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19322/j.cnki.issn.1006-4710.2022.01.007

收稿日期:2021-04-28; 网络出版日期:2021-10-15
网络出版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1.1294.N.20211014.2326.004.html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7F006)

第一作者:刘华,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工程经济与合同管理。E-mail:310432422@qq.com
通信作者:孙海燕,女,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工业工程。E-mail:1187350907@qq.com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外工程承包影响因素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刘 华,孙海燕,杨志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055)

摘要:“一带一路”大力建设背景下,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不断扩大,为促进各省市对外工程承包

高质量发展,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德尔菲法进行对外工程承包影响因素的筛选,将其划分为国

别、省内、企业以及项目自身4大类,构建了包含24个对外工程承包影响因素的一般性指标体系,
运用PageRank算法对各因素进行定量评价和重要性排序。由于陕西省具有良好的历史背景和优

越的地理位置,本文以其为例进行分析,探究陕西省作为对外工程承包典型代表的具体实践与经

验,科学评估影响因素,针对关键因素提出有利于陕西省对外工程承包的可实施性建议措施,形成

可借鉴、可推广的发展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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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influencingfactorsofforeignprojectcontractinginthebackgroundof
“TheBeltandRoad”initiative:takingShaanxiProvince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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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Management,Xi’anUniversityof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Xi’an710055,China)

Abstract:Inthebackgroundofthevigorousconstructionof“TheBeltandRoad”,China’sfor-
eignengineeringcontractingmarketcontinuestoexpand.Inorder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
velopmentofforeignengineeringcontractinginvariousprovincesandcities,thisarticleusesthe
literatureresearchmethodandtheDelphimethodtoscreenanddividethefactorsaffectingforeign
engineeringcontracting.Forthefourcategoriesofcountry,province,enterprise,andprojectit-
self,ageneralindexsystemcontaining24factorsaffectingforeignprojectcontractingwascon-
structed,withthePageRankalgorithmusedtoquantitativelyevaluateandrankeachfactor.As
ShaanxiProvincehasagoodhistoricalbackgroundandsuperiorgeographicallocation,thisarticle
usesitasanexampletoanalyzethespecificpracticeandexperienceofShaanxiProvinceasatypi-
calrepresentativeofforeignprojectcontracting,scientificallyevaluatesinfluencingfactors,and
proposeskeyfactorsthatarebeneficialtoShaanxiProvince.Suggestedmeasuresonthefeasibili-
tyofforeignprojectcontracting,adevelopmentresearchmodelisformedthatcanbeusedforref-
erenceandcanbeextended.
Keywords:“TheBeltandRoad”;foreignprojectcontracting;PageRank;ShaanxiProvince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正
由中国倡议转变为全球共识。共建“一带一路”促进

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为我国就业、税收、民生

改善等做出了贡献。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前提,这也为对外工程承

包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和良好机遇,而沿带国际

工程承包业务市场成为海外工程承包公司的必争之

地[1],因此,对外工程承包研究成为“一带一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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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外承包工程已成为我国企

业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国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

设和产能合作的主要方式[2],也是推动新一轮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和实现载体[3]。
总结国内已有研究发现,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两

个方面:①多角度研究对外工程承包的发展现状和

对策。如张爽等[4]按时间维度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

划分为五个阶段,总结了对外工程承包的贡献,并展

望其未来趋势;孙利国等[5]认为,中国成为世界重要

的建筑服务出口国得益于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高速

增长;辛修明[6]从行业层面研究了我国建筑工程“走
出去”的现状与特点;朱凤凤等[7]从建设模式出发,
针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采取的“投建营一体化”建设

模式的发展现状,从全产业链、后期运维以及社会责

任等方面展开讨论;王学梅[2]应用波特的竞争优势

理论,从生产要素和需求、产业、企业、行业竞争四个

基本要素入手,提出对策建议。②多方面研究对外

工程承包的影响因素。从国内行业和企业以及东道

国角度出发,杨忻[8]、蔡阔[9]、覃伟芳[10]、徐俊[3]和

曾剑宇[11]等分别研究了对外承包工程对产业结构

升级、经济增长、企业出口扩张、东道国基础设施质

量水平和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中国对外承包工

程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强,学者们对关键因素做了进

一步分析,如罗晓斐[1]、李荣林[12]等引入了区位因

素,其实证结果可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区位战略

提供理论及实证依据;孙利国等[13]采用构建理论框

架与统计分析并行的方法,分析对外承包工程项目

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提高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项目

管理水平做出理论指导;胡丽彬[14]从沿线国家的经

济、社会、资源差异入手,通过构建统计测度指数,建
立了我国国际承包工程企业对非经济合作影响因素

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彭素荣[15]以对外总承包企业

进入国际工程市场的进入模式选择为核心研究内

容,分析影响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蒯睿[16]从

规模、质量两方面对安徽省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以促进安徽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

大以及质量的提升。
国外关于对外工程承包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方

面:①从东道国角度出发,市场潜力、资源禀赋条件、
融资能力、技术条件和风险要素等是影响对外工程

承包的重要因素。政治或制度方面[17],制度环境恶

劣会给企业的海外活动带来额外成本[18]。市场潜

力方面,开放而快速增长的庞大东道国市场意味着

大量的盈利机会和强大的基础设施需求[19,20],对跨

国承包工程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开放度较高的

市场通常能提供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21]。自然资

源方面,中国资源储量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不

足,需要向他国获取资源以降低国内制造业、出口行

业的成本压力[22],出于“资源寻求”动机[23],中国与

非洲采取“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模式来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合作[24]。另外,还有制度和资源两者的交互作

用[25]等。经济发展方面,Cheung和Qian[26]研究指

出,中国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经贸合作的驱

动因素存在差异,东道国的对外经贸合作与其经济

发展水平高度相关[27]。②从企业角度出发,由于海

外承包工程往往具有很高的风险,研究中重点关注

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28],如政府稳定以保证合同有

效执行的制度[29]、工程款项收回的可能性[30]等。

③从不同角度探讨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例如从行

业角度讨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中的技术转移及其对

东道国能源安全、减贫等方面的影响[31-35]。从地缘

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探讨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对全

球和重点区域的地缘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劳工权益

的影响[36-39]。从经济角度研究东道国经济发展潜

力、自然资源基础、政治稳定性、政府权力、腐败程度

及双边贸易等因素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空间分布的

影响[40]。此外,采取个案研究法研究了中国工程建

筑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与模式[41,42],例如资源环

境生态影响和运行模式 (如“基础设施换资源”模
式)[43],为了解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提供了丰富的视

角和经验案例。项目管理领域的研究则重点关注了

“全球工程项目”,即参与方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项目,研究涉及治理规范、制度环境、组织场域等

方向[44]。
已有研究就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现状、优势、现

存问题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开展了详细的研究,但
多以国家、行业层面为主,研究的内容较为宏观,而
鲜有作者从微观角度出发,分析不同省市对外承包

工程开展的特点和难点,因此,可将对外工程承包的

影响因素与省市特征相结合,与工程开展的特点和

难点相契合,进一步分析讨论。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陕西省区位、交通等优

势不断凸显,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前沿。
陕西省对外工程承包的发展对深化产能合作、实现

多方共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其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和大局稳定,同时也能激发自身的发展潜

力。在打造开放型经济的同时,加强对陕西省对外

工程承包现状的研究,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走
出去”战略以及提高经济发展新动力有着重大意义,
有助于陕西省对外工程承包健康稳定发展。

94刘华,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外工程承包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在梳理陕西省对外工程承包现状的基础

上,将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与中国对外承包

企业及项目相结合,从宏观与微观视角出发,运用

PageRank算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评价和重要

性排序,科学评估影响因素,形成了可借鉴、可推广

的发展研究模式。丰富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

要素研究,探究了陕西省作为对外工程承包典型代

表的具体实践与经验,具有重要现实价值。本文主

要采用对外施工承包企业的调查统计数据进行影响

要素的定量分析,因此后期应加强定量分析,这需要

结合案例和国别开展进一步研究。

1 陕西省对外工程承包现状及影响因素选取

1.1 对外工程承包现状分析

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优先发展的领域之

一,对于陕西省基础设施工程企业而言,是落实“走
出去”战略的好机遇。因此,陕西省工程承包企业可

通过对外承包工程这种经济合作形式参与“一带一

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带动外贸出口和省内相

关产业发展。近年来,陕西省工程企业拥抱国际市

场的步伐正在明显加快。从我国商务部及一带一路

网站上可得到表1数据,即在2017—2019年,陕西

省对外工程承包相关数据连续三年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这表明陕西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取得了重要

进展和显著成效。
表1 2017—2019年相关数据平均增长率比较

Tab.1 Comparisonofaveragegrowthratesof
relevantdatafrom2017to2019

比较

范围

平均增长率/%

完成营业

额总额

沿线国家完

成营业额

新签合

同总额

沿线国家新

签合同额

陕西省 13.20 19.47 2.88 13.34

全国 2.77 8.90 2.50 8.27

  由图1和图2可以看出:①陕西省对外工程承

包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2016—2019年,陕西省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的新签合同额的

比例均在46.43%以上,并在2017年达到顶峰,为

68.06%。2016—2019年,陕西省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的比例均在

50%以上,并在2018年达到顶峰,为65.43%,“一
带一路”沿线区域成为陕西对外承包工程的主要市

场;②“一带一路”扩大了陕西省对外承包工程的市

场。2014年,陕西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对外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为7.24亿美元,2018

年跃升为26.55亿美元,增长率为266.71%,“一带

一路”为陕西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带来了新机遇。此

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的设立为对外

承包工程的融资提供了便利,加快了对外工程承包的

发展;③陕西省对外工程承包稳中有进,但后劲不足。

2019年,对外承包工程方面,陕西省企业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新签合同额为20.10亿美元,占同期的

52.63%,同比增长4.09%;完成营业额16.60亿美元,
占同期总额的54.64%,同比增长-10.79%。

图1 2016—2019年陕西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Fig.1 2016-2019newlysignedcontractvalueofShaanxi’s
foreigncontractedprojects

 

图2 2016—2019年陕西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Fig.2 2016-2019Shaanxi’scompletedturnoverofforeign
contractedprojects

 

整体来看,陕西省对外工程承包发展态势稳健,
但缺乏活力,后劲不足,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复杂而紧张的国际投资环境。经济全球化正面临

严峻挑战,中美贸易争端、非洲地区的政治风险和中

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使得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
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对

外工程承包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增加,在复杂多元的

全球化背景下,双边贸易往来不仅涉及两国的个体

行为,更是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环境和政策息息相

关。②陕西省配套的支持体系有待完善。首先是信

息服务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相关国家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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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产能需求和投资环境存在显著

差异。企业在“走出去”前,需要系统地了解东道国

的政治经济环境、政策法规等内外部情况,如果企业

不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及全面性,会进一步影响企

业的投资决策;其次是金融服务有待提升,相对于国

有企业,民营企业自身就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更何况

国际产能合作存在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③企业

内部经营管理的局限。一方面,借助“一带一路”建
设,陕西省境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然而企业管理者

缺乏跨国经营的经验,可借鉴的成功案例较少,对合

作项目难以实现有效的经营管理,且缺乏适应东道

国市场环境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另一方面,技术是

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技术的日新月异进一步加

剧了市场的竞争,而市场竞争的优势在于技术创新,
企业能否随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研发新技

术、新产品,已成为生存发展的关键。
因此,为了进一步激发陕西省的巨大潜力,更好

地促进陕西省对外工程承包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

陕西省现存问题为导向,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影响对外工程承包的因素进行研究。针对显著性因

素进行重点关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措施,以推

动陕西省“一带一路”持续高质量发展。

1.2 影响对外工程承包的因素选取

为优化陕西省与沿线国家的对外工程承包合

作,科学合理地筛选出陕西省对外工程承包的有效

影响因素,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德尔菲法,在参考某

对外承包企业的海外项目风险识别清单的基础上,以
陕西省对外承包工程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到微观,即从

国别层面、陕西省层面、企业和项目层面分别进行影响

因素的筛选。本着客观性、科学性、代表性原则,将陕

西省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因素分为国别因素、省内因

素、企业因素、项目因素4个方面,共计24个二级因

素。最终选取的影响因素如表2所示。
从国别因素来说,主要包括6个方面:社会政治

环境[1],包括政治形势、政府表现、政治稳定度、政府

监管力度、公民权利及法治度;经济市场环境[14],包
括经济发展水平[1]、金融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社会

文化环境[45],包括社会环境[14]、营商环境、文化差

异;基础设施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情况、基建发展速

度、基建投资热度;自然资源环境[14],包括不可抗拒

的自然灾害、恶劣气候条件、工程地质条件、环境保

护状况等;医疗卫生环境,包括医疗设施水平,疫情、
病毒等突发性卫生状况。

从陕西省实际区位优势及发展特点出发,主要

包括4个方面:地理优势,如陕西省作为“丝绸之路

经济带”新起点等因素;政府支持度,陕西省积极实

行“走出去”、“五新”和“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积极寻

求“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对外开放度,包括

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对外承包工程;经济发展水平。
从陕西省对外承包企业的自身实力出发,主要

包括8个方面:规模和业绩[16]、对外市场占有率、品
牌国际化程度、国际经营经验、辅助关联产业、组织

管理水平[15]、风险承担能力、技术创新能力。
从对外承包项目角度出发,主要包括6个方面:

工程项目利润;项目风险程度,包括担保、业主权益、
资金、保函、工期、成本、支付、责任等风险;项目参与

方特征[13],包括业主、承包商、其他参与方以及各参

与方之间的关系;项目特征[13],包括地理位置、项目类

型、项目种类、交易模式、项目复杂程度;项目环境[13],
包括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气候环境;项目

管理[13],包括成本管理、质量管理[16]、进度管理、合
同与风险管理、招投标管理。

表2 对外工程承包影响因素关系表

Tab.2 Relationshiptableofinfluencing

factorsofforeignprojectcontracting

编号 潜在因变量 测量变量

1
2
3
4
5
6

国别因素

社会政治环境

经济市场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

自然资源环境

医疗卫生环境

7
8
9
10

省内因素

地理优势

政府支持度

对外开放度

经济发展水平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企业因素

规模和业绩

对外市场占有率

品牌国际化程度

国际经营经验

辅助关联产业

组织管理水平

风险承担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19

20

21

22

23

24

项目因素

工程项目利润

项目风险程度

项目参与方特征

项目特征

项目环境

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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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geRank算法与数据运行分析

2.1 PageRank算法

目前,影响力的分析计算方法主要有特征值统

计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及PageRank算

法等[46]。王佳敏[47]、赵发珍[48]、董伟[49]等利用特

征值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指标和权重的设定,从而计

算影响力。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则主要通过关系网络

结构中的属性值来计算各个网络节点在网络中的重

要性,如网络密度、点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接近中

心性等[50-52]。PageRank算法假设网页的外部链接

量可衡量其质量和重要性,所有链向它的页面(“链
入页 面”)的 重 要 性 经 过 递 归 算 法 得 到 其 Page-
Rank[53],可用于互动关系的分析[54]。从“投票”思
想出发,一个因素是否受到普遍的承认和信赖取决

于链接因素的数量,其重要性程度越高,排名就越靠

前,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于影响力的分析和

测量等。此外,多位学者还对该算法进行了改进,如
刘玲[55]、张俊豪[56]等在PageRank算法的基础上融

入了用户行为等指标,对信息传播的核心贡献者和

高影响力用户进行探索;Song等[57]则通过将信息

新颖性与PageRank相结合,提出了综合影响力算

法;韩忠明等[58]在PageRank算法基础上融入了加

权社会网络的相关因素;肖宇等[59]提出了用于计算

用户影响力的 Weibo-Rank算法。
综上,特征值统计分析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影响力,但前者过于依赖

特征得分,忽略了真实交互影响力,后者多聚焦于小

型网络,且侧重于直接关系的测量[46]。而 Page-
Rank算法具有较好的融合性,能同时计算交互影响

力,也能够融入更多特征得分。本文中对外工程承

包的各个影响因素并非独立存在,PageRank算法

能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和因素间的引用强度等,可
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估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因

此,基于各因素间的相互影响作用,用矩阵表示各因

素间的内部关系,通过 MATLAB对影响力值进行

定量评价,并按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此方法能

反映出各因素的真实影响。

2.2 数据收集与运行分析

依据表2中24个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构建关

系矩阵,通过建立的矩阵设计调查问卷。若因素1
对因素2有影响,则记为“1”,否则记为“0”,以此对

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评价。为提高问卷的科学性和

可信度,此次调查涵盖了对外施工承包企业的各层

管理人员,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09
份,回收率为90.83%。具体样本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

Tab.3 Specificsituationofthesurveyobject

调查对象特征 分类 频数/次 占比/%

性别
男 77 70.64

女 32 29.36

年龄

25~35岁 33 30.28

36~45岁 60 55.04

46岁及以上 16 14.68

所处层级

基层管理者 64 58.72

中层管理者 32 29.35

高层管理者 13 11.93

教育背景

专科 20 18.35

本科 44 40.36

硕士 36 33.03

硕士以上 9 8.26

  MATLAB的代码如下:

R=xlsread('24factors_4.xls');

P=[];
[n,n]=size(R);

fori=1:n
P=[P;R(i,:)/sum(R(i,:))];

end
d=0.7;

sigma=0.001;

e=ones(n,1);

M=d*P'+(1-d)*((e*e')/n);

x=ones(n,1)/n;

v=M*x;

while(norm(v-x)>=sigma)

x=v;

v=M*x;

end
v
其中,d为阻尼系数,取值参见文献[60]。
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影响力值由高到低依次

为:(省内)经济发展水平、(项目)项目风险程度、(项
目)项目管理、(国别)经济市场环境……,即在以上

24个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对外工程承包的

影响最大,其次是项目风险程度,再次是项目管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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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因素影响力值排序表

Tab.4 Rankingtableoftheinfluencevalueofeachfactor

影响力值排序 编号及因素名称 影响力值

1 10经济发展水平 0.0534

2 20项目风险程度 0.0504

3 24项目管理 0.0482

4 2经济市场环境 0.0480
5 13品牌国际化程度 0.0459

6 11规模和业绩 0.0453

7 7地理优势 0.0451

8 14国际经营经验 0.0431
9 19工程项目利润 0.0431

10 17风险承担能力 0.0424

11 8政府支持度 0.0422

12 1社会政治环境 0.0410

13 9对外开放度 0.0405

14 23项目环境 0.0404
15 6医疗卫生环境 0.0401

16 3社会文化环境 0.0389

17 4基础设施环境 0.0387

18 15辅助关联产业 0.0386

19 12对外市场占有率 0.0375
20 21项目参与方特征 0.0380

21 18技术创新能力 0.0357

22 22项目特征 0.0357

23 16组织管理水平 0.0345

24 5自然资源环境 0.0334

2.3 结果分析

基于树状图构建对外工程承包影响因素排序图

(见图3),每一类别下,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自上而下

递减。由图3可知:国别因素中,经济市场环境和社

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力值最高,分别为0.0480和

0.0410;省内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优势和政

府支持度的影响力值最高,分别为0.0534、0.0451
和0.0422,且经济发展水平最为重要;企业因素中,
品牌国际化程度、规模和业绩的影响力值最高,分别为

0.0459和0.0453,其中,品牌国际化程度最为重要,文
献[61]已经肯定了工程承包国际化的作用;项目因素

中,项目风险程度、项目管理和工程项目利润的影响力

值最高,分别为0.0504、0.0482和0.0431。

3 结论与对策

本文概述了陕西省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现状,
基于PageRank投票思想,分析了陕西省对外承包

工程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依据重要性程度提出了对

策和建议。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德尔菲法以及案

例分析法,筛选出陕西省对外承包工程的24个影响

因素,并根据因素特点将其划分为国别、省内、企业

以及项目自身4类,然后运用问卷调查法和Page-
Rank算法对影响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序。结果表明:
国别因素中,经济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最为重

要;省内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尤为重要;企业因素

中,品牌国际化程度、规模与业绩以及该企业的国际

经营经验较为重要;项目因素中,项目风险程度、项
目管理和工程项目利润较为重要。最后,根据分析

结果提出以下对策。

注:***为Top3;**为Top6;*为Top9。
图3 影响因素排序图

Fig.3 Influencingfactorranking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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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别因素方面:①重视经济市场环境。各企

业在开展对外工程承包时,应当充分了解不同地区

的市场特点,实行特定地区特定策略,避免以偏概

全,一概而论等情况。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盘活境

外金融资源,充分利用亚投行、丝路基金、中投海外

直接投资公司等投资机构获得融资支持,降低境外

投资项目的经济风险;②加大对社会政治环境的分

析力度。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增加市场机遇,便于

外来企业进驻,有利于对外承包工程的高质量发展,
已有研究发现,东道主国家的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

工程承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本文建议,陕西省

对外承包企业在进入有潜在政治风险的国家时,要
综合评估和谨慎考量,持续关注政治环境的变化。

陕西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占据

了很大的区位优势。在省内因素方面:①加快推进

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开发自由贸易区,打造“丝绸之

路经济带”,不断提升自身的产业基础能力和综合经

济实力,为对外承包企业提供有力支撑。此外,通过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促进陕西省内外经济

循环,使发展经济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良

性互动;②充分利用区位优势。陕西是西北唯一的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东中部进入整个大西北的主

要门户,也是整个中国北方进入西南地区的主通道,
与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有良

好的通达性,因此应加快融入“一带一路”的发展格

局中,打造开放型陕西;③要重点关注政府支持度。
面对“一带一路”发展的良好态势,陕西省从2013年

发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到2019年出

台《陕西省“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行动计划》,均有

力支持了对外开放合作。对外承包企业要关注相关

利好政策,利用地理优势及与中亚国家的良好关系,
着眼于陕西省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拓展的双边合作机制以及双边合作协议,围绕 “政
策、市场、质量、安全、技术”做好准备,抓住对外工程

承包的发展机遇。政府也需要不断完善配套支持体

系,如进一步完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为
企业“走出去”提供重点国别信息、项目信息和安全

风险预警提示等。
在企业因素方面:①加快提高品牌国际化程度。

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通过企业内部的技术升级打

造强有力的企业品牌,有利于发挥示范作用,通过打

造“中国建造”品牌,走向海外市场,带动沿线经济发

展;②扩大规模和业绩。第一是升级业务模式,即
“投建营一体化”发展。承包方式除传统的BOT、

EPC等,还应关注PPP以及F+EPC等模式,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以促进新业态、新模式、
新方式产生;第二是发展多元化业务以应对越来越

激烈的市场竞争;此外,还应发展大型综合性开发项

目,密切关注相应的发展机会,不断提升对外承包企

业的规模和业绩。③积累国际经营经验。在加快实

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应注意积累经验,切忌以“急
功近利”的心态照搬国内经验,避免因国际经营经验

不足而造成项目亏损。要充分了解当地的法律政策

以及营商环境等,积极主动地向有经验的建筑企业

学习,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加快适应国

际惯例,降低风险。对外承包工程是国际合作的重

要方式之一,要与更多国家分享建设经验和发展成

果,共享优质产能,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在项目因素方面:①合理评估项目风险程度。

综合考虑自身发展战略和内外部环境,理性选择投

资区域及投资方向,在投标报价时要认真研究招标

文件,做好前期调研和现场踏勘,熟悉技术规范以及

项目的基础资料,报价中要合理考虑各种风险和不

确定因素,做好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避免出现因市

场环境突变而产生的无法承担风险的情况;②提升

项目管理水平。第一是提升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水

平。管理者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因地制宜地制定

合理有效的跨国经营战略。注重人才的培训和选

拔,在企业内部培养优秀人才的同时,充分利用东道

国当地的人力资源。第二是企业要树立技术创新意

识。面对施工信息化程度不高、材料技术进步慢导

致的过度依赖劳动力资源、生态资源消耗大、安全风

险增加等问题,建议建筑企业进一步提升现代技术

能力,加大对BIM 技术、绿色施工、高性能材料、现
代化设备工装的研发和应用力度,充分利用现代新

兴技术,加速产业升级;③合理获取工程项目利润。
建筑业企业不应一味制定低价投标策略,要更新观

念,转变通过工程变更而获取利润的范式思维。积

极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和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构建诚

信、负责任的大型建筑业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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