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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法和管理技能。

通过提高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组

织管理能力，建立完善的责权利相统

一的企业经营机制，使企业各部门分

工明确、权责清晰、沟通有效，实现有

效的内外部协调和协作，提升企业的

资源整合效率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5．合作伙伴
创造价值的本质是合作的过程，

争取价值的本质是竞争的过程。工程

项目管理企业在运作、发展过程中，应

积极运用“竞合”策略，建立和保持与

合作伙伴的动态合作竞争关系，优势

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多赢。

结合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发展现

状，其整体上实力不强，业务范围较

窄，服务的标准化、信息化、集成化水

平较低，尤其是目前的许多设计、监

理、咨询等类型的企业正积极向工程

项目管理企业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

应该明确市场定位，充分发挥各自业

务特长，在项目实施的合作过程中促

进企业间的联合与协作，加强监督约

束和信息交流，凝聚共识，避免恶性竞

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开展菜单式工

程项目管理服务的灵活性较高，需要

拥有广泛的市场信息渠道，加强合作

伙伴的建立，是促进企业成长及业务

拓展的重要举措。合作伙伴的建立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应着眼于长远的共

同利益，通过长期合作，共同开拓市

场，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信任、承诺、

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效地共享资

源，提升整体效益。

工程项目建设日趋大型化、复杂

化和系统化，项目管理过程更加复杂，

市场迫切需要专业化的工程项目管理

企业提供高水平、科学化的管理和服

务，因此菜单式工程项目管理服务是

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工程项目管理

企业要以上述关键实施的措施为切入

点，突出展示企业服务水平、人才、技

术、方法、管理、组织等方面的能力，

密切关注市场和客户的需求，以促进

企业及行业的健康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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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述

乌鲁木齐市是全国30个严重缺水

城市之一，且相关设施建设明显滞后，

无法满足污水资源化和再生利用需

求。因此，新建乌鲁木齐污水资源化处

理工程项目既是贯彻落实国家和地方

产业政策的需要，也是提高乌鲁木齐

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举措，同时也

是满足项目所在地高新区内的各项用

水的实际需要。

本项目处理后的中水服务范围为

高新区北区工业园、城北主干道、北京

路北延等区域。工程规模为改造原有

水厂1万立方米/日，新扩建9万立方米

/日，达到10万立方米/日。 

二、工程建设规模

本工程对污水再生利用主要是：

绿化浇灌用水、居民生活及工业生产

用水、水系景观用水。在工程的服务范

围以内，对各种用途的需水用量进行

测算，得出各种用途水的需求用量，详

见表1： 的设计进水水质。对于出水水质，水质

要求最高的是景观用水，综合各类标

准，除COD个别指标外，其他设计出

水水质主要按景观用水标准确定。具

体详见表2。

表1 工程服务范围内再生水需求量统计表

序号 用途 用量（立方米/日）

1 绿化用水 80200

2 景观用水 9090

3 居民生活杂用水 7643

4 工业用水 3000

合 计 99933

考虑到配水管网漏损水量以及远

期可能增加的用水需求，据此可确定

本工程改扩建建设规模为10万立方米

/日。（1）一期技术改造工程规模1万

立方米/日：一期出水执行绿化用水标

准，本期改扩建项目出水标准提高为

景观用水标准。（2）二期扩建工程规

模9万立方米/日。

三、 进出水水质确定

本工程源水为现有河东污水处理

厂尾水，其多年平均出水水质标准总

体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中的二级排

放标准，结合监测数据来确定本工程

表2 再生水厂进出水水质

水质指标 进水水质 出水水质

SS≤ 30 10 

CODCr（mg/L）≤ 70 30 

BOD5（mg/L）≤ 25 6 

NH3-N（mg/L）≤ 40 5 

TN（mg/L）≤ 55 15 

TP(以P计)（mg/L）≤ 3 0.5 

四、工程方案选择

在可研中，提出以下备选方案供

选择：

方案一：曝气生物滤池+除P沉淀

池+外置式超滤；

方案二：曝气生物滤池+微砂

沉淀。

目前出水主要为绿地浇洒用水，

其次为景观用水，两个方案均能较好

地达到此处理要求，对两种方案的技

62 中国工程咨询
2014年第8期 总第167期



工作交流
GONGZUO JIAOLIU

术经济指标进行详细比较。由表3可以

看出，方案二的经济性更好一些，推荐

方案二。

求，财务净现值大于零，投资回收期低

于行业基准回收期18年的标准，以上

结果表明该项目能按期收回投资，在

财务上是可以接受的。另从总投资收

益率和资本金净利润率的计算结果可

以看出该项目的投资盈利能力已达到

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2.不确定性分析
（1）敏感性分析：分别对本项目

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成本和营业

收入采取提高或降低±5%、±10%、

±15%、±20%的变化幅度，来测定项

目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受影

响的变化程度，进而绘出敏感性分析

图，如下图。

表3 方案一与方案二技术经济综合比较

序号 项目 单位 费用

方案一 方案二

1 工程总投资（不含管网） 万元 21741.33 16906.72

2 单位水量工程费用投资 元/m3 2415.7 1878.52

3 单位总成本 元/m3 1.77 1.36

4 单位经营成本 元/m3 1.1 0.84

4 运行成本 万元/年 2087.01 1583.44

5 总装机容量 kW 4115.6 3552.7

6 年耗电量 万kW.h 880.18 752.47

7 单位水量电耗 kW·h/m3 0.466 0.398

五、方案设计

为进行方案一、二详细比选，以下

方案设计部分双方案均有设计；（公共

部分即方案一与方案二一样的部分）。

此方案设计除考虑了二期90000 立方

米/日新建外，还考虑了一期10000立

方米/日的改造工程。

1.一期改造公共部分
目前一期工程处理规模10000立

方米/日，采用的是河东污水厂出水

→“集水池→提升泵→硝化曝气生物

滤池→多介质快滤池→消毒”工艺。改

造后，一期新增中间水池做硝化液内

循环用，二期新建的设施中，硝化生物

滤池之前的工艺段全部按照（9+1）万

立方米/日的规模设计，改造后一期工

艺是河东污水厂出水→“集水池→提

升泵→二期反硝化生物滤池→一期硝

化生物滤池→中间水池（硝化液回流

用）→多介质快滤池→消毒”工艺。

2.二期新建公共部分
二期新建90000立方米/日污水处

理系统，公共部分为：细格栅及进水

泵房→反硝化生物滤池→硝化生物滤

池，其中，硝化生物滤池前工艺均按

100000立方米/日规模设计。

3.二期新建不同部分
方案一：硝化生物滤池出水→除P

沉淀池→外置式超滤装置

（1）除P沉淀池：该构筑物主要功

能是通过投加PAC将水中的磷有效去

除，同时，依托混凝沉淀的作用部分降

解COD和SS。（2）外置式超滤装置：

通过管式超滤系统有效去除污水中悬

浮颗粒和微生物，严格保证出水悬浮

物稳定达标甚至更高标准。

方案二：硝化生物滤池出水→微

砂沉淀池

微砂沉淀池：进水来自前段处

理工艺，通过微砂沉淀池进行活性

炭吸附、混凝、絮凝、微砂投加循

环和沉淀处理，去除部分CODcr, 

BOD5,SS,TP和色度等，出水进入后

续工艺。

六、投资估算及财务评价

根据推荐方案二，测算本工程项

目总投资为16906.72万元。其中：工

程费用为13945.39 万元，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为1630.30万元，预备费用为

1246.06万元，铺底流动资金84.97万

元。对方案二进行了财务评价。

1.盈利能力分析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是融资前动

态分析报表，考察整个计算期内现金

流入和现金流出，计算项目投资内部

收益率和净现值等指标（详见表4）。

表4 财务分析指标汇总表

序

号
名称 单位 指标

1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
益率（所得税前）

% 9.13

2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
益率（所得税后）

% 8.10

3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
（所得税前）i=5%

万元 6390.60

4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
（所得税后）i=5%

万元 4456.47

5
项目投资回收期（所

得税前）
年 10.08

6
项目投资回收期（所

得税后）
年 11.28 

7 总投资收益率 % 6.68

8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ROE）
% 8.77

由以上指标数据可看出财务内部

收益率高于行业基准收益率8%的要

（2）盈亏平衡分析：盈亏平衡分析

是通过计算项目达产年的盈亏平衡点

分析项目成本与收入的平衡关系，盈

亏平衡点距离设计规模差距越大，风

险越小。

盈亏平衡点（处理能力利用率）=

年固定成本/（年营业收入-年可变成

本-年销售税金）

BEP（盈亏平衡点）=1489.34/

(3515.40-1073.44)=60.99%

当本项目达到生产能力的60.99%

可保本运行，故可以认为本项目具有

较好的抗风险能力。

七、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按照1.86元/吨

计取污水处理费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

高于行业基准收益率，投资回收期低

于基准回收期，净现值大于零，其余各

项指标也都满足企业和行业要求，因

此得出项目的盈利能力分析结果是好

的，在财务上是可行的。项目资产负债

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各项指标

也在允许范围内，表明项目清偿能力

和抗风险能力是可行的。

所以，通过对两种工艺方案进行全

敏感性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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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详细的技术及经济评价分析，推荐采

用方案二作为本工程的建设方案。

以上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污水资源

化处理项目可行性报告的主要内容，

结合以往同类项目的工作经验，总结一

下咨询单位在编制类似污水项目可研

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1. 确定用水需求及工程建设规
模是关键

（1）关于再生水用户确定的原则：

常规污水再生利用处理工艺是否可以

满足其对水质的要求；用水需求是否

迫切，实施后对城市产生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明显；用户需水量较大且

用量相对稳定；用户距离污水厂较近

且比较集中，尽量减少回用水配水管

线的长度。利用这些原则，可为筛选用

水企业提供判断依据。

（2）关于再生水用户的确定：要对

再生水潜在用户的细致调查，通过接

洽确定的再生水用户，尽可能达到使

各主要用水企业已与工程项目业主签

署再生水利用的意向性协议或供用水

合同。

（3）合理确定工程建设规模：在

再生水用户需水量落实之后，要考虑

现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能

力和实际处理量能否满足拟建工程对

源水用量的需求，再据此确定工程建

设规模。

2. 确定进出水水质要谨慎
可研编制单位要掌握污水来源水

厂的设计进水水质指标值相关资料，

最好获取其实际进出水水质数据，在

条件允许之时，可进行实际检测，尽可

能得到最真实的数据。在确定出水水

质时，可研编制单位要注意：当再生水

同时用于多种用途时，其水质标准应

按最高要求确定；对于要向服务区内

多用户供水时，可按用水量最大用户的

水质标准确定。进出水水质一旦确定

不当，以后的工艺路线会受到很大的

影响。

3. 工程方案选择要合适
选择方案时，要在分析污水营养

物质组成特点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

处理工艺。第一，报告在进行工艺方案

的比选时，既要注重技术性的优劣分

析，又要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比选；其

次，要综合分析国内外现有污水再生

技术工艺，提出选用运行可靠、维护相

对简单、在国内有运行管理经验的先

进工艺，但在先进性上要适当，既不能

为了先进不考虑经济，也不能为了经济

而选择落后的工艺，避免走两个极端。

第三，方案的选择应考虑地方的实际

情况，尤其是在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

工艺选择要兼顾投资造价水平和将来

维护运营的经济性。

4. 投资估算和财务评价要客观
一般来说，投资估算产生较大偏

差原因在于：工程方案设计太过粗糙，

深度不够；估算内容漏项、多项，估

算指标依据不足；选用指标偏高或偏

低；建设单位对项目的影响，人为造成

项目财务评价偏差性。因此，在设计工

程方案时深度要达到一定深度，根据

设计深度合理选用估算指标。另外，还

要经济选择资金筹集方法，应根据项

目情况选择一种或适当的几种筹资方

式进行组合,使得建设工程项目的资金

筹集经济可行。

实际上，在实际编制可研的过程

中，咨询人员既要处理好与业主、与利

益相关者复杂的关系，同时又要完成

项目的具体工作，这要求项目人员不仅

要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更要本

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以强烈的

责任心真正为国家、为社会、为业主出

谋划策。

（作者单位：黄训，中咨工程有限公司； 

彭树恒，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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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高  波

风险及风险管理概述

1．风险概念
风险一般有两种表述：一种将风

险表述为损失的不确定性，另一种则

将风险自身表述为不确定性。

风险表现为损失的不确定性，说

明风险只能表现出损失，没有从风险

中获利的可能性，属于狭义风险，通常

使用概率中的二次分布来分析风险，

风险= (1 )np p n−     

式中：n－损失风险单位数

          p－损失概率

当损失概率为 0 或 1 时，风险为 

0；当损失概率为 0.5 时，风险最大。

若风险表现为不确定性，说明风

险产生的结果可能带来损失、获利或

是无损失也无获利，属于广义风险，金

融风险属于此类。

一般情况，任何经济社会活动，

对相关事物都会产生一定效应，其影

响的结果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

面的，所有这些负面影响出现的可能

性即为风险。因而，关于风险较为通用

的理解是：风险是损失发生的不确定

性，由不确定性和损失两个要素构成；

风险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某

一事件其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间的变

动程度，变动程度越大，风险越大，反

之则越小。

2．风险特征
风险特征主要包括：（1）不确定

性，风险的程度，发生的时间、地点及

转化均是不确定的；（2）客观性，风

险的存在、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3）不利性，风险一旦发生，就会产生

损失或负面影响；（4）相对性，针对不

同的风险主体，风险的作用及影响是

相对的；（5）与利益的对称性，风险和

利益是同时存在的，利益是风险的报

酬，风险是利益的代价。

3．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是指促使某一特定风险

事件发生或增加其发生的概率或影响

损失严重程度的因素，是造成损失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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