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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采用风险重要性指标对中国承包商在中国建筑市场承包项目时,所遇

到的诸多风险事件进行重要性评价和排序, 并同已有的相关风险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Cox-St ua rt 趋势增长

检验方法在本次调查研究中被应用, 结果表明重要性指标值所对应的方差随着风险事件重要性的降低有增长趋

势, 这一趋势说明受调查者对重要性越高的风险事件认识越趋一致。文章还运用 Cronbach Alpha系数对问卷调查

的信度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承包商目前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包括业主的不规范行为和不规范

的建筑市场竞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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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建筑业产生了很大

影响, 但中国政府和海外投资者对基础设施的大量

投资使中国建筑市场依然乐观。从 2001年 12月 11

日起, 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 143个成

员。在建筑业领域中国政府做出了如下承诺
[ 1]
:

1. 入世后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成立合资、合作企

业; 2. 允许合资、合作企业注册资本金水平高于中

国企业注册资本金的水平; 3. 合资、合作企业要承

担一定比例的外资工程; 4. 不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

国内设立分支机构直接承揽工程。合资、合作企业在

中国加入WT O后三年内开始享受国民待遇。同时,

中国加入WTO 三年内逐步开始允许外商成立独资

企业, 但只能承揽以下工程: ( 1) 全部由外国投资、

贷款或赠款建设的工程; ( 2) 中国利用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并采取国际招标的工程; ( 3) 外商投资占

50%(含 50%)以上的中外合资、合作建设的工程;

( 4) 中国建筑业难以单独完成的国内投资建设工

程,经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允许与国内建筑

企业合作总承包或分包。中国加入WT O五年内逐

步开始允许外商独资企业承揽各种工程。这一系列

承诺有利于国际承包商进入更开放、更自由的中国

建筑市场开展项目承包业务, 同时也会使中国建筑

市场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以往的研究表明很多在

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投资经营并不成功,失败的

比例甚至超过了 50%。[ 2]有学者从风险管理的角度

出发,对国际建筑业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了研

究, 提出了适合建筑业合资企业的风险管理模

式。
[ 3, 4]

L. Y. Shen 等则从国际承包商的角度出发,

研究其在中国建筑市场中同中国承包商成立合资企

业承担项目时所可能遇到的一系列主要风险, 通过

案例对合资企业的管理、政策、技术及市场等方面的

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与政府部门合作、运

用合同合理处置风险、控制技术风险等几个方面的

风险管理策略。
[ 5]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及管理

体系,有的学者研究了在中国建筑市场上实施 BOT

项目所要面临的政治风险。
[ 6]
之后他们还通过问卷

调查评价了一系列减少 BOT 项目风险措施的有效

性, 并结合案例详细地分析了合同条款中隐藏的风



险,最后提出了在中国实施 BOT 项目的风险管理

体系。
[ 7]
以上提及的研究多是从国际承包商的角度

出发研究中国建筑市场的风险, 或特定类型项目所

面临的特定风险。由于长期在中国这个特定市场从

事项目承包, 因此,中国承包商对中国境内建筑市场

各种风险的观点对于国际承包商而言更具参考价

值。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识别中国承包商在中国市场

承包项目时所面临的风险事件, 并运用风险重要性

指标对各种风险事件重要性进行评价并结合有关案

例进行了分析讨论。

一、研 究 方法

本文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资料, 调查对象

主要是中国境内特级和一级承包商中的高层管理人

员(中国目前的项目承包商按承包能力分为特级、一

级、二级和三级,不同等级所能承包的项目范围有所

不同, 特级为最优)。问卷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

1. 受调查人员的概况及其对风险管理的认识; 2.

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及影响严重程度调查。其中第 2

部分根据风险事件的来源分为项目外部风险事件和

项目内部风险事件(图 1)。外部风险是指与政府政

策或气候等因素相关的, 项目管理人员无法直接施

加影响的风险事件,该分类下包含了若干需要具体

进行评价的风险事件。项目内部风险指将对具体项

目产生直接影响的风险事件, 根据来源又进行了进

一步的分类,包括项目前期风险,设计单位给项目带

来的风险等,每一分类下都包含若干需要具体进行

评价的风险事件。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让受调查

者对各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其给项目带来的影响

进行评价, 并综合两者的结果来确定各风险事件的

相对重要性。

图 1　风险事件类别分类

　　为了便于回答, 针对每个风险事件受调查者只

需根据表1( 1)、( 3)栏提供的选项做出选择即可。在

对风险事件重要性进行统计分析时,作者给不同的

选项赋予不同的数字标识(见表 1中( 2)、( 4)栏)。考

虑到有效性和易用性, 同时比较了 Tse 提出的方

法,本文认为采用 L. Y. Shen
[ 8]的风险重要性指标

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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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第 j 个问卷调查者对第 i个风险事件的重

要性评价;
i
j : 第 j 个问卷调查者对第 i 个风险事件发生

概率的评估;
i

j : 第 j 个问卷调查者对第 i 个风险事件所带

来影响大小的评估;

RS
i
: 第 i个风险事件的重要性指标;

由于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来进行,因此对

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十分必要。信度是指使用相同

的研究技术重复测量同一对象时,得到相同研究结

果的可能性。
[ 9]
通常影响信度的原因有以下一

些
[ 10]

, 1. 被调查者是否耐心、认真、专注,不受情绪

波动影响。一般而言,受调查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越

复杂,信度越低。2. 调查者是否按规定程序和标准

进行调查、是否有意或无意地对被调查者施加影响。

3. 测量内容是否措辞含糊不清不易理解,是否各个

问题的内部一致性低。除了偶然因素外,信度还受研

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 如个人偏见、思维定式、观察

角度、主观态度等等。本文将选择最为常用的克朗巴

哈 阿尔法( Cr onbach Alpha)信度检验方法
[ 11]
来评

判本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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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及影响大小赋值表

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

( 1) 问卷选项　

　

可能性

很小

可能性

一般

可能性

较大

可能性

极大

( 2) 数字标识 0. 2 0. 4 0. 6 0. 8

风险事件一旦发生给项目造成的影响

( 3) 问卷选项　

　

影响

很小

影响

一般

影响

较大

影响

严重

( 4) 数字标识 1 2 3 4

　　调查发现根据重要性指标值将风险事件排序后

其对应的方差有增长的总趋势。并通过非参数检验

中的Cox-Stuart 趋势检验法对此加以了检验。Cox-

Stuart 趋势检验
[ 12]的基本原理是将需要验证是否

具有增长趋势的变量进行配对比较。假设 X 是变

量, x i 是一系列变量值, n为变量值的个数, 那么,先

取 x i 和 x i+ c组成一对( X i, X i+ c) ,其中 c= n/ 2。用每

对中两个元素差 D i= X i- X i+ c的符号来衡量增减。

令 S
+
为正的D i 数目, 而令 S

-
为负的D i 数目。显然

当正号较多时,即 S
+很大时(或 S

- 很小时) ,有下降

趋势;反之, 则有增长趋势。建立零假设H 0 : 无增长

趋势;及备择假设 H 1: 有增长趋势。理论上有检验

统计量 P (式中 K = S
+
) :

P ( K < k) =
1
2n

k

i= 0

C
i

n ( 3)

确定置信水平 , 如果 p< ,则拒绝 H 0,说明变量具

有增长趋势。

二、调查概况与结果

(一) 调查概况

目前中国承包商数量众多且技术和管理水平差

异很大,具有丰富项目承包经验的承包商总体很难

确定。因此,本次调查的对象作者主要采取简单随机

抽样的方法分别从网站、电话黄页和承包商提供的

信息中进行选取。考虑到受调查者需要有丰富的经

验及较高的施工管理水平,调查对象限定在具有特

级和一级施工承包资质的企业中。问卷的发放及回

收均采用普通邮件方式,总共发放问卷 293份, 回收

42份,回收率为 14. 3%。在中国建筑市场进行风险

问题调查获得此回收率是可以理解的。首先,目前中

国很多承包商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系统地运用风险

管理手段,因此对风险管理不十分了解,进而对此类

问卷没有足够的兴趣。其次,某些承包商认为问卷中

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因此不愿意将其观点

公之与众。再次就是较多的管理人员认为问卷调查

获得研究结果的准确性较低, 难以主动积极配合。虽

然存在以上问题, 但由于受调查人员都是公司及项

目高层管理人员,因此,结果被认为能够反映目前中

国承包商在中国市场上面临的重要风险。

经过初步统计,本次受调查人员有将近 90%拥

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由于概率论知识是在大学期间

传授的,因此,受调查人员的学历状况从一个侧面确

保了对风险事件发生概率问题理解的准确性。其次,

受调查者有将近 90%的人员拥有项目高层管理或

更高的职务, 5年以上从业经验的人数比例达到了

90% ,拥有 10年以上从业经验的达到了 50% ,拥有

20年以上从业经历的人员数接近 20%。这说明很多

受调查者不仅了解项目施工阶段的管理,同时对招

投标及项目其他方面的运作也有相当清晰的了解,

这保证了受调查者对问卷理解的正确性。有关中国

承包商对风险管理的认识主要通过如下问题进行调

查: 您是否了解风险管理? 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在中

国承包商中推行风险管理?针对第一个问题回答“不

了解”和“听说过”的人员将近 60%, 还有 40%的人

认为“了解”风险管理,而没有人回答“非常了解”。针

对第二个问题, 认为没有必要和不知道的人员将近

10% , 认为非常有必要推广风险管理的人员则占

30% ,其余则只是认为“有必要”推广风险管理。可以

看出中国承包商目前对风险管理的了解还停留在初

级阶段, 但对于是否有必要推广风险管理则持有较

为积极的态度。

(二) 调查结果

根据公式( 1)、( 2)对问卷进行统计并依据所得

RS 值进行排序(表 2)。从表 2可见目前中国建筑市

场上前 15个重要风险事件中与项目外部因素( W )

相关的占 2项,项目前期( Q)占1项,分包商( F )占 1

项, 供货商( G)占 1 项, 业主( Y)占 5项, 项目后期

( H)占 3项,其他( O)占 2项。由此可清楚地看出目

前中国承包商主要的风险来自业主。同时涉及政府

管理部门、投标缺乏公平环境、地方保护主义等风

险。分包商和材料供应中的质量问题也是不容忽视

的风险事件。前 5个风险事件的重要性指标较为明

显的高于排序靠后的风险事件,说明这些风险事件

是目前中国建筑市场中非常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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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风险事件重要性指标计算结果

编号

( 1)

风险事件

( 2)

排序

( 3)

重要性指标

( 4)

方差

( 5)

H1 资金回收困难 1 2. 46 0. 34

Y4 业主付款不及时 2 2. 40 0. 33

Q2 投标缺乏公平竞争环境 3 2. 33 0. 32

O3 地方保护主义 4 2. 25 0. 36

Y2 业主不合理的垫资要求 5 2. 20 0. 33

Y1 业主不合理的工期要求 6 2. 03 0. 37

H3 向有关各方索赔困难 7 1. 95 0. 42

Y5 业主在施工阶段不合理的干预 8 1. 79 0. 43

F2 分包商管理能力差 9 1. 64 0. 48

W3
建设管理部门办事效率低,相关审批

不及时
10 1. 62 0. 54

W5 政府对工程建设的不合理干预 11 1. 61 0. 56

F1 分包商技术力量差 12 1. 59 0. 44

O2 缺乏合理、有效、公正的仲裁手段 13 1. 58 0. 47

H2 相关保险理赔困难 14 1. 53 0. 58

G2 供货商供货质量存在问题 15 1. 52 0. 47

Q1
承包商投标前所获信息不完备, 不准
确

16 1. 5 0. 46

Y3 业主突然提出设计变更 17 1. 5 0. 44

M11 有关噪音、污染等措施对施工的影响 18 1. 49 0. 55

Y7 业主违约,与承包商产生争议 19 1. 45 0. 47

M1 施工中出现安全事故 20 1. 45 0. 59

W1
未预见的恶劣天气对施工造成的影

响
21 1. 44 0. 61

S2 设计单位突然提出的设计变更 22 1. 38 0. 47

W4 建设管理部门人员贪污、受贿 23 1. 36 0. 71

Q3 承包商投标时报价或工期预测失误 24 1. 35 0. 54

W2
政府有关建设的法律、规章等突然变

更
25 1. 34 0. 59

M5
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及施工人员缺乏

或流失
26 1. 33 0. 43

F3 分包商违约,与承包商产生争议 27 1. 32 0. 57

G1 供货商供货突然延期 28 1. 32 0. 53

J3 监理故意刁难承包商 29 1. 29 0. 49

W7 通货膨胀,物价突然变化 30 1. 26 0. 66

M2 施工中突然出现质量事故 31 1. 24 0. 61

W6 施工所需进口货物进出口受限 32 1. 22 0. 75

M4 施工机械设备质量存在问题 33 1. 18 0. 54

J2 监理索贿、受贿 34 1. 17 0. 56

J1 监理在技术监督上发生严重错误 35 1. 14 0. 52

S1 设计单位施工图设计错误 36 1. 12 0. 55

Y6 业主突然破产倒闭 37 1. 12 0. 66

M8
水、电等基础设施供应困难或出现故

障
38 1. 11 0. 66

M9
施工中突然出现未曾预见的技术难

题
39 1. 1 0. 58

M3 施工原材料、机械设备不足 40 1. 06 0. 62

M10 内部劳资(务)矛盾 41 1. 06 0. 61

O1
合作企业间文化差异( 行为方式) 导
致矛盾

42 1. 04 0. 68

M6 现场机械、材料等设施被盗 43 1 0. 67

M7 设备运输或进出施工现场出现困难 44 0. 91 0. 72

W8
社会不安定 (示威、罢工、动乱等因

素)
45 0. 78 0. 86

　　依据前文提及的信度检验方法,作者运用 SPSS

统计软件中有关功能对本次问卷调查的信度进行了

检验, 得到本次问卷的 Cronbach-Alpha 系数为

0. 928。一般认为在问卷调查中如果信度检验的 值

能够达到 0. 7,则认为问卷调查结果是可信的
[ 13]

, 因

此, 本次针对中国市场风险事件重要性调查的结果

是可信的。

从表 2第 5列可见风险事件依重要性指标值排

序后,对应的方差有增长的总趋势(图 2)。作者根据

前文提及的 Cox-Stuart 趋势检验指标对之进行了

检验(表 3)。若将显著性指标 设为 0. 01,由结果可

见在已识别的 45 个风险事件中, 重要性最高的前

16个风险事件对应的方差就可以认为具有增长趋

势,重要性最高的前 32个和所有风险事件也可以得

到对应的方差具有增长趋势的结论。这说明在本次

调查中, 中国承包商对于排序靠前的风险事件的重

要性认识趋向一致, 因此,重要性高的风险事件更有

理由被加以重视。

图 2　风险事件排序与对应方差

表 3　趋势增长检验计算结果

( S + ) p 值 前 16个风险事件 前 32个风险事件 所有风险事件

中国市场 ( 0) 0. 0039 ( 2) 0. 0021 ( 2) 0. 0001

　　(三) 分析讨论

从获得的统计分析结果可见业主、政府管理行

为及某些外部环境因素和分包商能力、供货商供货

质量等问题已成为中国承包商目前在中国市场上面

临最重要风险事件的主要来源,以下就统计结果展

开深入讨论。

1. 与业主有关的风险事件

业主作为承包商获利的直接对象, 在当前中国

的建设环境下已成为承包商最重要的风险来源。除

个别事件, 涉及业主( Y)的风险事件重要性指标值

都很高。在美国, 业主延迟支付工程款 ( Delayed

payment on contr act )同样被承包商认为是较重要

的风险事件, 在 23个风险事件中其重要性位列第

6。
[ 14]
在国际工程中, 对于合资承包商而言业主的现

金流及支付能力风险( Client 's cash f low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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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 25个风险事件中位列第 1。
[ 15]
由此可见,业主

作为承包商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 其支付能力应该

首先得到保证。虽然本次调查结果再次验证了这一

观点,资金回收困难和业主付款不及时在所有 45个

风险事件中位列第一、二位,但由于市场等因素的差

别,在中国业主延迟支付工程款的原因却有所不同。

目前中国的建筑市场虽然庞大(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统计快报最新显示, 1999年中国资质等级四级及四

级以上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10 423. 4亿元,

比 1998年增加 361. 4亿元,增长 3. 6%。建筑业企

业房屋施工建筑面积为 14. 15亿平方米,比 1998年

增加 3 877万平方米,增长 2. 8%) , 但由于建筑业属

于成熟产业, 市场进入的壁垒较低。同时由于施工过

程对工人的技术要求较低和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

动力等原因, 使得中国建筑业从业人数和企业众多

(据统计, 1999年中国建筑业从业人员 3300万)。由

此便造成了建筑市场竞争极为激烈的现状。在这种

外部环境下, 虽然中国政府有明文规定不许承包商

垫资承包项目,但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承包商为了生

存、为了获得项目而先期投入相当大比例的资金来

满足业主不合理的垫资需求(该项风险事件重要性

位列第 5, 见表 2) ,或主动提出此要求从而获得项目

的承包权。业主则将会因此以较少的资金启动项目,

并且由此控制项目中资金支配的主动权。此时一旦

产生争议,业主通常以拒付工程款来要挟承包商,这

对于项目中争议的公平合理解决是不利的。当争议

难以有效解决时,业主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拖欠承包

商的工程款, 这导致目前中国承包商面临的最重要

风险事件的产生。不合理垫资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

度上也源自政府有关部门对项目审批把关不严,很

多项目的资金并没有完全确认到位便急于上马或是

一笔资金用于多个项目的审批, 审批完成后就抽走

资金。这些不规范的运作导致了目前中国建筑市场

中众多“烂尾楼”的出现,这时常给垫资承包的承包

商带来巨额损失。另一个涉及业主的重要风险事件

是业主对项目承包不合理的工期要求,其重要性在

45 个风险事件中排位第 6(见表 2)。从盈利和尽早

使项目投入使用的角度来说业主对工期的关注是合

理的,但对有些特殊项目而言,有时业主却确定了一

些不切实际的工期。这些项目通常属于政治或政策

任务,必须赶在某个特定的日期前完成,这些规定有

时甚至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这不但使承包商难以按

时完成工程, 而且很有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等风险的发生,虽然引起此类问题的原因在于业主,

但承包商却要承担此风险带来的损失。而且在竞争

激烈的市场中, 承包商通常难以在投标或是合同谈

判时坚持自己合理的工期要求。在工程进行中业主

提出设计变更也是正常的, 但当承包商在工程进行

过程中按其变更要求履行义务后,通常很难通过索

赔(这一风险事件的重要性位列第 7)获得应得利

益。这首先是因为业主处于市场的优势地位, 其次由

于中国的项目管理体制转型时间不长, 在中国按国

际惯例进行索赔还很不普遍, 特别是非涉外项目中

更是难以有效实施。

2. 项目外部环境

项目外部风险事件中涉及政府管理部门的风险

被认为重要性较高,而通货膨胀及社会不稳定等风

险事件的重要性则较低, 重要性程度分别排位在第

30和 45位。在Li Bing
[ 16]
有关国际合资承包企业的

研究中分析了 25个风险事件,其中社会稳定( fo rce

majeure and social disorder)重要性位列第 8, 通货

膨胀、物价变化( economy f luctuation)位列第 4, 可

见都是较值得重视的。而 L. Y. Shen在研究国际合

资企业在中国的风险状况时排列出 58种风险事件,

其中 政治 变 动 ( loss incurred due to polit ical

changes)风险的重要性位列第 34,通货膨胀位列第

26( loss due to f luctuat ion of inf lation rate) , 在 58

个风险事件中其重要性是中等偏低的。[ 17]结合本次

中国承包商认为此类风险重要性较低的观点(见表

2)可以看出,中国目前的整体政治及经济环境是稳

定的,这方面的风险较小,这对国际承包商参与中国

建筑市场是非常有利的。这与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建

筑市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世界建筑市场一个

热点的预测是相吻合的。
[ 18]
但中国政府建设管理部

门的审批效率和对项目的干预等微观外部环境方面

还并不令人满意。L. Y. Shen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国

际承包商看来, 中国建筑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僚作

风风险重要性在 58 个风险事件中位列第 9( loss

due to bur eaucracy for late approvals)
[ 19] ,而在本次

调查中其重要性位列第 10(见表 2) , 这表明国际承

包商和中国承包商对此问题有较为一致的认识, 因

此建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快改革,采取更

为实效的审批及审查方法。其次在中国市场中由于

众多承包商都属国有企业, 因此不可避免要受到政

府的影响, 政府对工程建设的不合理干预这一风险

事件的重要性也甚高,位列第 11。除以上两点,政策

变更对于项目的影响在国际承包商和中国承包商看

来则有很大的区别, L . Y. Shen 的研究表明这( co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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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due to changes of policies)对于在中国境

内的合资承包企业是最为重要的风险事件
[ 20]

, B. L i

的研究也表明政策变化( inconsistency in govern-

ment pol icies, law s, and regulat ions)对于国际合

资企业而言影响很大, 在 25个风险事件中重要性位

列第 3
[ 21]

,而此类风险在中国承包商看来则风险较

低(重要性排在第 25位,见表 2)。原因首先是由于

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 改革开放时间不长, 政府部门

对于境外企业在中国的管理十分严格,相关的法律

法规都不成熟,随着改革的深入及实践经验的积累,

政府需要不断的修改和完善涉外的管理规定,而对

于中国承包商而言则不存在此类问题。其次由于中

国承包商多为国有企业,即使政府颁布有关修改规

定,其都能提前获得相关信息,从而可以提前做出相

应决策,因此由此带来的影响就较弱。然而,中国加

入 WTO 后国际承包商在中国将逐渐享有国民待

遇,因此, 涉外的管理规定将趋于减少,并且随着中

国法制及管理条例的成熟,相信此类风险对于国际

承包商的重要程度将会降低。

招投标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目前也被中国承包企

业认为是项目前期十分突出的重要风险事件,在本

次调查所列的 45个风险事件中重要性位列第 3。中

国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有关项目

发包的方法, 从而改变原先完全由政府指定承包商

的方法,并逐渐建立起了严格的招投标制度,但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目前中国很多民

营和集体项目承包企业,由于其本身机制较为灵活,

受各方监督较少,为了生存多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来

获取项目的承包权, 而某些业主代表为了谋取个人

利益则不顾公平竞争原则,透露标底等保密信息以

换取好处。串标和陪标等不规范行为时常发生, 投标

期间的黑箱操作给投标的公正性带来很大伤害,并

给花费巨大精力准备项目投标的合格国有承包商带

来很大损失。由此导致的不合理低价中标情况在中

国也不断出现,其所带来的危害不仅涉及承包商,也

将涉及业主以及整个建筑市场。此类风险事件对于

期望通过正当竞争获取项目承包权的企业而言很难

防范,作者认为在处置此类问题时,政府或中国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通过立法和加强监督应该有更大的作

为。L. Y. Shen却表明国际承包商认为此风险( un-

fairness in tendering )在中国市场中的风险重要性

较低,该风险在其研究中重要性位列 58个风险事件

的第 45。
[ 22]

从表 2还可见地方保护主义也被认为是非常重

要的风险事件,重要性位列第 4。这从中国各地建筑

承包商从事项目承包的主要市场所在地就可窥之一

二。外省市的建筑承包商要与项目所在地的承包商

展开竞争存在很大困难。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当

地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法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

素。这些政策法规虽然没有明确限制外地承包商的

条款,但在本地市场准入等方面却多有限制。其次,

地方承包商通常与地方相关部门官员之间有较多的

交往,因此关系也较为密切,由此得到地方政府较多

支持也易理解, 而外省市承包商则无此优势。再次,

建筑业在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形产业可以造就众

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当地承

包商的开工率及提高地方的税收水平, 通常愿意当

地的项目由当地的承包商来承担。以上一些原因使

得中国的建筑市场并没有形成想象中的大市场, 而

是被分割成了很多较为独立的小市场, 这对于中国

建筑业的良性发展是不利的。在 L. Y. Shen 的研究

中也表明地方保护主义( local protect ionism )在国

际承包商看来在中国市场中表现的较为重要( 11/

58)。
[ 23]
结合上面的分析作者认为国际承包商在中

国承包项目时而需要尽可能选择项目所在地的承包

商来进行合作。

3. 分包商与供货商

分包商受雇于承包商并分担了承包商的部分风

险,但如果分包商选择不力则可能适得其反。目前中

国建筑承包企业中直接从事一线施工的职工越来越

少, 一般都是由承包商组织项目管理班子然后将施

工任务进行劳务分包,由此在中国出现了众多的劳

务分包商。而当前中国劳务分包商的人员素质参差

不齐,并且多以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劳力为主,很多

并没有经过专业的技术培训。劳务分包商的管理人

员一般文化程度也较低, 因此,分包商的管理及技术

水平就较低。访谈中很多承包商提到了目前的劳务

分包单位时常会出现内部的劳资纠纷, 特别是包工

头克扣或拖欠劳务人员的工资,从而使怠工和误工

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劳务人员的流动性也较大。这

些都给项目的顺利进行造成了很大影响。同时承包

商也不否认由于业主拖欠工程款现象的存在导致很

多承包商不能对分包商及时支付工程款,由此很多

工人的报酬就受到影响并最终影响项目的顺利实

施。分包商成为重要风险来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业

主时常会因为不信任承包商自己选择的劳务分包商

而给承包商施压, 让其接受由业主指定的劳务分包

商,因此, 承包商就很难对劳务分包商的能力进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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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风险随之加大。

供货商所供货物质量出现问题的风险重要性从

表 2可见也较高,位列第 15。这是因为质量问题不

但有可能导致工期延误,更为严重的是将导致质量

安全事故。中国目前施工原材料丰富,材料的供货期

限一般能够得到保证, 因此,有关货物延迟到达施工

现场的风险较低, 而材料的质量却较容易出现问题。

同时资源的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供大于求现

象的出现,很多供货商为了抢占市场不得不压低价

格并同意承包商拖欠货款,由此导致很多材料的质

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中国建筑材料市场中的假冒

伪劣产品时常让承包商防不胜防。中国有关建材质

量问题导致的“豆腐渣”工程事故时有发生, 也为社

会所广泛关注。因此,作者建议承包商应该同有良好

信誉的供货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从而降低此类

风险。涉及合作的其他各方,诸如监理工程师以及设

计单位给承包商带来的风险从表 2可见在中国市场

上被广大的承包商认为重要性较低。

4. 其他风险事件

在此本文就其他一些在本次调查中发现的较特

殊风险事件进行阐述。总体而言施工阶段各风险事

件在承包商看来风险重要性较低。但此方面目前在

中国市场中比较突出的重要风险事件是有关噪音、

环境等限制措施对施工的影响, 其原因是目前中国

大量的建筑项目都在城市中进行, 噪音污染涉及到

四周居住者的利益, 同时有些特殊情况也会影响施

工的正常进行。访谈中有人员提到其参与的某项目,

其工地地处闹市, 在每年 7月中国高考之前,该市为

了保证考生的复习限制了其夜间施工时间, 但这一

规定和有关渣土运输只能在夜间进行的规定相矛

盾,这一项目未曾考虑的风险便对项目的工期造成

了影响。因此对于在城市中心或居民汇聚的地方承

包项目的施工企业而言必需充分考虑城市有关环境

限制措施对顺利完成项目所带来的风险。

向有关各方索赔也被视为重要性较高的风险。

随着引入发达国家的项目管理体制以及世界银行项

目在中国境内的开展, 中国承包商逐渐认识到了索

赔对于项目顺利执行的重要性。但就目前而言, 由于

中国建筑业市场及管理体制转型时间并不很长,旧

有体制下的一些做法还在深刻地影响着目前的建筑

市场,因此,索赔在国内项目中执行的并不规范和全

面。除非出现较大的事故影响施工,目前中国工程项

目中项目参与各方很少通过有利的证据和正常的途

径来相互进行索赔。

至于保险, 受访人员反映在中国保险公司投保

时时常遇到的问题是投保易理赔难, 且工程保险的

险种非常有限。在中国,保险业并不发达并且人们对

于保险的认识都较为肤浅, 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目

前工程项目投保额还非常有限,因此,保险理赔困难

这一风险事件的重要性在承包企业看来就较低。但

随着中国加入 WTO, 海外保险公司将进入中国市

场, 可以预见工程保险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必然会

引起更多承包商的重视。

对于文化差异而言, 虽然中国幅员辽阔, 但很多

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还是相同的,所以,中国承包

商认为在国内开拓市场时此类风险重要性较低。虽

然 L. Y. Shen的研究( problems asso ciate w ith cul-

ture dif ference, 43/ 58)
[ 24]
和 B. Li的研究( different

social , cultur e, and religious backg round 22/

25) [ 25]都表明文化差异对国际承包商而言也不是非

常重要的风险事件,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人民通常

都由于历史原因而具有较强烈的自尊意识,有许多

独特的习惯,因此,尊重项目所在国的文化习惯可以

使国际承包商和当地的政府及分包商建立起更好的

合作关系。作者认为国际承包商进入中国建筑市场

时也需对此类风险加以重视。

四、结　　论

中国承包商目前面对的最重要风险主要来源于

业主,市场竞争激烈而导致承包商垫资承包现象严

重,业主由此掌握项目进行中现金处置的主动权, 在

双方产生争议时, 业主拖欠承包商工程款的现象十

分普遍,由此给承包商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此, 对

于中国及国际承包商而言,虽然中国建筑市场巨大,

但在这个大市场中选择有良好信誉及现金支付能力

的业主十分重要。业主在某些时候对工期的不合理

要求也被中国众多承包商认为是重要风险事件。

涉及项目外部微观环境方面的风险事件非常值

得重视。对中国承包商而言,招投标缺乏公平竞争环

境, 中国境内各省及直辖市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等

风险对于承包商开拓非公司常驻地的建筑市场是很

不利的。建议国际承包商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承担

项目时应尽可能寻找项目所在地的合格承包商。政

府有关部门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审批的低效率也被中

国承包商认为是重要的风险事件,在以往的研究中

这一重要风险事件也被国际承包商所认可。由于中

国大的承包商多为国有企业, 有时在承包项目时会

受政府部门的干涉, 这也被承包商认为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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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在分包商及材料供应商方面需要十分注意劳务

分包商的施工及管理能力,而材料供应目前在中国

市场中最需重视的是质量。

通过本次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在中国建筑市场涉

及监理、设计单位等方面风险事件在中国承包商看

来重要性普遍较低;影响承包商的政治、社会状况稳

定,通货膨胀等导致物价波动的风险也较低。同时考

虑到中国加入WT O 后能使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

更高, 中国建筑市场大的政治及经济环境是有利于

中国及国际承包商获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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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 es and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adopts an impo rtance evaluat ion index

and makes an importance evaluat ion of v arious risks encountered by Chinese contractors w hen contract ing

fo r projects in Chinese mar kets. T his paper also makes compar isons betw een and analyse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related available invest ig at ion r esults. T he Cox-stuar t t rend increase test method is appl ied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 results indicat ing that the var iance co rresponding to the importance index value

tends to increase as the risk event importance decreases. This tendency show s that those investig ated tend

tow ards unanim ity in terms o f higher impo rtance risk events.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reliability of

the questionnaires by means of Cronbach's Alpha Coeff icient . The research show s that the main risk cur-

rent ly encountered by Chinese contracto rs in domest ic mar kets includes ow ner 's irregular behavior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 's interference in const ruct ion markets.

Key Words: Chinese contr actors; Chinese constr uct ion market ; r isk event ident if ication; risk event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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