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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ge construction projects were contracted by Chinese Contractor, the large-scale outbreak
COVID-19 worldwide within short time caused serious influence to overseas project contracting
enterprises, mainly in staff stuck, the goods shipped out of control, construction, project cost
breakdown, etc., greatly increasing the risk of the enterprise contract performance. And the epidemic event conforms to unforeseeable, unavoidable and unovercome force majeure definitions.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it is very necessary for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tractors to discuss the cost and time impacted claim strategies, so as to reduce the
project execution losses and risks, and have a deep concern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overseas project contractors.

Keywords
Claim Management, Project Contracting, International Project

文章引用: 姚猛. 新冠疫情下国际工程承包商索赔管理及行业发展展望[J]. 石油天然气学报, 2020, 42(2): 162-165.
DOI: 10.12677/jogt.2020.422029

新冠疫情下国际工程承包商索赔管理及行业发展展望

新冠疫情下国际工程承包商索赔管理及行业发
展展望
姚

猛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河北 廊坊

收稿日期：2020年3月27日；录用日期：2020年4月30日；发布日期：2020年6月15日

摘

要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体量巨大，新冠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蔓延对我国海外工程承包企业
造成了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员物资发运受阻、项目成本失控、施工不畅等方面，极大的增加了企业
合同履约风险，且此次疫情符合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定义。为此，在建国际
工程承包商在疫情背景下，十分有必要进行费用和工期索赔策略探讨，以降低项目执行损失和风险，以
及对海外工程承包企业转型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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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称“PHEIC”)，在短短 3 个月内，疫情扩
散至全球 114 个国家，感染人数累计超过 150 万人，面对严峻的疫情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
取交通管制措施限制疫情严重的国家人员入境以及物资贸易往来，甚至相关政府出台临时性应急文件来
抑制疫情传播，一些措施和规定阻碍了我国海外工程承包企业合同履约。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导致对项
目执行成本和工期的影响较难量化评估。因而，新冠疫情下的索赔策略是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商必须进行
思考和应对的问题。
由于此次疫情发展形势不明朗，且后续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依旧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作为国际工
程承包大国，疫情将对我国工程承包企业造成巨大冲击，将从各方面逼迫企业进行施工模式迭代转型，
研究国际工程承包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能指导国际承包商企业早做应对。

2. 新冠疫情不可抗力法律适用
国际工程项目中普遍依据菲迪克范本合同(FIDIC)作为业主和承包商双方履约基础，其中不可抗力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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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最早在 1999 版中就被使用，但在随后合同范本中使用特殊事件取代了不可抗力，总体上讲效果一致。
根据 FIDIC 银皮书在第 19 条款规定，“不可抗力”系指特殊事件或情况，其内涵定义为：a 超出一方可
控；b 签订合同前，无法合理防范；c 发生后，该方无法合理避免或者克服；d 不能主要归因于对方，其
中必须同时具备上述四种条件才具备符合不可抗力的定义。此外，FIDIC 还列出一个未尽清单(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i 战争、敌对行为、入侵、外敌行为；ii 叛乱、恐怖主义、革命、暴动、军事政变或篡
夺政权或内战；iii 承包商人员或其分包商其他雇员以外人员的骚动、喧闹、混乱、罢工或停工；iv 军火、
爆炸品、电离辐射或放射性污染，但可能因承包商使用此类军火、炸药、辐射或放射性引起的除外；v
自然灾害，例如地震、飓风、台风或火山活动。虽然新冠疫情不在未尽清单内，但新冠疫情同时满足不
可抗力的四种条件，承包商可依据不可抗力定义进行免责和索赔主张，考虑到项目合同的差异性，具体
实施时，要仔细专研合同不可抗力条款，结合项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8]。

3. 新冠疫情影响与在建工程承包商索赔策略
近年来，由于国际工程承包行业炙热化竞争，流行着“中标靠低价、盈利靠索赔”的尴尬局面，这
一方面说明企业在项目执行中利润低薄、成本风险高企，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国际工程中索赔管理的重要
性。鉴于新冠疫情高传染性，全球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管制措施，对海外处于执行过程中的
施工工程承包单位的员工外派、物资供应、人员进场施工造成巨大障碍，将导致项目执行面临风险加剧，
但又不同于以往项目索赔，新冠疫情不可预见、短期无法控制、不确定性本质给索赔工作变得困难，主
要表现在工期索赔无法有效予以计量；费用索赔涉及面宽泛、隐晦，举证复杂。为此，在建施工工程承
包商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需要升级索赔管理，成立疫情索赔小组以应对此次新冠疫情的重大突发事件，
做好较长一段时间内索赔心里准备，并注重以不可抗力为据进行新冠疫情索赔时要讲究策略和技巧。
首先，在建工程承包商进行索赔的核心目的是取得经济和工期的补偿，而不是制造冲突和矛盾，鉴
于新冠疫情影响的特殊性，即构成不可抗力的索赔定义，但大多数国际工程影响程度不至于停工甚至终
止合同，只构成一系列触发事件，承包商应坚持在风险可控的情形下“项目优先”原则，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行使合同终止权，合同终止不仅意味着承包商项目流失，业主也需从新招投标来实施项目，耗费时
间和成本预算风险更高，这种双输的结局双方都不愿意面对。因此作为承包商需要积极主动与业主沟通，
在周会、月会等例行会议中或与业主合同、进度主管部门负责人恰当阐述当前疫情所照成的影响，在感
情上博取业主同情，为接下来索赔做好铺垫。
其次，细致研读合同条款，梳理新冠疫情索赔流程和思路，通常情况下在 14 天内发出构成新冠疫情
不可抗力事件的通知，书面概括疫情对合同履行遭受得阻碍的情况，特别需要表明承包商针对事件所做
出的努力应对策略和方案。因为 FIDIC 合同根本精神是契约精神，当事人一旦签约，就要做到有约必守，
原则上不因任何事件的发生而免除和减轻合同义务，双方无论盈亏(甚至赔大钱)，都要去认真履约。即便
遇到阻碍，也应尽到减损义务，因此书面说明所作的减损努力是不可或缺的合作态度。
在随后 14 天内发出索赔通知，说明疫情导致索赔事件的发生。此前的疫情不可抗力通知是主张减免
违约责任的条件，索赔通知是为后面索赔费用和工期的充分条件，这 2 个通知都必须按约定时间内发出，
缺一不可。且在索赔通知发出后的 18 天内提交详细客观的索赔报告，其中应包含索赔依据、EOT 和所产
生费用的支撑材料。由于疫情还处于发展动态阶段，各国对疫情防控措施也在实时变化。对于 EOT 计算
是疫情索赔难点，为此，应在业主和承包商双方认可的计划和资源配置上进行延误分析，主要从物流受
限、施工生产受阻、人员动迁政策变动三方面着手分析。例如，尽快与关键供货商逐一确认设备制造进
展情况以及发运计划，施工现场因疫情影响造成台班人员数量限制或需额外进入许可办理造成人力资源
受限，国内关键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工人动迁困难照成资源紧张，根据上述事件结合计划中各项任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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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结果，当任务在关键路径上，直接计算 EOT，非关键路径上，对比任务总浮时进行判断。
再则在进行疫情费用索赔时，由于疫情将会在多个方面对项目造成影响，涉及到现场人员窝工费、
设备闲置费、管理费、材料价格、清关费、动撤迁费、复工费、HSE 额外费用等。且国际工程各项目合
同条款、所处境况差异，在准备费用索赔报告时，建议咨询有国际项目索赔经验的专家或法律顾问，做
到索赔文件条理清晰、客观真实准确，表达用语斟酌考究，突显承包商项目管理专业性和信用。
最后，疫情索赔是一段艰巨的拉锯战，作为承包商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和冷静，成立以合同和控制
作为牵头部门的索赔小组，全员参与、主动配合，可加大对项目保险业务的咨询与投入，降低项目执行
风险，灵活应对，争取主动，丢芝麻捡西瓜，切记斤斤计较，保有余地。

4. 建设工程承包企业发展展望
新冠疫情突然来袭给国际工程承包商以警示，当前施工技术迭代更新加速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
行，国际工程承包商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困难局面和残酷淘汰竞争，伴随着我国人工成本的提高，以往
高劳动密集和会战式人海战术模式不再是企业优势，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远程化施工方式将是未
来海外项目工程大势所趋，承包企业应高度重视高端设计、咨询、管理业务的淬炼，提升企业技术壁垒，
并善于借用海外本土化资源，创造高附加值效益模式，拓宽发展之路。

5. 结束语
新冠疫情作为不可抗力索赔事件将在较长一段事件内对国际工程造成众多不利影响，以国际仲裁遵
循过错推定原理，在建工程承包商存在履约义务和风险，疫情索赔能保护承包商权益，针对此次新冠疫
情的特殊性，在建工程承包商需做长期索赔工作的准备与定期报告的出具，在原则允许条件下，在建工
程承包商要积极主动与业主沟通协商，争取业主对疫情索赔补偿的态度，注重索赔策略和技巧，尽可能
降低项目执行风险，获取双赢的商业解决方案，于疫情危机中补强短板、增强企业活力和品牌效应，为
海外业务的经营创造效益。
新冠疫情暴露出国际工程承包商的短板，过往施工模式不在适应于发展要求，劳动密集型施工模式
终将被机械化和自动化所取代，智能化和远程化可降低一线现场技术人员需求，高端服务业务、优质项
目管理以及商业运作将是未来承包商企业转变国际化赢利模式的焦点，承包商企业应早做规划，居安思
危，拓宽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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