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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pipeline projects, internal contract managemen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internal contracting project manage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causes of internal contracting in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pipeline projects, puts forward the management mode of budget supervision, and obtains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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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油气管道项目的逐渐增多，内部承包管理逐渐成为总承包项目管理的重点和难点。总结了国际
油气管道项目中内部承包工作的主要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预算监督的管理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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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油气管道项目内部承包工作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新的项目成立以后，在 EPC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总承包的大框架下，单位的内部承
包由于管理制度约束、建设能力不相同等原因，往往不能顺利实现。根据以往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项目的经验，内部承包存在两方面问题：EPC 总承包商与内部承包体对承包工
程的价格不能达成共识，无法及时签订承包协议；EPC 总承包商与内部承包体顺利签署承包协议，但在
结算时，因内部管理原因，双方对认定的结算金额存在较大分歧。
经过分析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① 由于公司管理制度的原因，EPC 总承包商和各
承包体之间没有一个大的经营理念，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以至于协议价格迟迟未能达成一致，不能及
时签订协议，无法通过协议保障双方的权益，导致相互配合时有所顾虑；② 在工程进行过程中结算时，
总承包商和各承包体各自测算成本，总承包商为了实现预期利润，尽可能压减各承包体成本，将核算成
本控制在预算价格范围内，而各承包体为了获取更高利润，测算成本往往超过预算指标，造成双方对最
终结算金额产生较大分歧，无法按照协议执行相关条款[1]。

2. 预算管理在内部承包工作中的创新和应用
针对上述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EPC 总承包商通过采用预算管理机制来指导双方及时签订承包合
同，使得双方权益得到保障，以完成各自的绩效指标。预算指标管理机制该管理机制，首先由总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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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成本，形成计划，报送公司经营管理部审定后作为公司内部承包体签约合同的依据，同时，也作为
解决可能存在的双方结算金额争议的重要依据[2]。
在实际执行中，对于整个项目管理来说，不同阶段预算管理效果也不同：
1) 项目投标期。公司内部各承包体深入参与投标，了解投标项目具体情况，合理编制施工组织方案，
投标组统计整理各承包单位的成本和报价，经最终审核后作为内部承包协议的参考依据，通过与内部不
同承建主体方案和报价比较，更好地确定承建主体。
2) 项目前期。由于投标期的良好铺垫，能够更加顺利地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确定价格，约定总承包
商和各承包体在工程项目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明确质量、进度、HSE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征
地协调等重大事项；总承包商可以在有限的预算范围之内提出并确定内部承包单位，经公司相关部门审
核批准后，下达预算指标作为项目绩效考核和内部承包管理指标。目前，公司要求在项目中标后的一个
月内完成预算指标下达，同时督促签订内部承包协议。
3) 项目中期。总承包商结合成本计划，与项目发生的实际成本进行比对，分析各承包单位成本计划
的执行情况，确定各承包成本费用是否超支和盈余，对项目执行期间内部承包单位的费用控制起到监督
作用，通过及时地纠偏，避免以后可能造成的较大偏差。
4) 项目后期。对于项目全寿命周期管理来说，工程竣工后，项目后期评价工作显得尤为需要，其中
预算执行分析是重要内容。对项目预算分析可明确项目各承包单位对协议的执行情况及项目整体利润完
成情况。对投标价格、预算价格和实际发生成本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对前期报价的合理性进行客观总结
与评价，也是解决双方最终结算认定金额差异的依据。

3. 预算管理在内部承包工作中的应用成果
1) 国际油气管道项目预算管理在全周期项目管理中协调解决内部承包争议事宜，不仅能够有效控制
项目工期、确保工程质量、提高经营效益，而且有助于全面提升各单位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促进
公司健康有序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2) 预算管理是公司内部承包控制中全面预算管理运用的有效途径。根据权责相当的原则建立预算执
行责任制度，合理安排公司内部预算控制的权责关系。预算指标还应根据时段分解为年度指标，合理安
排预算期内各项预算指标在各个季度和各个月份的平衡与实施。预算指标分解后，应对照已确定的责任
指标，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相关部门及人员责任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对预算执行
的考核、对年终决算的考核、对效果评价的考核以及对落实奖惩的考核等。企业内部控制中的全面预算
管理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只有不断探索，才能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发展[3]。
3) 在应用和实践中，公司逐步确定了适应自身情况的内部承包管理原则，创新了 EPC 内部承包预算
监管方法，设立了预算监管组织机构，增强了公司经营管理风险识别能力和应对措施。
4) 通过预算监管的应用，扩大合作范围，提升综合管理实力，促进公司积极寻找外部资源，以整合
满足经营管理要求的设计、采办、施工和运行维护公司，从施工联合扩展到与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合作，
带动企业加入到全球化、国际化油气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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