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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project depart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unit carried out the internal contract, the
project department undertook most the of management work, such as unit cost control, etc. The
construction unit only undertakes the simple labor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there was a serious waste of construction resources. In order to save the construction cost and avoid the waste
of resources, the project depart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unit were organized to implement the
internal contract management mod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anagement mode in
the second, third sections of the Harbin-Shenyang Line, the whole crew and the crew members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interest, which not only have interest driving, but also hav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which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extensive management and low efficiency of the former construction unit and reduce the cost of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The management mode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effect of management. The effect promotes the meticulous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and realizes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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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项目部与施工机组实施内部承包之前，项目部承担了机组成本管控等大部分管理工作，施工机组只承
担了简单的劳务作业管理，存在施工资源浪费严重的情况。为了节约项目施工成本，避免资源浪费，组
织实施了项目部与施工机组的内部承包管理模式。通过在哈沈线第二、三标段项目中实施该种管理模式，
使得施工机组及机组全员都成为利益主体，既有利益驱动，又有制度约束，很好地解决了以往施工机组
管理粗放、效率低下的问题，有效降低了施工成本。该管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管控效果，推进了项目精
细化管理，实现了项目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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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国内外油气需求增速放缓，成品油产能过剩加剧，天然气需求增速放
缓，国内市场开放进程加快，外资、民资、民营、社会资本加速进入油气领域，造成国内外油气管道施
工市场主体和资源日趋多元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工程造价逐年降低，利润空间逐渐缩小。在严峻的
市场发展形势下，必须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夯实基础管理水平，走管理创效型发展之路。

2. 实施背景与理论依据
2.1. 实施背景
从 2004 年开始，实施项目部和施工机组两层分离，到 2008 年在西气东输二线西段项目实施“小项
目部、大机组”模式，再到 2011 年在广南支干线项目初步实施项目部与施工机组内部承包管理模式。明
确了项目部与施工机组的内部承包管理模式，以施工机组作为成本核算单元，引入相应约束和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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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广南支干线项目按照《工程项目内部承包指导意见》试点实施，经过近 2 年的项目运行、经验总结，
已取得预期效果。

2.2. 理论依据
威廉姆森[1]认为企业内部市场化是降低总成本的一种机制，不论是内部合同制，还是内部成本核算
等其他方式，都是内部市场化管理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
普特曼等[2]指出企业和市场是 2 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资源的配置并不完全依赖于市场
价格机制，企业内部行政命令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市场价格机制在配置资源时要产生交易费用，
而企业内部行政命令在配置资源时也要产生管理费用。当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在不相等时，可以相互替
代、相互制约。
通过内部承包管理机制，使得各施工机组及机组全员都成为内部市场的竞争主体、利益主体，将生
产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既有利益驱动，又有制度约束。

3. 主要内容及实施流程
3.1. 承包方式的选择
内部承包方式分为施工任务承包(包工程造价)、施工成本承包(包直接工程费)、劳务作业承包(包人工
费) 3 种方式。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可分别选择不同的内部承包方式。以施工成本承包方式为例，是由项
目部根据目标成本核定施工机组承包成本费用总额。人工费中的工资、劳务费、施工补助、交通补贴等
按月发放，奖金发放额度和时间由项目部(发包单位)和施工机组(承包单位)在协议书中约定。在协议书中
约定的施工任务完工后，项目部对施工机组进行全面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施工机组盈亏金额，按
规定的奖惩比例予以兑现。承包价格由项目部与施工机组共同依据单项工程、单位工程预计成本和计划
分包施工量进行测算。

3.2. 考核兑现
1) 施工机组根据施工计划自行安排人员配置，物资采购是根据计划由项目部统一采购、发料，设备
配置是按施工机组计划由项目部统一租赁。项目部与施工机组严格控制施工成本，按月进行成本统计、
分析、预警以及问题解决。
2) 施工机组完成全部的承包工作量后，项目部应对施工机组的实际成本进行核算，并与承包成本进
行对比，若超出承包成本，按超出比例扣罚预留奖金总额的 20%；若有结余，按成本结余部分的 30%给
予施工机组奖金奖励。

4. 实施效果
通过管理模式持续地提升与深化，形成了内部承包与多种管理政策相结合的管理机制，有效地控制
成本，充分调动机组参与管理的积极性。
项目部与施工机组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后，各个施工机组先后制定各自的《焊接机组承包政策》、
《责任状》、《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评先选优基本原则》等管理办法，将上述管理办法成功地应用
于各自承包段的实际生产中，调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提高了机组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经过实践证明，在哈沈项目实施内部承包后，施工质量、安全及进度全线第一，实现了经济效益和
工作效率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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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5.1. 存在问题
1) 成本控制力量相对薄弱，影响内部承包制度实行。目前，由于承包单位经验不足，造成成本核算
及分析工作不到位，影响其控制成本力度。
2) 各施工机组对制度学习不足，影响内部承包的落实，削减了其管控效果。

5.2. 改进措施
1) 进一步加大内部承包管理模式宣贯力度，让每一名员工都认识到公司实行内部承包是为了降低项
目施工成本，增加参建员工的实际收入，使企业和员工达到双赢目的。
2) 继续定期组织管理人员对内部承包制度、成本核算进行学习和交流，并指导施工机组进行成本核
算。
3) 对各个内部承包成果进行总结、提炼，最终形成标准、规范，在公司全面推广，提升公司整体管
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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