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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工程总承包(EPC)是业主为实现项目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承发包方式。即从事

工程项目建设的单位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

和试运行的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为加快推进工程总承包模式发展，进一步提高工程总承包专业技术人员的理

论与技能水平，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认证中心决定开展工程总承包(EPC)

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评工作。为科学、规范地进行考评工作，我们组织了有

关专家，制定了《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评大纲》(以下简称

《大纲》)，现公布如下。

1.本《大纲》以规范、引领和提高现阶段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人员所需专

业知识目标，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的基础上，对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范围、技能要求和知识水平做了

明确规定。

2.《大纲》的制定参照了有关技术规程的要求，既保证了《大纲》体系的规范化，

又体现了以就业为导向、以就业技能为核心的特点，同时也使其具有根据行业发

展进行调整的灵活性和实用性，符合培训和考核的需要。

3.《大纲》将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分为三个级别，由高到低

依次为高级、中级和初级。

4.《大纲》内容包括专业概况、基本知识要求、考评要求和考评内容比重表四个

部分。

5.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试不属于职业资格类考试，通过考

试仅表明学员掌握了一定的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知识。

6.《大纲》是在各有关专家和相关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7.《大纲》（第 1 版）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发布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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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1.1 名称

工程总承包，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EPC)

1.2 定义

依据合同约定对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和试运行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

段的承包。

1.3 专业技术人员等级划分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现行等级划分为高级、中级、初级。

(注：高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等同于工程总承包(EPC)

项目经理)。

高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能够掌握专业化工程总承包技

术知识，并具备综合运用技术的能力，以及有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管理水平；中级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能够掌握一定的工程总承包专业技术知

识，并能够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专业化管理；初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

业技术人员能够掌握基本的工程总承包专业技术知识，具备初步的工程总承包项

目管理能力。

1.4 培训要求

1.4.1 培训时间

推荐课时数量：不少于 36 课时

1.4.2 培训教师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授课老师应具备高级职称，具有丰富的工程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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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EPC)项目管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

1.4.3 培训方式及要求

培训可采取线下或网络课程的方式进行。采用线上或线下培训时应具有和培

训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地。网络课程培训应具有专业的录播设备，确保录制课程

的质量。

1.5 考评要求

1.5.1 适用对象

土木工程、工程经济、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类等专业应(往)

届毕业生；从事工程基础施工、项目管理、预算管理、工程监理等工程建设各领

域人员和有志于从事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的各类人员。

1.5.2 申报条件

(1)初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且培训学时达标，可报名参加初级工程

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等级考试：

①中专以上学历；

②大专以上在读生(凭在籍证明)；

③土木工程，工程经济，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等建筑工程

类专业及计算机相关专业类大学在校生(含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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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且培训学时达标，可报名参加中级工程

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等级考试：

①大专或者大专以上学历；

②取得初级证书满二年；

③从事工程建设相关工作三年或三年以上；

④土木工程，工程经济，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等建筑工程

类专业及计算机相关专业类本科或本科学历以上在读生。

(3)高级全过程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凡遵纪守法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且培训学时达标，可报名参加高级工程

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等级考试：

①取得土木工程，工程经济，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造价，工程管理类本科

或本科以上学历或取得同等学历学位，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工作满二年；

②具备其他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工作满三年；

③取得过一个或以上工程建设相关行业职业资格类证书；

④从事五年以上工程建设相关行业工作；

⑤工程建设，工程管理，建设项目施工等相关行业管理层人员(需开具在职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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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考评形式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等级考试采取线上考试，考试信息

采用计算机考试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在线完成考生信息填报、考试、电子试卷管

理等工作。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等级考核评价分总分为 100 分，成绩均

不低于 60 分视为合格。其中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试科目以

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简答题组成。

1.5.4 考评系统

考试系统应具有人脸识别等防作弊功能。

1.5.5 考评时间

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等级考核评价实行统一大纲、统一命题、

统一组织的考试形式，原则上每年举行 4次考试，分别安排在 3月份、6月份、

9月份、12 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试

时间为 90 分钟，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经理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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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础知识要求

2.1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

(1)DBB 模式及其合同结构

(2)DBB 模式的特点

(3)DB 总承包模式

(4)EPC 总承包模式

(5)CM 模式

(6)PM 模式

(7)设计和施工总承包

(8)施工总承包模式

(9)EPC 工程总承包的主要内容

(10)工程项目全周期建设过程

2.2 EPC 总包商的融资策略与项目资金管理

(1)带资竞标要求 EPC 总包商具备强大的融资能力

(2)利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3)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4)项目资金管理模式

(5)项目资金管理的基本内容

2.3 EPC 工程总承包投标策略

(1)工程投标的理论基础

(2)工程招投标的一般程序

(3)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工作流程

(4)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资格预审

(5)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前期准备

(6)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关键决策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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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策略

(8)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报价的策略

2.4 EPC 工程总承包的商务谈判与合同管理

(1)商务谈判及商务谈判的基本模式

(2)商务谈判的策划与运作

(3)合同价格的确定

(4)合同条款的商务谈判

(5)发包人要求

(6)EPC 与 DBB 的风险分担

(7)FIDIC 合同条款

2.5 EPC 工程总承包的深化设计管理

(1)设计阶段的划分

(2)专业设计的版次管理

(3)设计与采购、施工的一体化

(4)工程总承包项目的设计范围

(5)初步设计和设计变更的管理

(6)深化设计的管理方法

(7)改进深化设计管理的建议

(8)深化设计实施流程

(9)施工图深化设计的协调管理

(10)报批报建管理

2.6 EPC 工程总承包中的分包商管理

(1)工程分包及分包模式

(2)我国工程项目总分包体系下专业分包的现状

(3)分包商采购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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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承包商与分包商的关系

(5)总包商对分包商工程质量的管理

(6)总包商对分包商进度的管理

(7)总包商对分包商的成本管理

(8)总包商对分包商的安全管理

(9)总包商对分包商工作的评价

2.7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的风险管理

(1)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的风险划分及特征

(2)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风险的成因

(3)风险识别

(4)风险分析

(5)风险控制和处理

(6)项目投标和议标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7)项目合同商务谈判和签约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8)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2.8 EPC 工程总承包的采购管理

(1)EPC 模式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之间的逻辑关系

(2)EPC 模式下采购管理的价值

(3)EPC 模式下物资采购所面临的风险

(4)供应商资格审查和评价

(5)EPC 工程采购评价的主要原则

(6)EPC 工程物资采购的策略

(7)采购合同进度管理

(8)采购合同接口管理

(9)采购合同质量管理

(10)采购合同成本管理

(11)采购合同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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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采购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

(13)电子化合同管理和工作模式

2.9 EPC 总承包的组织管理体系

(1)企业组织结构内涵演变

(2)企业组织结构形式演进

(3)企业组织结构发展趋势

(4)企业组织流程理论

(5)企业组织结构模式

(6)项目管理模式

(7)EPC 工程公司的典型特征

(8)EPC 项目实施对企业组织功能创新的要求

(9)大型施工企业需要增强的组织功能

(10)过渡期的组织模式

(11)EPC 总承包企业组织的基本结构

(12)EPC 项目组织的基本模式

2.10 信息化管理

(1)计算机操作系统基础知识

(2)常用计算机应用软件

(3)互联网的基本概念和应用

2.11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劳动保护知识

(2)仪器设备的安全使用知识

(3)野外安全生产知识

(4)资料保管保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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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建筑防火基本知识

(1)建(构)筑物分类

(2)建筑材料的燃烧性能

(3)建筑构件的耐火极限

(4)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5)建筑物的防火和防烟分区

(6)建筑物的总平面布局和平面布置

(7)安全疏散

2.13 质量管理知识与流程控制

(1)生产与质量管理基本知识

(2)质量管理的内容与特点

(3)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



10

3.考评要求

3.1 初级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1)

表 1 初级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评表

考评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大型建

筑业企业的

国际化

1.工程总承包管理办

法及标准规范解读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管理办法》解读及应用

(2)住建部新版《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

文本》解读及应用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计价计量规范(征求意见稿)解读及应用

2.建筑业的现状及发

展趋势

(1)国际建筑市场现状

(2)国际建筑市场结构分析

3.国际工程总承包市

场的特征

(1)以总承包能力为基础培育企业价值链的增

值点

(2)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正在改变着工程项目

管理的模式

(3)总承包商占据国际建筑市场的主导地位

4.中国建筑业的国际

化经营模式

(1)中国建筑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背景

(2)中国建筑业国际化经营优势

(3)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建筑业成长模式的转变

(4)建筑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态性和长期性

5.中国工程总承包企

业的国际化战略

(1)建筑企业的基本发展战略

(2)工程总承包企业的国际化战略

(3)国际化战略实施

6.工程总承包企业的

核心能力

(1)工程总承包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2)工程总承包企业核心业务的变革

(3)工程总承包企业的核心能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BF%E5%B1%8B%E5%BB%BA%E7%AD%91%E5%92%8C%E5%B8%82%E6%94%BF%E5%9F%BA%E7%A1%80%E8%AE%BE%E6%96%BD%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6%80%BB%E6%89%BF%E5%8C%85%E7%AE%A1%E7%90%86%E5%8A%9E%E6%B3%95/24239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BF%E5%B1%8B%E5%BB%BA%E7%AD%91%E5%92%8C%E5%B8%82%E6%94%BF%E5%9F%BA%E7%A1%80%E8%AE%BE%E6%96%BD%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6%80%BB%E6%89%BF%E5%8C%85%E7%AE%A1%E7%90%86%E5%8A%9E%E6%B3%95/2423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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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PC 工程

总承包模式

1.传统的 DBB 承发包

模式

(1)DBB 模式及其合同结构

(2)DBB 模式的特点

2.工程总承包模式
(1)DB 总承包模式

(2)EPC 总承包模式

3.项目管理总承包模

式

(1)CM 模式

(2)BOT 模式

(3)Partnering 模式

(4)PM 模式

(5)PC 模式

4.EPC 总承包与其他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关

系分析

(1)施工总承包模式

(2)设计和施工总承包

(3)施工总承包、EPC 总承包和 BOT 总承包

5.EPC 工程总承包模

式

(1)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背景

(2)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主要内容

(3)EPC 总承包项目的建设程序

(4)EPC 项目中业主和承包商的责任范围

(5)EPC 总承包项目的管理模式

(三)EPC 总包

商的融资策

略与项目资

金管理

1.从“垫资”现象到

带资承包

(1)国内“垫资”承包现象的历史渊源

(2)国内“垫资”现象的表现形式

(3)带资竞标要求 EPC 总包商具备强大的融资

能力

2.EPC 总包商的融资

渠道与融资策略

(1)利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2)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3.项目资金管理
(1)项目资金管理模式

(2)项目资金管理的基本内容

(四)EPC 工程

总承包投标

策略

1.工程投标的基本理

论及应用

(1)工程投标的理论基础

(2)工程招投标的一般程序

2.EPC 工程总承包的

投标过程分析

(1)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工作流程

(2)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资格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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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前期准备

(4)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关键决策点分

析

3.EPC 工程总承包项

目投标报价的具体策

略

(1)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策略

(2)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报价的策略

(五)EPC 工程

总承包的商

务谈判与合

同管理

1.商务谈判

(1)商务谈判及商务谈判的基本模式

(2)关于商务谈判的两种观点

(3)商务谈判的策划与运作

(4)合同价格的确定

(5)合同条款的商务谈判

2.合同管理

(1)履约管理

(2)变更管理

(3)索赔管理

(4)争议的解决

3.对合同管理问题的

探讨

(1)合同双方的关系

(2)招投标的管理与实施

(3)如何规避工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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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级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2)

表 2 中级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评表

考评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大型建

筑业企业的

国际化

1.工程总承包管理办

法及标准规范解读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管理办法》解读及应用

(2)住建部新版《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

文本》解读及应用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

计价计量规范(征求意见稿)解读及应用

2.建筑业的现状及发

展趋势

(1)国际建筑市场现状

(2)国际建筑市场结构分析

3.国际工程总承包市

场的特征

(1)以总承包能力为基础培育企业价值链的增

值点

(2)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正在改变着工程项目

管理的模式

(3)总承包商占据国际建筑市场的主导地位

4.中国建筑业的国际

化经营模式

(1)中国建筑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背景

(2)中国建筑业国际化经营优势

(3)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建筑业成长模式的转变

(4)建筑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态性和长期性

5.中国工程总承包企

业的国际化战略

(1)建筑企业的基本发展战略

(2)工程总承包企业的国际化战略

(3)国际化战略实施

6.工程总承包企业的

核心能力

(1)工程总承包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2)工程总承包企业核心业务的变革

(3)工程总承包企业的核心能力

(二)EPC 工程

总承包模式

1.传统的 DBB 承发包

模式

(1)DBB 模式及其合同结构

(2)DBB 模式的特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BF%E5%B1%8B%E5%BB%BA%E7%AD%91%E5%92%8C%E5%B8%82%E6%94%BF%E5%9F%BA%E7%A1%80%E8%AE%BE%E6%96%BD%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6%80%BB%E6%89%BF%E5%8C%85%E7%AE%A1%E7%90%86%E5%8A%9E%E6%B3%95/24239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BF%E5%B1%8B%E5%BB%BA%E7%AD%91%E5%92%8C%E5%B8%82%E6%94%BF%E5%9F%BA%E7%A1%80%E8%AE%BE%E6%96%BD%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6%80%BB%E6%89%BF%E5%8C%85%E7%AE%A1%E7%90%86%E5%8A%9E%E6%B3%95/2423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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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总承包模式
(1)DB 总承包模式

(2)EPC 总承包模式

3.项目管理总承包模

式

(1)CM 模式

(2)BOT 模式

(3)Partnering 模式

(4)PM 模式

(5)PC 模式

4.EPC 总承包与其他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关

系分析

(1)施工总承包模式

(2)设计和施工总承包

(3)施工总承包、EPC 总承包和 BOT 总承包

5.EPC 工程总承包模

式

(1)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背景

(2)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主要内容

(3)EPC 总承包项目的建设程序

(4)EPC 项目中业主和承包商的责任范围

(5)EPC 总承包项目的管理模式

(三)EPC 总包

商的融资策

略与项目资

金管理

1.从“垫资”现象到

带资承包

(1)国内“垫资”承包现象的历史渊源

(2)国内“垫资”现象的表现形式

(3)带资竞标要求 EPC 总包商具备强大的融资

能力

2.EPC 总包商的融资

渠道与融资策略

(1)利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2)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3.项目资金管理
(1)项目资金管理模式

(2)项目资金管理的基本内容

(四)EPC 工程

总承包投标

策略

1.工程投标的基本理

论及应用

(1)工程投标的理论基础

(2)工程招投标的一般程序

2.EPC 工程总承包的

投标过程分析

(1)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工作流程

(2)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资格预审

(3)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前期准备

(4)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关键决策点分



15

析

3.EPC 工程总承包项

目投标报价的具体策

略

(1)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策略

(2)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报价的策略

(五)EPC 工程

总承包的商

务谈判与合

同管理

1.商务谈判

(1)商务谈判及商务谈判的基本模式

(2)关于商务谈判的两种观点

(3)商务谈判的策划与运作

(4)合同价格的确定

(5)合同条款的商务谈判

2.合同管理

(1)履约管理

(2)变更管理

(3)索赔管理

(4)争议的解决

3.对合同管理问题的

探讨

(1)合同双方的关系

(2)招投标的管理与实施

(3)如何规避工程风险

(六)EPC 工程

总承包的深

化设计管理

1.工程总承包项目的

设计工作特征

(1)设计阶段的划分

(2)专业设计的版次管理

(3)设计与采购、施工的一体化

(4)工程总承包项目的设计范围

2.深化设计的管理体

系建立

(1)初步设计和设计变更的管理

(2)对设计的深化和协调管理

(3)深化设计的管理方法

3.某大型房建项目深

化设计管理实践

(1)工程初期在深化设计管理中遇到的困难

(2)改进深化设计管理的建议

(3)本项目深化设计管理改进后的启示

4.施工图深化设计的

管理流程

(1)深化设计管理的组织构架

(2)深化设计实施流程

(3)施工图深化设计的协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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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PC 工程

总承包中的

分包商管理

1.工程建造中专业分

包商管理的现状

(1)工程分包及分包模式

(2)我国工程项目总分包体系下专业分包的现

状

(3)目前我国建筑专业分包体系需要进一步完

善的内容

(4)对健全和发展我国专业分包体系的建议

2.EPC 工程总承包项

目下分包商的选择

(1)分包商采购管理模式

(2)总承包商与分包商的关系

(3)分包商的选择

3.EPC 项目实施过程

中对分包商的控制与

管理

(1)工程项目控制

(2)总包商对分包商工程质量的管理

(3)总包商对分包商进度的管理

(4)总包商对分包商的成本管理

(5)总包商对分包商的安全管理

(6)总包商对分包商工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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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级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3)

表 3 高级工程总承包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评表

考评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大型建

筑业企业的

国际化

1.工程总承包管理办

法及标准规范解读

(1)熟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

承包管理办法》解读及应用

(2)熟悉住建部新版《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示范文本》解读及应用

(3)熟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

承包计价计量规范(征求意见稿)解读及应用

2.建筑业的现状及发

展趋势

(1)了解国际建筑市场现状

(2)了解国际建筑市场结构分析

3.国际工程总承包市

场的特征

(1)熟悉以总承包能力为基础培育企业价值链

的增值点

(2)了解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正在改变着工程

项目管理的模式

(3)了解总承包商占据国际建筑市场的主导地

位

4.中国建筑业的国际

化经营模式

(1)了解中国建筑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背景

(2)了解中国建筑业国际化经营优势

(3)熟悉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建筑业成长模式的

转变

(4)熟悉建筑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态性和长期性

5.中国工程总承包企

业的国际化战略

(1)熟悉建筑企业的基本发展战略

(2)熟悉工程总承包企业的国际化战略

(3)了解国际化战略实施

6.工程总承包企业的

核心能力

(1)掌握工程总承包企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2)熟悉工程总承包企业核心业务的变革

(3)掌握工程总承包企业的核心能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BF%E5%B1%8B%E5%BB%BA%E7%AD%91%E5%92%8C%E5%B8%82%E6%94%BF%E5%9F%BA%E7%A1%80%E8%AE%BE%E6%96%BD%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6%80%BB%E6%89%BF%E5%8C%85%E7%AE%A1%E7%90%86%E5%8A%9E%E6%B3%95/24239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BF%E5%B1%8B%E5%BB%BA%E7%AD%91%E5%92%8C%E5%B8%82%E6%94%BF%E5%9F%BA%E7%A1%80%E8%AE%BE%E6%96%BD%E9%A1%B9%E7%9B%AE%E5%B7%A5%E7%A8%8B%E6%80%BB%E6%89%BF%E5%8C%85%E7%AE%A1%E7%90%86%E5%8A%9E%E6%B3%95/2423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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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PC 工

程总承包模

式

1.传统的 DBB 承发包

模式

(1)掌握 DBB 模式及其合同结构

(2)掌握 DBB 模式的特点

2.工程总承包模式
(1)掌握 DB 总承包模式

(2)掌握 EPC 总承包模式

3.项目管理总承包模

式

(1)熟悉 CM 模式

(2)熟悉 BOT 模式

(3)熟悉 Partnering 模式

(4)熟悉 PM 模式

(5)熟悉 PC 模式

4.EPC 总承包与其他工

程总承包模式的关系

分析

(1)掌握施工总承包模式

(2)掌握设计和施工总承包

(3)掌握施工总承包、EPC 总承包和 BOT 总承包

5.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

(1)熟悉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背景

(2)掌握 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主要内容

(3)掌握 EPC 总承包项目的建设程序

(4)掌握 EPC 项目中业主和承包商的责任范围

(5)掌握 EPC 总承包项目的管理模式

(三)EPC 总

包商的融资

策略与项目

资金管理

1.从“垫资”现象到带

资承包

(1)熟悉国内“垫资”承包现象的历史渊源

(2)熟悉国内“垫资”现象的表现形式

(3)了解带资竞标要求 EPC 总包商具备强大的

融资能力

2.EPC总包商的融资渠

道与融资策略

(1)熟悉利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2)了解利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

3.项目资金管理
(1)掌握项目资金管理模式

(2)掌握项目资金管理的基本内容

(四)EPC 工

程总承包投

标策略

1.工程投标的基本理

论及应用

(1)熟悉工程投标的理论基础

(2)熟悉工程招投标的一般程序

2.EPC 工程总承包的投

标过程分析

(1)掌握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工作流程

(2)掌握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资格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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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前期准备

(4)掌握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关键决策

点分析

3.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

投标报价的具体策略

(1)熟悉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投标的策略

(2)熟悉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报价的策略

(五)EPC 工

程总承包的

商务谈判与

合同管理

1.商务谈判

(1)掌握商务谈判及商务谈判的基本模式

(2)掌握关于商务谈判的两种观点

(3)掌握商务谈判的策划与运作

(4)掌握合同价格的确定

(5)掌握合同条款的商务谈判

2.合同管理

(1)熟悉履约管理

(2)熟悉变更管理

(3)熟悉索赔管理

(4)熟悉争议的解决

3对合同管理问题的探

讨

(1)了解合同双方的关系

(2)了解招投标的管理与实施

(3)了解如何规避工程风险

(六)EPC 工

程总承包的

深化设计管

理

1.工程总承包项目的

设计工作特征

(1)熟悉设计阶段的划分

(2)熟悉专业设计的版次管理

(3)熟悉设计与采购、施工的一体化

(4)熟悉工程总承包项目的设计范围

2.深化设计的管理体

系建立

(1)掌握初步设计和设计变更的管理

(2)掌握对设计的深化和协调管理

(3)掌握深化设计的管理方法

3.某大型房建项目深

化设计管理实践

(1)熟悉工程初期在深化设计管理中遇到的困

难

(2)熟悉改进深化设计管理的建议

(3)了解本项目深化设计管理改进后的启示

4.施工图深化设计的 (1)掌握深化设计管理的组织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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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流程 (2)掌握深化设计实施流程

(3)掌握施工图深化设计的协调管理

(七)EPC 工

程总承包中

的分包商管

理

1.工程建造中专业分

包商管理的现状

(1)掌握工程分包及分包模式

(2)熟悉我国工程项目总分包体系下专业分包

的现状

(3)熟悉目前我国建筑专业分包体系需要进一

步完善的内容

(4)熟悉对健全和发展我国专业分包体系的建

议

2.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

下分包商的选择

(1)掌握分包商采购管理模式

(2)掌握总承包商与分包商的关系

(3)熟悉分包商的选择

3.EPC 项目实施过程中

对分包商的控制与管

理

(1)掌握工程项目控制

(2)掌握总包商对分包商工程质量的管理

(3)掌握总包商对分包商进度的管理

(4)掌握总包商对分包商的成本管理

(5)掌握总包商对分包商的安全管理

(6)掌握总包商对分包商工作的评价

(八)EPC 工

程总承包项

目的风险管

理

1.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

的风险特征与成因

(1)掌握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的风险划分及特

征

(2)掌握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风险的成因

2.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

风险管理的具体程序

(1)掌握风险识别

(2)掌握风险分析

(3)掌握风险控制和处理

3.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

风险的全过程管理

(1)熟悉项目投标和议标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2)熟悉项目合同商务谈判和签约过程中的风

险管理

(3)熟悉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九)EPC 工 1.EPC 承包模式下物资 (1)熟悉 EPC 模式下的设计、采购和施工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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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总承包的

采购管理

采购的重要意义 逻辑关系

(2)熟悉 EPC 模式下采购管理的价值

(3)熟悉 EPC 模式下物资采购所面临的风险

2.EPC 模式下总包商的

供应商管理

(1)了解供应商资格审查和评价

(2)了解后期评审和信用度管理

(3)了解构建与供应商的战略伙伴关系

3.EPC 工程采购实施及

合同模式

(1)了解 EPC 工程采购评价的主要原则

(2)了解 EPC 工程物资采购的策略

4.物资采购合同管理

(1)熟悉采购合同进度管理

(2)熟悉采购合同接口管理

(3)熟悉采购合同质量管理

(4)熟悉采购合同成本管理

(5)熟悉采购合同后管理

5.总包商采购的内部

管理

(1)熟悉采购流程优化

(2)熟悉采购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

(3)熟悉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

(4)熟悉电子化合同管理和工作模式

6.EPC 企业的集中采购

模式

(1)熟悉集中采购的管理优势

(2)熟悉集中采购管理组织结构

(3)熟悉集中采购管理协调模型

(4)熟悉集中采购的实施过程

(十)EPC 总

承包的组织

管理体系

1.企业组织结构理论

演进

(1)了解企业组织结构内涵演变

(2)了解企业组织结构形式演进

(3)了解企业组织结构发展趋势

(4)了解企业组织流程理论

2.国外工程公司的企

业组织结构和项目管

理模式

(1)了解企业组织结构模式

(2)了解项目管理模式

(3)了解 EPC 工程公司的典型特征

3.我国大型施工企业 (1)了解 EPC 项目实施对企业组织功能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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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模式及创新 要求

(2)了解大型施工企业需要增强的组织功能

(3)了解过渡期的组织模式

4.EPC 项目组织模式

(1)掌握 EPC 总承包企业组织的基本结构

(2)掌握 EPC 项目组织的基本模式

(3)掌握项目经理的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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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评内容比重表

4.1 初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4)

表 4 初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评内容比重表

项 目 占比(%)

相

关

知

识

一、基础知识 5

二、大型建筑业企业的国际化 5

三、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 20

四、EPC 总包商的融资策略与项目资金管理 25

五、EPC 工程总承包投标策略 20

六、EPC 工程总承包的商务谈判与合同管理 15

七、EPC 工程总承包的深化设计管理 10

合计 100

4.2 中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5)

表 5 中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评内容比重表

项 目 占比(%)

相

关

知

识

一、基础知识 5

二、大型建筑业企业的国际化 5

三、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 10

四、EPC 总包商的融资策略与项目资金管理 15

五、EPC 工程总承包投标策略 15

六、EPC 工程总承包的商务谈判与合同管理 15

七、EPC 工程总承包的深化设计管理 20

八、EPC 工程总承包中的分包商管理 15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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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见表 6)

表 6 高级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考评内容比重表

项 目 占比(%)

相

关

知

识

一、基础知识 5

二、大型建筑业企业的国际化 5

三、EPC 工程总承包模式 10

四、EPC 总包商的融资策略与项目资金管理 10

五、EPC 工程总承包投标策略 10

六、EPC 工程总承包的商务谈判与合同管理 10

七、EPC 工程总承包的深化设计管理 10

八、EPC 工程总承包中的分包商管理 10

九、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的风险管理 10

十、EPC 工程总承包的采购管理 10

十一、EPC 总承包的组织管理体系 1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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