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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isk matrix, a set of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risk of centralized purchasing material settlement are formulated, and the
normalizatio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mechanism and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re set up to ensure tha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all kinds of risks are in time and in place, and
the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bility in the company’s material settlement work will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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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风险矩阵的应用，制定一整套的集中采购物资结算风险防控策略和措施，并配套常态化信息收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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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预警机制等，确保对于各类风险的防控措施及时、到位，提高公司物资结算工作中的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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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面梳理整个合同履约以及供应链管理相关环节，充分与物资管理其他专业相协同，实现对电力企
业物资合同结算工作风险成因的标本兼治。通过建立风险关键指标预警机制，对结算业务风险指标进行
日常统计和监控，并通过预警指标实际绩效表现值来进行预警，有利于通过及时调整业务策略等措施有
效地规避风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技术手段固化管理策略，如信息系统自动清账、投运单和质保
单在线维护、保函有效期在线维护和预警等措施，全面规范和加强物资合同结算管理工作，提高公司物
资结算工作中的风险管控能力[1]。
参照公司物资合同结算管理要求和流程，结合调研访谈，梳理当前公司集中采购物资合同结算环节
存在的主要风险点。关注点不仅仅局限于合同结算的这一环节，而是将研究视角扩展至整个合同履约乃
至供应链管理的其他环节，充分与其他专业相协同，实现对风险成因的标本兼治[2]。对集中采购合同结
算及相关环节进行分析，详细梳理来自供应商、施工单位、项目建设单位、运行单位、项目管理部门、
物资部门、财务部门等各参与方的影响合同结算的风险。应用德尔菲法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影响，
并运用风险矩阵图，得出分析结论，建立物资结算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制定包含一系列
长效机制在内的风险应对策略和措施。

2. 建立物资结算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梳理当前公司集中采购物资合同结算环节存在的主要风险点，分析风险成因，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
性及影响，运用风险矩阵图，得出风险应对策略，为方案制定提供依据[3]。根据风险分析结论，建立物
资结算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具体包括日常信息维护收集机制、定期评估会议机制以及后评估机制。
(一) 日常信息维护收集机制：明确合同结算环节关键数据、合同结算前端(项目用款计划、合同签订、
物资收货、退换货、投运、质保等)环节关联数据、合同结算后端财务支付等环节关联数据收集手段、频
率、职责分工。
(二) 定期评估会议机制：明确风险定期评估会议召开频率、出席人员、会议材料、评估步骤。明确
风险定期评估会议召开频率、出席人员、会议材料、评估步骤，并建立风险后评估机制，借助日常收集
的信息，及时识别已发生的风险并对风险造成的影响进行事后的、量化的评估，为制定风险对策提供依
据。
每季度第三个月，由物资公司合同部牵头，项目建设单位/部门、运行部门、物资公司财务部、采购
部、供应部、质监部、供应商服务大厅参与，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会前评估准备及会议现场评估：
1) 会前评估准备
主要是集中采购物资结算风险识别及评估用支撑材料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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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集中采购物资结算日常信息维护收集机制建设方案》各自收集的风险信息，对照《集中采购
物资结算风险库》历史版本，识别当前仍然存在的各类风险；



根据收集的风险信息，对各类风险出现的频率及影响进行统计分析，为会议现场进行风险可能性评
估和风险影响评估提供依据；



梳理当前业务流程末端，结合当前实际，借助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调研访谈、案例分析等方法，
得出需要新增的风险类别，并加以详细描述；



针对新增的风险类别，尽可能地搜寻支撑性材料及典型案例，为会议现场进行风险可能性评估和风
险影响评估提供依据。
2) 会议现场评估
主要是确定集中采购物资结算风险评估标准、进行风险发生可能性和风险影响评估、初步提出建议

举措。


与会人员讨论风险发生可能性的评估标准，明确划分的等级、对应分值及相应的发生概率/频率范围；



专家根据收集的风险信息及会前评估准备材料，结合工作实际，评估风险发生的概率/频率；



与会人员讨论风险发生后造成的影响，明确影响因子及其评价标准、对应分值；如采用层次分析法，
还需要专家对影响因子进行比较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统计得出各影响因子的权重；如采用最大值法，
需准确判断最大影响因子的具体数值；



专家根据收集的风险信息及会前评估准备材料，结合工作实际，评估风险发生的影响因子值，并汇
总得出综合影响值；



与会人员应用风险矩阵，得出风险应对策略，并根据具体风险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防范措施。
(三) 后评估机制：借助日常收集的信息，及时识别已发生的风险并对风险造成的影响进行事后的、

量化的评估[4] [5]。


风险发生部门调查风险发生的起因及经过，确认风险影响范围，识别风险发生后造成损失的影响方
面；



风险发生部门计算风险发生后在相关影响方面的定量影响，如对关键指标影响值、经济损失金额等，
并保存完整记录，供定期评估会议引用；



风险发生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分析之前拟定的防范措施执行情况，结合本次风险的发生，进一步评
估之前拟定的防范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提出防范措施完善建议；



风险发生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防范措施，分析当前实施条件和实施路径，制定行动计划；



在行动计划执行过程中，定期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确保措施方案落地，并不断完善。

3. 建立物资结算风险防控体系
为了有效规避物资合同结算风险，针对梳理出的风险点，在建立物资结算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基础
上，进一步建立物资结算风险防控体系，完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督察机制、结算及相关业务标准化建
设及协调运作机制[6]。
(一) 风险预警机制：设计关键指标监控预警方案，明确指标计算规则，设置指标预警阀值，建立分
级预警机制；设计暂估物资比率、保函到期预警、到货满 10 个月项目未投运、三年以上应付款、质保金
未划拨专用账号等 9 项集中采购物资结算风险监控预警关键指标。
设计关键指标监控预警方案，明确指标计算规则，设置指标预警阀值，建立分级预警机制，为及时
识别风险及做出应对提供支持，确保对于各类风险的防控措施及时、到位，提高公司物资结算工作中的
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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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风险督察机制：针对管理中出现的涉及资金结算前期准备、过程执行中出现的风险点建立督察
机制，完善督察大纲，实现督察工作常态、长效管理；
针对集中采购物资结算管理中出现的涉及资金结算前期准备、过程执行中出现的风险点建立督察机
制，完善督察大纲，实现集中督察工作常态、长效管理，为集中采购物资结算风险识别和评估提供依据。
(三) 结算及相关业务标准化建设及协调运作机制：针对风险分析中发现的业务操作不规范、流转不
顺畅等风险成因，提出业务标准化操作及相关方协同运作水平提升的具体举措，明确了对合同结算及相
关环节业务操作要求及人员管理要求。
针对风险分析中发现的业务操作不规范、流转不顺畅等风险成因，提出业务标准化操作及相关方协
同运作水平提升的具体举措，加强公司物资结算工作中的风险管控能力，降低物资结算过程中的资金风
险，提高物资结算管理效率和效益。

4. 总结
研究成果将进一步规范集中采购物资的结算管理工作，加强物资结算工作中的风险管控能力，降低
物资结算过程中的资金风险，提高物资结算管理效率和效益，对将来集中采购物资结算风险防控体系新
的发展提供参考，确保对于各类风险的防控措施及时、到位，提高物资结算工作中的风险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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