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5 月
May 2008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 10 卷第 3 期
Vol.10 No.3

论建筑企业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
吕文学，常 勇，陈 通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072）
摘 要：国际建设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为恰当评价建筑企业在买方市场下的国际竞争力，以便为我国建筑企业制
定竞争战略，建立了买方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路径模型。该模型涵盖了建筑企业市场定位、五
力驱动模型、直接竞争要素及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层次关系。研究表明，该模型能够体现国际建设市场的竞争特点和
企业战略管理的动态过程，沿此分析路径，可客观地获得分析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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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11 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
额 3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6%；新签合同额 622 亿
美元，同比增长 13 %。截至 2007 年 11 月底，我国对
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 1 990 亿美元，签订合同
额 3 141 亿美元[1]，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从全球范围
来看，我国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仍然很小。美国“工程
新闻记录”的统计数据表明，2006 年我国共有49 家内
地企业进入全球最大 225 家国际承包商行列[2]，国际
市场总营业额为162.9 亿美元，仅占该年225 强国际市
场营业总额的 7.3%。我国所有国际承包商国际市场
的总营业额仅占排名第一的霍克蒂夫公司国际市场
营业额的 92.6%，可见我们与国际承包工程大国和大
型国际承包工程公司的差距之大，而缩短此差距的重
要途径就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建筑企业的国际竞
争力。
许多学者对我国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
的选择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赖熹和关柯认为，建
筑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应包括市场竞争能力、
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资金运营能力、
组织能力以及提高企业形象的能力[3]。申立银等提出
了在中国建设市场环境下中国建筑企业核心竞争力
参数模型，包括社会影响力、技术能力、工程管理能
力、市场开拓与营销能力、融资与财务能力以及资源
管理能力[4]。邢艳芳等认为在市场竞争中，企业首先
是生存，在生存的基础上才能求发展。因此，评价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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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应分为两大部分，即生存能力指标和发展能力指
标。生存能力指标包括企业人均资金装备水平、建筑
施工装备的先进程度、企业建筑产品的销售率、企业
建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企业建筑产品的价格系数、
企业内部管理水平以及企业外部协作水平；建筑企业
发展能力指标包括企业利润增长率、资金利润率、技
术开发费比重、技术开发人员比重、战略性建筑产品
的品种数、企业自有资金增值率以及企业固定资产增
值率[5]。
对目前收集到的文献分析后发现，大家对建筑企
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中忽略了建设市场区别于其他
行业市场的竞争规则，即资格预审和评标的标准，这
是分析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切入点，也是本文提出
的竞争力要素划分方法与其他学者观点的不同之
处。因此，在竞争力研究中没有建立起一种与现实相
符的分析路径，那么竞争力评价结果自然会遭到质
疑，这正是本文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建筑企业的竞争力构成要素。

一、建筑企业市场定位与竞争力的关系
分析
建筑企业进行市场定位，首先要对国际建设市场
进行细分。国际建设市场细分是指从建设项目业主
需求的差异性出发，按照业主的需求性质把一个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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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市场（总体市场通常太大以致企业很难为之提
供服务）划分成若干个具有共同特征的子市场的过
程。该过程的结果是获得企业的市场营销矩阵，如表
1 所示。
表 1 建设市场营销矩阵
建筑行业类别
竞争地域
亚洲

道路

桥梁

水利

房屋

工程

工程

工程

建筑

√

√

欧洲
非洲

……

√
√

√

√

……

建筑企业根据表 1 的市场营销矩阵、企业自身的
能力和国际建设市场的需求性质及未来发展趋势，按
照下列四个步骤对企业进行市场定位和确定竞争
策略。
（1）按竞争地域定位。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地点
的项目可以分享公司的多种资源，这些资源间的协同
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并且能够利用在一个市场
获得的好的信誉进入新的市场部分，进一步分散市场
风险和明显增加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
（2）按竞争行业定位。建设市场可以按行业划
分为水利、电力、公路、桥梁、房屋建筑、工业建筑，
等等。企业可以在一个或同时在几个行业参与竞争。
（3）按竞争范围定位。对每一行业，又可以进
一步依据竞争范围划分为传统承包模式、EPC（或
D/B）承包模式以及 BOT 模式，等等。这个层次的划
分方法反映了建设市场业主需求性质的变化，建筑企
业需要决定在什么范围开展竞争。
（4）按竞争策略定位。在每一种模式下，又可
以基于四种策略在建设市场上进行竞争，即以产品或
服务质量为基础的竞争、基于产品或服务创新的竞
争、基于成本的竞争以及基于时间的竞争。
建筑企业的竞争力水平与具体的市场定位和当
时所具备的企业能力水平有密切关系，竞争力水平会
在不同的细分市场发生转变。因此，必须根据所确定
的国际建设市场营销矩阵、具备的现有能力以及未来
发展方向，对企业的经营业务进行战略定位，并根据
国际建设市场上的竞争规则，运用 SWOT（优势、劣
势、机会、威胁）战略管理工具识别本企业参与市场
竞争的优势和劣势以及目标市场存在的潜在机会和
威胁，综合评价本企业的竞争力水平。根据市场需
求，确定本企业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指导企业的市场
定位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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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企业竞争力要素分析
本研究把国际建设市场竞争的特点和规则作为
切入点，将建筑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外在竞争
力、内在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
1. 外在竞争力要素
招标投标机制是国际建设市场竞争的主要方
式。这种竞争具有阶段性，即建筑企业必须首先通过
项目的资格预审，才能参加下一阶段的正式投标。本
文以世界银行（World Bank）《工程项目采购标准
招标文件》、泛美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工程采购资格预审文件用户指南》
以及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公开竞争性招
标投标程序为基础，以其标准评标方法作为建筑企业
市场竞争能力的外在评价因素。这三个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组织，其选择承包商的标准和程序已经被视为
一种国际惯例得到广泛应用。根据这些标准确定建
设市场的直接竞争要素，包括建筑企业的经验（涵
盖了品牌建设）、资金、人力、设备、技术方案以及投
标价格共六个要素 [7 -8 ] ，是建筑企业的外在竞争力
要素。
2. 内在竞争力要素
外在竞争力要素必须通过内在竞争力要素发挥
作用。内在竞争力要素实际上就是企业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核心资源，这些资源采用不同的集成方式，形
成了企业的核心能力。这些资源被划分为有形资源
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包括财务、企业机制、实物和
技术四类，而无形资源则包括内部环境、人力、创新
和声誉四类。其中，人力资源是企业所有资源的核
心，企业竞争力就是人的能力与资源的结合[9]。
如何判别企业的某种能力是否为核心竞争力的
标准是顾客价值性、稀有性、难于模仿性以及不可替
代性。必须是从项目业主角度看，能为业主创造价值
的和不可替代的；而从竞争对手角度看，则是不可模
仿的和具有生命力的。根据这四个标准和资源形成
企业能力的观点，以及上述八类资源的相互关联关
系，将企业的内在竞争力要素划分为技术能力（涵盖
了创新和实物）、人力资源能力、企业机制能力、财
务能力、品牌建设 能力和企业 内部环境 能力六个
要素。
3. 环境竞争力要素
企业环境竞争力是指与企业市场经营环境相关
的一些外部因素对建筑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从 Porter
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钻石体系”中，可以推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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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环境竞争力要素为国家制度、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发展状况、同业竞争状况、生产要素状况、市场需求

理，不断为企业增加价值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
势，根据建设市场的特点和发展趋势，通过把独特的

以及机遇等六个要素。
企业的战略管理就是要认识并且成功地对内在
竞争力、外在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要素进行集成管

核心竞争力与利用外部环境的机遇相结合，来创造竞
争能力，实现超额回报。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要素构
成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要素构成

三 、 建 筑 企业 竞争力 分析 路径 模型的
建立
建筑企业根据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和建设市场的
需求，确定进入一个新市场和扩大已有市场的战略。
但随着建设市场的环境变化，建筑企业必须对建设市
场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客观预测和分析，不断
调整其战略，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企
业的战略管理架起了企业与建设市场的桥梁，通过战
略管理，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企业培育
和提升其竞争力的保证。据此可构建出图 2 所示的
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路径模型。

图 2 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路径模型

在模型中，建筑企业首先分析建设市场和进行战
略市场定位，再根据 Michael Porter 关于驱动产业竞
争的五种力量模型，构建国际建设市场中的五种驱动
力量：买方（项目业主）、供方（承包商的供应商和
分包商）、现有承包商、新进入的承包商以及提供替
代产品和服务的承包商。国际建设市场中的直接竞

争是在后三种类型的承包商之间展开的（图 2 中的
竞争对手），而“供应商和分包商→承包商→业主”
构成了供应链。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供应链上的业主
选择承包商的标准和程序形成了承包商间的竞争规
则，承包商选择供（分）包商的标准和程序形成了供
应（分包）商间的竞争规则。
基于业主选择承包商的标准，确定承包商参与国
际建设市场竞争的直接竞争要素，即建筑企业的外在
竞争力要素。外在竞争力仅仅是内在竞争力的外在
表现形式，而内在竞争力则是建筑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的实力和潜力的综合，反映了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它们是内核与外壳的关系。竞争力研究实际上就是
寻找、分析和决定影响竞争力的深层次要素，即内在
竞争力要素。同时，建筑企业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下
竞争，这些环境因素对建筑企业竞争力产生直接或间
接的增强或减弱作用，这些因素的综合反映是国家竞
争力和产业竞争力[6]。因此，建筑企业的竞争力表现
在三个层次上：外在竞争力、内在竞争力和环境竞
争力。
建筑企业国际竞争力分析的目的是指导建筑企
业的市场定位和竞争，建筑企业已经获得的竞争力要
素水平必须为其参与国际建设市场竞争带来竞争优
势和可持续发展优势，必须回到国际建设市场中加以
检验。
建筑企业竞争力分析路径模型建立了建筑企业
对其国际竞争力进行动态战略管理的完整过程，对建
筑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实用价值。

四、结

语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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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标准招标过程和评标方法作为研究建筑企业竞
争力的切入点，通过对资格预审标准和评标标准的分
析，研究了建筑企业参与建设市场竞争必须满足的条
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建筑企业竞争力的分析路径
模型。该模型确定了建筑企业竞争力的三个层次：外
在竞争力评价指标、内在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以及环境
竞争力指标。这种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分析路径，
真实和客观地反映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市场经济
特性。建筑企业三个层次的竞争力必须运用战略管
理工具进行集 成管理，才能协 同产生企 业的竞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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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onstruction Firm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uyer’s Market
LÜ Wen-xue，CHANG Yong，CHEN Tong
（School of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rket is a typical buyer’s market.To properly evaluat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onstruction firms under buyer’s market, so that our construction firms can set up their competitive strategies，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alyzing path of construction firms based on competitive mechanism of buyer’s market is
modeled.This model includes the market position of a construction firm，the five forces model，direct competitive factor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layer rel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firm.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is model shows the
competitive properties of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strategy management.Along the analyzing
path，the competitive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firms can be found obj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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