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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建筑企业纷纷拓展海外工程市场，寻求新的发
展机会。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候，中国建筑企业应把握优势，制定清晰的国际化战略，找准市场定位；
同时加大学习能力，尽快了解国际规则以适应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要求；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进而制订
标准、树立品牌，在国际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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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going out” strategy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have been expanding overseas engineering market and seeking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he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Chines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should grasp the advantages, formulate a clea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ind the correct
market positioning;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the learning ability, as soon as possible to under文章引用: 王彤. 中国建筑业企业国际化拓展的战略建议[J]. 商业全球化, 2021, 9(2):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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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ject contracting
market; improve their own management level, then set standards, establish a br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o establish their own position.

Keywords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建筑企业一直致力于海外工程市场的探索和尝试，
希望在国际工程建筑市场开拓方面有所突破，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全球经济发生
了重要变化。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候，我们应把握优势，努力探索企业的国际化道路，通过战略、管
理和组织等方面的调整改进，开拓创新市场，提高管理水平，即“在发展中促转变”。
在寻求海外市场的发展的过程中，企业首先要明确方向，制定清晰的指导战略，同时加大学习培训
的力度，尽快了解国际规则以适应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要求，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进而制订标准树立品
牌，在国际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

2. 当前国际工程市场的形势
近些年国内和国际建筑工程市场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受疫情的影响国际建筑市场当前的
需求下降，国际建筑市场复苏将受到影响，总体份额在短期内难以期待大幅度攀升。另一方面，疫情大
概率会在 2021 年得到有效控制，全球范围内在疫情后改善民生，特别是大型城市公共交通和公共基础设
施的需求会得到恢复，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将为建筑业发展提供较长时期的增长的市场机会，新兴经
济快速增长国家，以东南亚国家为例，仍将保持较大的投资需求[1]。
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对外建筑工程业务主要集中于亚非等资源丰富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整体业务
规模超过总额的 80%以上。随着资源价格的大幅回升，大部分新兴国家经济将率先走出低谷。由于新兴
市场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以及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刚性需求，未来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和房建领域的投入
将会持续增加，许多国家近期出台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发展趋势，必将为我国
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
从投资领域来看 2013 年的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国际市场资金短缺的问题依旧，特别是私人投资的减
少，造成电力领域、加工制造领域、旅游地产等领域的投资减少，但此类项目仅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
务的 30%左右。而与此同时，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将会明显增加。一是刺激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
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刚性需求依然强烈，区域国际交通网络建设的需要、物流建设的需求强烈。二是
民生项目建设的刚性需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改善民生，城市化的进程在持续，这类项目占我国对外
承包工程业务的 50%以上[2]。
总体来看，2021 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长期看仍可保持平稳增长。预计 2021 年以后随着疫情得到控
制，国际经济形势好转，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行业将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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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些年中国建筑企业在国外市场的发展现状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经过近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不仅基础工程业务范围稳步扩大，目前已经占有
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特别是在南美、非洲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用设施建筑领域享有
盛誉[3]。在巩固我国建筑企业既有市场的同时，也在努力开拓如非洲和美洲等新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取
得了进展。欧洲和美洲中高端市场开拓成果渐丰，特别是东欧和拉美市场成果显著。随着国内外经济形
势的发展以及企业自身能力的提高，我国参与国际投标的企业就增加了 69 家，同比增长 28%同时，中国
企业在专业领域方面向多元化方向发展，高铁等轨道建设领域、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以及工业制造、
矿产资源和农业领域“走出去”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中国建筑企业出海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突出问题，制约着企业国际化发展。政府在政策方面虽然
支持力度很大，但从体系化、系统化、法制化和政策化方面看，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宏观层面缺位和
微观层面越位时有发生。中国金融体系跨国化的滞后和相关支持产业的国际化滞后，已成为企业跨国化
的主要瓶颈之一。
市场环境方面，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和建筑材料设备价格的提高以及人民币的升值，严重降低了我国
建筑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和利润空间。此外，一些国家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减免债务、提供贷款等方式大
力扶持本国建筑企业的国外业务，对我国建筑企业传统的成本优势形成挑战。
在企业层面上，主要体现在整合全球资源的系统化能力不强和人才不足。大部分中国企业现阶段的
跨国经营采取把国内中高端资源与东道国的低端结合起来的运营模式，中国企业在全球跨国和东道国资
源体系中没有树立信用和品牌。随着中国建筑企业陆续走向海外市场，国际工程承包领域的价格及品质
竞争态势已经非常激烈，中国企业之的一些劣势也凸显出来。部分企业通过恶意降低价格等手段争夺项
目，扰乱了市场正常的秩序。而且少数企业对按国际规则合规经营的认识不足，对我国企业的整体形象
造成了很大损害。因此，中国建筑企业在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上，还有很多难题要攻克。

4. 海外业务开拓的市场战略定位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企业发展，必须基于全球视角，根据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认真对待
和探索国际化发展战略，还需要确定自己的早期阶段的国际化战略目标和实施计划，未来发展的长期规
划，寻求合适的发展模式，找到准确的市场定位[4]。
在竞争战略方面，蓝海战略往往被视为国际一流建筑企业发展的基本战略。因为它可以避免传统细
分市场的正面竞争，从而超越传统的竞争战略模式，以更灵活的需求解决方案创造利润丰厚的新市场空
间。例如，在一些传统市场，如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招标，很难看到图国际顶级建筑施工企业，周围是很
多中国企业在与对方讨价还价，这是因为很多国际顶尖建筑公司战略已经放弃了传统的细分市场的一部
分，低利润的竞争发展创新的细分市场，如机器人项目，PMC 等等[5]。
我国少数较早开始从事国际工程承包的大型国有企业，在项目管理、工程技术等方面具备相当实力
和经验，有能力在高端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对于这样的企业，应该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向高端市场
进军。这种类型的业主是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多，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较高的预算，
但追求高质量的服务。这部分市场传统上被欧美建筑公司占据，而中国建筑公司由于管理水平较低，很
少进入。如果中国建筑企业能够在接受较低的预算的同时，提高管理水平，为业主提供高质量的工程服
务，就有可能打开另一个蓝海市场。这也是中国建筑企业开拓发达国家市场的一条可行之路。
对于更多的中国企业，总的来说海外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不乏在国内市场有一定地位和实力
的大企业，由于国际化战略起步晚，因此对国际市场方面的知识经验、人才储备与许多已发展几十年的
大公司相比处于劣势。对于这类有实力但缺乏经验的公司，尽管国际市场的空间非常大，但在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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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避开恶性竞争的局面，以发挥自身优势，并逐步积累经验。避免追求“大而全”的项目管理模式，
即项目周期的每个环节都要“全面”管理，这会对公司的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但不一定有利于利润水
平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考虑项目的管理和运营战略来分散风险，提高利润，如逐步退出传统的建筑
与薄的利润，大量资本占用和较高的风险，在项目前期工作和集中管理能源规划、项目操作，后续操作
和其他与丰富的利润。逐步降低业务在低端市场的比重，致力于成为“专业化”服务企业，探索如何整
合和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并以创新和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服务，创新市场领域，为客户
创造新的价值。同时，加快发企业融资能力，积极寻求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支持。

5. 利用中国的政策优势创造机会
近年来，国家对对外承包工程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各级政府都出台了具体的支持政策。
在此基础上，资金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2012 年投标(议标)项目属于国内出口信贷的 230 个，合
同金额共计 897.5 亿美元，使用国内信贷资金的项目数量占项目总金额的 8.8%，合同金额占项目总金额
的 23.2%，均高于 2011 年的 5.7%和 13.4%，表明国内金融机构对境外承包项目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
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外发展商或政府来中国寻求融资或合作机会。中国承包企
业应该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发展融资能力，参与项目融资阶段，有实力的企业也可以考虑投资，从而
获更高的收益回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及经济欠发达地区，深入挖掘客户需求重构形成的市场空间，利
用自身优势(如融资能力)为客户提供新的需求解决方案，从而有效实施蓝海战略。例如，我帮助一些外国
的中央或地方政府设计项目，包括筹集资金，很多项目由于资金紧张无法实施；或者帮助业主利用石油
等矿产资源作为抵押，以实现以前困难的项目延期付款等。
此外，充分调研，合理布局，有计划地开拓区域市场。
1) 亚洲地区市场
亚洲市场，特别是南亚和东南亚市场是我国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的主要市场之一。2006 年我国在
亚洲的新签合同金额达到了 235 亿美元。近些年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
新兴建筑企业如果想进入亚洲市场，首先应选择一个市场基础比较好的国家作为切入点，和其他已经在
这个国家有项目的企业取经，在站稳脚跟后再向其他周边国家辐射和渗透。同时，企业可以和我国驻外
机构合作，共同完成信息采集、整理和筛选任务，完成项目前期考察和商务框架谈判工作，而不是被动
的等着中介上门推销信息。
2) 非洲地区市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不发达地区，非洲具有极大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据初步统计，从 2015 年起，
非洲每年需要 200 亿美元以上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后期维护工程，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和南非等
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建筑业投资和需求增长非常快。
通过拓展国内建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业务范围，更多的参与合作项目，国内建筑企业不仅可以克
服施工承包利润较低、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的不利因素影响，而且能够适应国际工程承包的发展潮流，
充分利用我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有效提高我国建筑企业在国际建筑市场上的竞争力。

6.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建筑施工企业所面临的跨国经营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中国建筑企业致力
于拓展国际市场，应该正确处理风险问题，也不要胆怯，面对巨大的跨国经营风险，也不能对它漠不关
心。只有通过建立一个有利的位置，利用各种政策的优势，结合承包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内，
和制定对策，以避免转移，缓解或减少风险，项目的成功概率可以改进，以便更好更快地掌握商机，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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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国建筑施工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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