国
公司国际市场营业额

６

虽然近些年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事业发展较快，据 Ｅ Ｎ Ｒ

５

统计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国际工程承包的十强行列，但我国
公司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还很小。２００４ 年 进

４

入 ＥＮＲ 全球最大 ２２５ 家国际承包商的 ４９家中国公司国际

３

市场营业额总和为 ８８．３亿美元，占 ２２５ 家国际承包商国际

２

市场营业总额１ ６７４．９ 亿美元的５．３ ％，仅占排名第一的德

１

国霍克蒂夫（Ｈｏｃｈｔｉｅｆ Ａｇ）公司国际市场营业额的６９．９ ％。

０

同年美国公司国际市场营业额为３２３．０ 亿美元，是我国的

１９９５ １ ９ ９ 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 ０ ０ 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３］

３．８ 倍 。可见我们与国际工程承包大国之间还存在着巨大

年份

差距。
2

承包业务比例

７

图 2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和咨询设计国际
市场营业额所占比例

国际工程咨询的落后已成为制约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发

展的主要问题
造成上述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承揽的大型总承包项

3 发挥咨询先行作用带动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事业的发展

目较少，而承揽大型总承包项目较少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国

3.1

际工程咨询的落后。
由于咨询（设计）业务对工程承包业务有明显的带动

工程咨询设计是工程建设的先行者，是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是带动相关行业发展的

作用，发达国家工程承包都以咨询为中心，咨询公司往往

先导，是整个工程建设的灵魂。对于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来

推荐本国的承包商和技术设备，以强大的咨询带动整个国

说，咨询设计对于占领工程总承包的市场份额，对于工程

际市场的工程承包。有许多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同时本身

市场的超前介入、后续工程的带动以及承包项目质量的提

就是全球最大咨询设计公司。如多年居于全球 ２２５家最大
国际承包商前列的福陆（Ｆｌｕｏｒ Ｃｏｒｐ．）公司在全球２００家

升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从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情况来看，虽然全球工程建设

最大国际工程设计公司中也长期位于前列，在 ２００４ 年 位

市场的规模将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扩大，但咨询设

于第１位；柏克德（ＢＥＣＨＴＥＬ）集团也是如此，在２００４

计等标志着较高科技含量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已经处在激烈

加强政策扶持，发展我国国际工程咨询设计业务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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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中的国际工程承包商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国际工

3.3

准确市场定位，拓宽合作领域，促进咨询设计和承包

程承包的实践中，以咨询设计来带动承包工程的做法不胜

的共同发展

枚举，一般咨询设计商来自哪个国家，工程项目往往就会

国际工程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内部

被推荐给那个国家的承包商。咨询设计商实力的强弱往往

分工体系。国际工程承包公司之间的分工主要表现在形成

决定着该国承包商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的份额。工程承

几个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公司群体：一是项目管理类型的公

包大国，首先应该成为工程咨询大国。如韩国作为国际工

司，他们有强大的资金、技术实力和丰富的项目运作和管

程承包市场的后起之秀，上个世纪 ７０年代曾经以成建制

理经验；二是工程咨询和设计公司，专门为业主提供高水

派出建筑劳务而闻名于世，目前韩国政府面对本国产业结

平的工程咨询和设计服务，是一种“智力密集型”的专业

构升级和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实际情况，已经开始向工程咨

化公司；三是工程设计和施工相结合的公司，这种类型的

询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实行政策倾斜。这一点我国应该加以

公司可以承揽 ＤＢ、ＥＰＣ项目；四是以施工为主的公司，从

借鉴。应在金融、保险、税务、风险保障、企业改制等方

事项目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部分。项目管理类型的公

面采取有效的扶持措施，整合我国在石化、电力等行业市

司在这个分工体系中处于金字塔的最上层，是整个工程市

场的相对优势，从有实力的大型咨询、设计、监理公司中，

场的领导者，施工类型的公司则处于金字塔的最底层，竞

发展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工程咨询设计公司，有效促进

争最激烈而利润也最少的部分。从施工型公司向项目管理

我国国际工程咨询和设计业务的发展。
3.2 咨询设计先行，拓展大型工程总承包项目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国际承包商在技术
和管理能力的提高和服务范围不断延伸、金融服务体系的
日臻完善使工程项目日趋大型化，进而工程项目发包承包
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际工程市场上目前广泛采用
的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方式主要包括ＤＢ（设计－建造）、
ＥＰＣ（设计－采购－施工）、ＣＭ（施工管理）、ＰＭＣ（项目
管理承包）和ＢＯＴ（建造－运营－移交）等。这些总承包项
目有的本身就是咨询管理为主，如ＣＭ、ＰＭＣ项目；而在
ＤＢ和ＥＰＣ项目中，前期的咨询设计是整个项目的先导；
ＢＯＴ 项目则需要承包商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对项目的总体
驾驭能力。这些方式在可能使总承包商的利润大幅提高的
同时，也对承包商的咨询设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想使我国国际工程承包有大的突破，就应当而且必
须鼓励承包公司向总承包商的方向发展，力争承揽更多的
总承包项目。总承包商可以把握从项目的勘察、设计到采
购、施工的各个赢利环节，掌握项目运作的主动权，能够
最大限度地控制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因而可以获得最大的
经济效益。项目的总承包，特别是咨询和设计部分不仅经

型公司发展成为国际工程承包公司的共同选择，我国国际
工程承包事业也要从“劳动密集型”的工程承包向“智力
密集型”的咨询设计和项目管理承包发展，然而这并不是
能一蹴而就的。我们更要知己知彼，根据自身优势准确市
场定位，确定长远目标，不断提高综合能力，积聚能量，
［６］

择机发展上台阶 。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公司还应通过专业化分工和拓宽对
外对内合作领域，谋求市场竞争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
对外可以通过兼并另一个国家的当地公司或与当地公司组
建合资公司来快速开拓国际市场，和当地公司组建合资公
司还可以有效地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对内通过企业兼
并大大提高融资能力，实现规模经营，快速获得更多的技
术专利。总之，国际工程承包公司应采取跨地区、跨行业
策略，寻求通过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等方式，发展成为具
有勘察、设计、采购、施工、咨询、融资能力为一体的大
型工程承包集团，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能力，促
进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和咨询设计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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