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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PC工程总承包是包含设计、采购和施工全过程的承包模式。相较于传统承包模式,EPC工程
总承包具备效益和质量上明显的优势,但在实际的项目管理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从外部环境、项
目业主和承包商三个维度对EPC工程总承包管理现存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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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isting in the general contracting management of EPC
project
Yanbing Dai Tao Liu
The Seventh Engineering Bureau Co., Ltd. of China Construction
[Abstract] The general contracting of EPC project is the contracting mode contain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design,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tract mode, the general contract of
EPC project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actual
project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EPC project general contract management
from external environment, project owner and contractor,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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