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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PC工程是最经典的总承包模式,具有集约化、高效化和使用范围广泛等特性。文章以绍兴国
际会展中心C1区工程招投标阶段控制为例,对业主方采用EPC总承包项目管理进行了总结,并提出采用
EPC总承包在招投标阶段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以待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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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ontrol points of EPC mode in the bidding stage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projects
Haiming Wang Jianying Ma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Group Co., Ltd. in Keqiao District, Shaoxing City
[Abstract] EPC project is the most classic general contracting mod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nsification, high efficiency and wide application range. Taking the bidding stage control of the C1 area
project of Shaox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ject management of the owner's adoption of EPC general contract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further attention in the bidding stage,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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