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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 （Ronald Coase） 最早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阿

罗、张五常[1]、威廉姆森[2]（O.E.Willamson）等则进一步丰富

了交易成本理论。根据威廉姆森对交易成本的划分，招投

标活动中发生的成本属于事前交易成本。在目前采用的

工程造价结构中，招标成本和投标成本都没有费率的确

定方法。因此从实践来看，确定招投标成本率非常必要。目

前对招投标的研究焦点大多集中在投标策略的选择 [3][4][5]、

招标方式的选择[6][7][8]、如何有效保证招投标过程的公平公

正[9]、如何完善招投标制度[10]等几个方面，而对于招投标成

本的研究较少；只有极少数学者对招投标成本进行了探

索，如郑宇[11]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国内建设工程招投标的社

会成本进行了研究，张莹[12][13][14]对招投标机制进行了全面

的经济学分析，徐东明[15] 等人从法律法规、信用等方面对

招投标的交易成本进行了分析；但均未完整反应出招投

标成本。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有必要完善招投

标阶段的成本体系，建立招投标成本率模型。

本文假设招投标成本率和造价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采用市场研究和归纳分析法归纳出施工招标成本、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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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成本、施工投标成本、监理投标成本的计量模型，然后

进行成本率模型的分析，利用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建立

建设项目招投标成本率模型，并以 2007 年重庆市平均建

设项目造价[16]为例计算其招投标成本和成本率。

1 定义及内涵

建设项目公开招投标成本率是指在建设项目招投标

阶段，各参与项目招投标的主体按照招投标法规定的招

投标程序[17]进行招投标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与工程

项目造价之间的比率关系。公开招投标制度是一种降低

交易费用的良好模式，被广泛地应用在工程领域。在建设

项目公开招投标中招投标人均要承担交易成本，招标成本

是指招标阶段招标人完成招标活动发生的成本，投标成本

是指该阶段投标人在获取投标信息、调研、编制标书等一

系列程序中发生的成本。本文研究的主体主要是指招标

企业和投标企业。研究的成本对象是显性成本，不包括隐

性成本，如灰色的寻租成本等。

2 市场调研

本文采用抽样调研方法，对重庆市招投标市场进行

了调查。调查的地域范围包括主城区、郊区和县，调查对

象区分为业主单位、总包施工单位、分包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调研的主要形式为市场问卷和电话咨询，其中问

卷发放采用电子问卷方式，共发出问卷 270 份，回收 197

份，有效率为 73%。电话咨询采用德尔菲法[18]和帕累托法

[19]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内容主要是招投标成本构成的影

响因素、流标率、项目参加投标企业数量、项目招投标成

本率可接受误差范围，调查对象是重庆市招投标交易中

心和重庆市 5 家招标代理机构，其数据选用这几家单位

数据的均值。

3 招投标阶段成本率模型

3.1 招投标阶段成本率模型的构建

根据以上定义，结合专家咨询，假设招投标阶段建设

项目成本与工程项目造价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20] 如公式

（1）。

Y=F（x）=f1（x）+f2（x）+f3（x）+f4（x）+…+fi（x）+…+fn（x）+β （1）

Y—招投标阶段建设项目成本；

x—工程项目造价，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工程价格，而

是在招投标过程中人们习惯性使用的项目中标价格，是工

程价格的预估。

F（x）—招投标阶段工程项目的成本与项目造价之间

的函数表达式；由于影响该阶段成本的因素较多 [21]，该函

数关系可以从多种角度来建立，本文选取的是招投标主

体的角度。

β—影响项目招投标阶段成本的其他因素，如效率成

本。

i—项目招投标阶段参与招投标活动的主体，如施工

招标人、监理招标人、施工投标人、监理投标人、设备投标

人、材料投标人等；限于篇幅，同时考虑到主要是前四者影

响该阶段成本，所以仅研究前四者对该阶段成本率的影响。

fi（x）—工程项目招投标阶段第 i 个主体成本与工程

造价的函数表达式。

因此，以上函数关系可以简化为公式（2）：

Y=f1（x）+f2（x）+f3（x）+f4（x）+β （2）

3.2 招投标成本计量

根据招投标成本计量模型的假设，结合德尔菲法和

帕累托法则，对重庆市实例进行分析，三轮后得出影响招

投标成本的主要因素见表 1。市场问卷调查共回收 41 个

项目施工招标有效数据，平均造价为 1782 万元，每个项目

平均有 6.4 家企业参加投标，平均施工招标流标率 3.3%，

平均施工招标成本为 47413 元；回收 18 个监理招标有效

数据，平均项目造价为 1847 万元，每个项目平均有 8.6 家

企业参加投标，平均监理招标流标率 3.1%，平均监理招标

成本为 8506 元；回收 112 个施工投标有效数据，平均造价

为1907 万元；回收 20 个监理投标有效数据，平均项目造

价为 1907 万元，平均每个监理企业投标成本为 3405 元，

其计算模型如表 1。

4 项目招投标成本率模型分析

根据成本模型，结合重庆市招投标市场调研数据，对

项目招投标成本率模型分析如下。

4.1 施工招标成本率模型分析

调查共回收 41 个数据，考虑到样本数量不大，选用W

法正态检验，结果显示在 α=0.05 水准上接受 H0，该资料服从

正态分布。选用前面 39 个数据进行分析，另外 2 个数据用来

检验，对 39 个项目的成本率与工程项目造价利用 SPSS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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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施工招标成本率与造价函数关系拟合图

表1 建设项目招投标成本计量模型———以重庆市招投标市场为例

名称 影响因素 计量模型 计算结论

一、施工招标成本[22] C招=Czz+Cwj+Cxx+Czj+Cgf+Clb+Cqt 47413元

组织成本Czz 招标人数r、人员报酬[23]s、招标时间t、办公费Cbg等 Czz=∑r×s×t+∑Cbg

文件编制成本Cwj
项目造价Cz、标底编制费率i、文件份数、人员数、招标文件制作费

用、销售费用s、投标企业数量

Cwj=Cbd+C其他 文 件 费－S
Cbd=CZ×i
C其他 文 件 费=C招 标 文 书+C劳 务+C其 他

信息成本[24]Cxx 媒体类型、时间t、单位时间广告费Cj、调研人数、调研时间、报酬 Cxx=Cmt+Cdy Cmt =
n

j = 1
∑tj×Cj

专家费[25]Czj 专家数量r、专家日工资报酬w Czj =∑r×w

规费[26]Cgf 工程造价、服务费率i Cgf =CZ×i

其他成本Cqt 代理费[27]Cdl、零星费用C零 星 Cqt=Cdl+C零星

流标损失成本Clb 流标率i Clb=(Czz+Cwj+Cxx+Czj+Cgf+Cqt)×i

二、监理招标成本模型 C招=Czz+Cwj+Cxx+Czj+Clb+Cqt 8506元

三、施工投标成本[28] C投=Cxx+Cgf+Czz+Cwj+Cbz+Clb+Cqt 18131.68元

组织成本Czz 投标人数r、人均增加报酬s、投标时间t、办公费Cbg Czz=∑r×s×t+∑Cbg

文件编制成本Cwj 造价、经济标编制费率i、文件份数、投标文件制作费用C其 他

Cwj=Cjj+C其他 文 件 费

C其他 文 件 费=C投 标 文 书+C劳 务+C其 他

信息成本Cxx 媒体类型、获取信息成本、调研人数、调研时间、调研报酬 Cxx=Chh+Cdy

保证金利息成本Cbz 保证金数额M、时间t、利息率i Cbz=M×t×i

规费Cgf 工程造价、规定费率i、中标率λ Cgf=CZ×t×λ

其他成本Cqt 零星费用 Cqt= C零星

流标损失成本Clb 流标率i Clb=(Cxx+Cgf+Czz+Cwj+Cbz+Clb+Cqt)×i

四、监理投标成本模型 C投=Cxx+Czz+Cwj+Cbz+Clb+Cqt 3405元

行多种曲线函数回归拟合，经修正后 R2 和方差分析表中 F

值以及 F 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 Sig.的检验，幂函数最优，其

经修正后的 R2=0.895，F=317.661，Sig.=0.000＜0.05，可见 x 和 y

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幂函数关系，如图 1。

其函数关系为：

f1（x）=0.067x－0.416 （3）

为进一步检验拟合函数的准确性，结合专家咨询意

见，选两个案例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 2，检验结果小于专

家调查法中确定的项目招投标成本率可接受误差率 5%，

检验结果满意，误差较小，因此该函数关系可以接受。

4.2 监理招标成本率模型分析

由于监理招标成本率模型与施工招标成本率模型分

析类似，不赘述。共回收 18 个监理招标企业数据，经SPSS

回归拟合，幂函数最优。

其函数关系为：

f2（x）=0.021x－0.499 （4）

4.3 施工投标成本率模型分析

调查回收 112 个投标企业的有效数据，选用 W 法正

态检验，结果显示在 α=0.05 水准上接受 H0，该资料服从

正态分布。分析选用 109 个项目数据利用 SPSS 进行回归

拟合，经修正后 R2 和方差分析表中 F 值以及 F 统计量的

显著性概率 Sig.的检验，幂函数最优，其经修正后的 R2=

0.93，F=1425.93，Sig.=0.000＜0.05，x 和 y 之间存在高度显

著的幂函数关系，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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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重庆市建设项目平均招投标成本及成本率分析表

招投标费率

项 目
项目造价

（万元）

招标人 施工投标人 监理投标人
小计

招标费率 每个企业投标费率 每个项目投标费率 每个企业投标费率 每个项目投标费率

施工招投标 1358.612 0.3332% 0.1092% 0.6989% 1.0321%

监理招投标 0.0574% 0.0234% 0.2012% 0.2586%

合 计 0.3906% 0.1092% 0.6989% 0.0234% 0.2012% 1.2907%

招投标成本(万元)

监理招投标 0.7798 0.3179 2.7341 3.5139

合 计 5.3067 1.4836 9.4951 0.3179 2.7341 17.5359

招标费 每个企业投标费 每个项目投标费 每个企业投标费 每个项目投标费 小计

施工招投标 4.5269 1.4836 9.4951 14.0220

表2 施工招标成本率检验表

项目代号 造价（万元） 实际招标费率 预测招标费率 误差

项目40 1735 0.310% 0.301% -2.82%

项目41 2570 0.266% 0.259% -2.51%

表 3 施工投标成本率检验表

项目代号 造价（万元） 实际投标费率 预测招标费率 误差

项目 112 2570 0.090% 0.0922% 2.32%

项目 110 1580 0.105% 0.107% 1.60%
项目 111 1735 0.100% 0.104% 4.49%

其函数关系为：

f3（x）=0.01x－0.307 （5）

然后选用三个案例进行检验，其结果显示实测值与

预测值之间的误差均小于 5%，如表 3。

经调查重庆市招投标市场平均每个建设项目有 6.4 家施

工企业参与竞标，即 n 为 6.4，以上函数可以进一步表达为：

f3（x）=6.4×0.01x－0.307 （6）

4.4 监理投标企业成本率模型分析

由于监理投标成本率模型与施工投标成本率模型分

析雷同，不赘述。共回收 18 个监理投标企业数据，经SPSS

回归拟合，幂函数最优。

其函数关系为：

f4（x）=8.6×0.022x－0.63 （7）

4.5 项目招投标成本率模型分析

（1）项目招投标成本率模型分析

根据前文招投标阶段成本率模型的假设，结合市场

调查分析，整合公式（1）-（7），重庆市工程项目招投标阶段

的成本可以描述为：

Y=0.067x－0.416+0.021x－0.499+6.4×0.01x－0.307+8.6×

0.022x－0.63 （8）

根据式（3）-（7）可以预测目前重庆市建设项目（平均

造价为 1358.612 万元）的招投标成本及成本率，如表 4。

（2）β 的讨论

由于以上函数没有反应出全部成本，需要在函数中

增加一个 β 值，表示上述函数关系未能反映出来的成本，

图2 施工投标成本率与造价函数关系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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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人员专业素质、招投标经验等对成本的影响。

5 结 论

本文从建设项目招投标几个主要参与主体的角度出

发，分别建立了招标人施工招标成本、监理招标成本、施工

投标成本、监理投标成本的计量模型和成本率模型，并以

重庆市招投标市场为例分析了建设项目招投标成本率模

型的应用。根据分析，平均造价为 1358.612 万元的项目招

投标成本率为 1.2907%，招投标成本为 17.5359 万元。可见，

在目前企业利润率较低的情况下，企业招投标成本是很高

的，因此降低企业招投标成本是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的一

个重要工作。降低公开招投标交易成本的一个值得探索的

思路就是加强网络采购[29]建设，采用电子招投标[30]，增强交

易的公开性，降低企业招标成本，同时投标人也可以通过

网络共享降低投标费用。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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