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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水资源平衡分布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可借助水利工程项目管理实现这
一目标。现阶段,水利工程项目管理实效性不断下降,使得水资源运行效率受到一定影响,为加快发展速
度,有必要不断强化项目管理的实效性。基于此,文章将水利工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阐述项目管理
的风险与控制措施,希望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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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水利工程项目管理风险特点

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对于施工技术提

风险特
点

具体表现

出了较高要求,直接增加了施工项目管

普遍性

风险始终存在于水利工程项目中,且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所以在面对风险的

理的难度。而且,水利工程项目规模越大,

与客观
性

专业的分工也越复杂,项目风险始终存

高频率

在于工程项目的建设阶段,且影响程度

性

利工程项目管理,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更加复杂,因而风险发生率始终较高 。

不确定
性与相
对性

对于水利工程项目而言,风险发生时间地点以及后果等均不确定,很难提前预
测,仅能够结合外部情况加以监控,并预测后果,但无法确定是否会发生。另外,在
项目风险中,其对于不同主体的后果也存在差异,风险大小相对于不同的主体也必

较大。通过项目管理风险控制,可创造更
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优化配置各项资源,

情况下也只能采取控制措施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
受周期因素影响,水利工程项目施工建设阶段的风险系数较高。尤其是大型水
[1]

然不同。

进一步增强项目运行的科学性与安全
性。由此可见,深入研究并分析水利工程
项目管理风险与控制十分有必要。

[2]
风险的规避缺乏基础支撑 。

2.2管理周期缺失。在项目周期中,

3 水利工程项目管理风险管控
措施

1 水利工程项目管理风险特点
阐释

风险始终贯穿其中。但项目周期可行性

龙里窄冲水库是县城供水、下游灌溉

研究无法将客观情况切实反映出来,且

及灌区人畜饮水的一项综合利用水利工

水利工程项目是不可预测的,在实际

项目设计重要性被忽略,难以充分发挥

程。
水库正常蓄水位为1220m,死水位1175m,

工程监理的作用,进而增加了项目风险。

水库设计洪水位1221.56m(P=2%),校核洪

建设阶段,一旦发生问题将难以弥补。以下
是水利工程项目风险特点汇总表(表一)。

2.3风险管理结构与机制缺失。受中

水位1222.42m(P=0.1%)；水库总库容1608

2 水利工程项目管理风险分析

介结构健全性不足因素的影响,直接制

万m ,正常蓄水位相应库容为1487万m ,死

在我国,水利工程风险管理发展时间

约了监管工作的开展。而金融机构在监

库容96.3万m3,兴利库容1390.7m3,年设计

不长,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深

督项目建设方面犹如隔山打牛,很难将

总供水量1427.4万m³。窄冲水库工程规模

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程风险管理工作

监督企业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除此之外,

属中型,工程等别为Ⅲ等。面板堆石坝、溢

的落实。然而,根据当前国情,水利工程风

项目风险管理法律法规尚未完善,使得

洪道、导流兼放空引水隧洞等主要建筑物

险管理的发展速度仍相对缓慢,且发展问

风险管理缺乏必要支撑。

为3级,供水管道和灌溉渠道等建筑物为4

3

3

题始终存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4管理设施基础薄弱。在风险识别

级,临时建筑物为5级。在此工程项目管理

2.1风险管理意识缺失。风险管理在

方面,认识程度并不高,无法准确且定性地

中,结合常见风险采取了必要的管控措施,

我国起步晚且研究成果不多,根据工程

分析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工程项目建设实

以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在此工程项目管

单位研究发现,决策人员风险管理意识

践中,风险管理工作需依靠企业经验开展,

理中,结合常见风险采取了必要的管控措

均相对薄弱,没有熟练掌握风险管理相

使得预计的风险与实际风险存在极大误差,

关的知识,致使项目单位无法准确地识

风险管理工作效率明显下降。
另外,管理人

施,以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
3.1安全风险管理分析方法的运用。

别项目风险,直接增加了风险发生率。与

员思想相对松散,参与风险管理意识不强,

(1)WBS(工作分解结构法)。结合龙里窄冲

此同时,因缺乏前瞻性认知与判断,使得

最终只能政府部门承担风险。

水库项目施工内容、工序与施工方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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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执行。另外,工程风险管理监督机制的
制定要与实际情况吻合,若某环节不理
想应及时调整并加以改善,更好地管理
和控制风险。在此基础上,应完善绩效考
核机制与岗位责任机制,更好地激发工
作人员开展风险管理工作的积极性。
3.6增强决策有效性。项目决策的科
学性与民主性能够规避决策盲目与偏颇,
因而必须不断增强决策风险管理思想。在
项目决策过程中,企业应持长远眼光,在整
体层面完成风险决策。
同时,形成阶段性思
图一

龙里窄冲水库施工项目风险分解

想,风险可控性较差,且不同阶段的风险表

目部对施工过程进行了分解,细化成若干

项目风险。另一方面,工程项目保险机制

现不同。
除此之外,项目企业应将重点集中

施工项目,并结合各施工项目风险因素加

的运用可以合理分解并且转化风险,也能

于外部宏观环境调控方面,在革新投资体

以辨识。(图一)(2)LEC法(作业条件危险

够使项目单位风险规避能力增强。但需要

制的基础上健全投资风险约束体系。

性评价方法)。此方法能够针对潜在危险

注意的是,在工程保险机制引入的过程中,

环境下施工危害进行评价,结合公式：

需将保险涉猎范围扩大,可将工程监理与

D= L×E×C 开展必要的计算工作。公式

[4]
勘察设计等多种项目融入其中 。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
为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提高水资源

中,D代表的是作业条件的危害程度,而L

3.3加大研究项目管理风险理论力

利用效率,最关键的就是增强水利工程项

则是事故发生率的表示形式,E代表了工

度。一方面,要以水利工程为研究对象,设

目管理的实效性。为此,水利工程项目的

作人员处于危险环境几率,C是事故破坏

立项目管理风险项目与课题,使更多专家

风险管理机制应当有效融合风险管理模

[3]

程度的表示方法 。结合此项目工程实际

与学者能够主动参与研究,同时要奖励贡

式,在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优化

情况,对以上三个因素赋予不同权重,计

献突出的个人亦或是单位,进一步完善水

风险防控的效果,尽可能降低风险系数。

算项目风险等级。(表二)。

利工程项目管理风险的理论机制。

新时期背景下,水利工程风险管理应当与

表二 项目权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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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重

频率

权
重

完全能够

10

连续

10

结果

权重

死亡人数

100

超过 10 人
有可能

6

工作状
态暴露

6

死亡人数
3-9 人

40

偶然

3

偶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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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1

每个月
一次

2

严重

很不可能

0.5 每年发

1

伤残

7
3

生几次
既不可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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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

另一方面,对先进企业与国外风险

控制制度有效结合,以优化项目的管理水

管理经验进行学习,能够及时查缺补漏,

平,进一步创新水利工程管理模式。只有

并根据实际状况,促进理论体系的全面

构建必要的约束体系,提高对于项目管理

科学化发展。除此之外,要构建健全的风

工作的重视程度,才能够使得水利工程项

险管理宣传机制,有效传播先进理论知

目风险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不断提高。

识,为生产实践提供必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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