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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
电力成为最紧俏的商品，电力建设也越来越多，但当今电力建设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投标价格
越来越低，
施工成本却越来越高。电力建设项目管理涉及内容很广，涉及安全、质量、物资、成本等管理，如何提高项目的管
理水平，
直接影响到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近而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生存发展。要成功做好电力项目管理，必须从
抓安全管理、质量管理、
成本管理等着手，
来实现项目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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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主遥 借助这类模式袁项目管控必备的金额应被涵盖在
1.1 工程项目概念

价格范畴内遥

工程项目是指建设领域的建设项目袁为完成依法立项

承包商着手去承接筛选的电力项目袁 负责实施调控袁

的新建尧扩建尧改建等各类工程而进行的尧有起止日期的尧

承受后续的潜藏风险遥 拟定明晰的合同袁完成而后予以移

达到规定要求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受控活动组成的特定过

交遥 从常规来看袁承包商拥有着这一范畴的建造经验袁可以

程遥 通俗地讲袁工程项目一般是指为某种特定目的而进行

调控项目[1]遥 移交类的模式吻合了一体化特有的新框架袁

投资的含有建筑或安装工程的各类建设项目遥

符合专业规程遥

1.2 工程项目的基本特征
渊1冤唯一性院具有唯一的尧一次性且不可逆转性遥
渊2冤多重约束性院具有多方面约束与限制袁包括投资尧
建设工期等遥

2.2 委托管控某一项目
委托管理依循的新颖模式含有如下的内涵院供应日常
服务尧供应成套的设备袁切块并妥善去分包遥 委托某一主
体袁或委托给细分出来的多家主体遥 采纳一体管理袁受托范

渊3冤明细渐进性院具有明细渐进和项目实施的时序性遥
渊4冤投资风险性院建设工期长袁涉及面广袁受外部环境
制约袁面临许多不确定性袁投资风险大遥
渊5冤管理复杂性院工程项目参与建设的单位和人员多袁
需要协调利益相关方和项目外部关系袁呈现管理复杂性遥
渊6冤生命周期属性院工程项目是一次性任务袁有明显的
开始和结束标志遥

畴的主体应能拥有专业管控的认知及能力遥
从现有状态看袁委托管控特有的模式仍没能被完全接
纳袁多数持有怀疑遥 然而应当确信院若能妥善去调配并指
引袁即可明晰彼此的职责遥
2.3 业主调控并自主去管理
业主自主管控袁这类模式紧密衔接着自主调控尧联合
情形下的管控袁二者密切融汇遥 采纳这一模式袁依循了新设

1.3 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

定出来的监理规程遥 业主自主调控袁应能聘任并筛选咨询

组织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袁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的

类的主体袁共同参与管理遥 设定零散分包袁创设必备的多合

计划尧组织尧指挥尧协调和控制等专业化活动简称为项目管

同袁业主被设定成主体袁直接去辨识风险袁然后设定全面情

理遥 工程项目管理的目的是通过项目策划和项目控制袁使

形下的管控途径遥 然而不应忽视院业主并没能拥有专业管

项目的安全尧质量尧进度尧造价控制目标得以实现遥 业主方

控的必备技术遥

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总组织者袁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遥

唯有聘请咨询袁供应专门咨询袁才可妥善去管理遥 咨询

1.4 工程项目管理基本任务

类的主体供应了平日内的深化服务袁却不承担造价袁也不

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任务是以目标管理为导向袁运用

担负风险遥 这一模式吻合了我国袁适合电力工程遥

计划尧组织等手段袁对工程项目实施安全管理尧投资控制
等遥 工程项目管理任务通常用责任分工矩阵的方式袁明确

随着项目管理的广泛应用和项目管理的迅猛发展袁项

项目管理部门尧项目管理人员的职责遥 工程项目管理的核

目管理发展中的下一个热点将是项目管理软件渊PMS冤的开

心是目标管理袁贯穿项目的全过程遥 工程项目管理目标包

发袁在美国袁已经有 200 多家公司开发各种类型的项目管

括成果性目标和约束性目标遥

理软件袁在中国袁随着项目管理的应用热潮袁也将掀起项目
管理软件的开发热潮遥

2.1 移交至业主

项目的大型化尧复杂化和动态化袁以及企业化项目管

承包某一工程袁承包主体应能移交工程袁交由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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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发展使得项目管理软件的功能要求更加系统和全面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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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功能和方法的项目管理软件适应面将更加减少遥 行业

束机制实现对 PMC 管理团队的有效监督遥 在电力项目建

项目管理的应用也将促进一系列的行业项目管理软件的

设过程中袁 业主有权监督 PMC 承包商在工程建设中所作

涌现袁同时也必然会促进项目管理软件的多元化发展遥

出的重大决策袁防止工程建设风险分担及转移机制流于形

应当承认的是袁目前袁我国的项目管理与国际水平相

式遥

比仍有相当的差距遥 在现阶段袁 我国必须要做好引进尧消

按照 PMC 模式的规定袁PMC 承包商要具备技术尧经

化尧培养人才的工作袁同时研究一些中国国情下的特殊的

济尧管理以及协调等经验袁要协调好与设计方尧监理方尧施

问题袁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项目管理体系遥 我国应该有一

工方以及业主之间的关系袁通过有效协调和组织袁将各方

个健全的专业性尧学术性组织保持和国际前沿的接触遥 中

凝聚起来袁为电力建设项目整体效益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

国特色应当是先进的特色尧而不是落后的特色遥

保障遥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袁电力工程建设管理模式也发生
相应改变袁先后经历了业主自建尧监理尧PMC 以及 EPC 等
多种管理方式遥

3.3EPC 模式
EPC 模式是国际上一种发展的较为成熟的建设项目
管理模式袁主要是指袁专业承包商受业主委托袁对建设项目

3.1 电力工程建设项目监理模式

的设计尧采购以及建设等进行管理袁与 PMC 项目管理模式

电力建设项目采取监理模式主要是出于电力工程管

相比较而言袁EPC 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涵盖了建设项

理规范化的考虑遥 业主委托专业监理人对电力工程建设项
目的采购尧施工以及试运行等环节实施管理袁同时控制建
设进程尧施工安全尧投资以及工程质量等遥

目的设计工作袁在中国袁通常将此种模式成为交钥匙工程遥
电力建设项目投资大尧 建设周期长袁 因此在实践中
EPC 模式并未得到普遍应用遥

电力建设项目监理模式随着的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成

在为开展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袁并且未核算工程量的

熟袁先后演变出 E+P+C 以及分岛分包等模式袁并得到了实

情况下袁 简单的套用概算定额核定 EPC 工程总价并不现

践的充分肯定遥 在当前的电力建设项目中袁监理模式的应

实遥通常在我国袁在 EPC 工程造价核算方面袁主要以经济项

用十分普遍袁 但电力监理市场不规范性也逐渐暴露出来遥

目评价指标尧EPC 承包商自身经验以及业务所具备的建设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步伐的日益深入袁原属电力服务性工作

项目投资经验为主要依据袁在双方谈判基础之上制定 EPC

范畴的监理业务被社会化所剥离袁造成了电力监理业监督

投资控制目标遥

管理主体缺失的后果遥
随着近些年我国电力基础建设业务量的不断增加袁不
少缺乏电力施工经验的监理公司也挤入电力建设建立市

EPC 工程总价的制定可以参考国内电压等级工程所采
取的限额设计标准袁促进电力工程限额设计经济指标的进
一步完善遥

场遥 受电力建设项目施工周期长尧建设难度大袁再加上工作
环境恶劣等因素的影响袁经验丰富的电力监理人员待遇优

电力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工作袁电力施工企业

厚袁这也使得部分监理公司出于成本的考虑袁任用电力工

项目管理袁要根据自己的施工特点袁人员结构袁本着安全尧

程知识不扎实尧经验不足的人员袁在电力工程施工过程中袁

优质尧高效的原则袁制定符合本项目的管理方法和严谨有

如果监理人员经验不足袁难以发挥技术支撑作用袁经常会

效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袁并切实贯彻执行遥 在项目管理

出现一些小失误袁进而给电力建设项目带来一定的经济损

中从抓安全尧抓质量着手袁加强成本控制袁建立有效的激励

失遥

机制袁 同时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袁创
3.2PMC 模式

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袁 促进电力施工企业的健康发展袁

所谓 PMC 模式袁 就是项目管理承包商或项目管理咨

创出企业的品牌袁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遥

询袁受业主委托袁PMC 承包商对项目建设过程的采购尧施工
以及试运行等进行管理遥 近些年来该模式被引入国内遥
在电力工程建设项目中采取 PMC 模式袁 项目管理人
员的选用是关键袁要选择技术型尧经济型以及管理型的综
合性人才遥
在 PMC 模式下袁 项目管理者对在建项目拥有极大的
管理权限袁这样一来袁如果没有指定与之对应的风险约束
机制袁将会使建设项目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下遥 PMC 合同的
核心内容就是对投资金额以及合同工期进行限制袁在电力
工程建设项目的 PMC 合同中袁 务必要对电力工程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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