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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建筑企业货物采购招标中的
技巧与应用

徐!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LL#

!摘!要"!采购周期长和报价一经投标后无法变动等两个问题在货物采购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频率较高"对建

筑企业货物采购的影响较大$ 本文浅析了招标采购方式在货物采购中的适用性"并通过引用建筑企业货物采购具

体实例"分析了采购方式的上述两个局限性"提出了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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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是企业为满足自身需要或保证生产经营正常

开展所必不可少的一项经营活动#按照标的物不同#采

购可分为工程%货物和服务三大领域& 其中#对于建筑

企业来说#货物采购是企业后勤保障的关键& 优秀的

建筑企业必有着与其超卓履约能力相称的货物采购能

力#能够合理利用市场杠杆效应#降低采购成本#节省

采购时间#取得最优采购成果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之一&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筑施工领域#尤其是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的变化日新月异#经营模式日趋现代化%法

制化%全球化#货物采购也不再是单纯的一对一买卖或

)付钱交货*的简单模式& 为规范采购行为#维护国家

和社会公共利益#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廉政建设#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对采购行为#尤其是使用国有资金以及

由各级政府%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开展的采购行为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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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较严格的要求& 面对新的经济社会形势带来的新

问题#建筑企业如何合理运用招标这一日趋主流的货

物采购方式#在合法依规的前提下处理因招标方式局

限性带来的问题并规避相关采购风险#已成为货物采

购工作的重中之重和采购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

$%当前采购形势下招标采购方式的应用环

境分析

"G"!法律层面已明确招标应成为货物采购的主

流方式

!!招标是一种运用广泛的国际惯例#自雏形形成至

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世界各国均有较明确%完备的法律

法规对招标的适用范围和操作模式进行约束& +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进行的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

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

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

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包括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

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 +工程建设

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第七条规定!)上述各

类工程建设项目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

同估算价在 "##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进行招标*从

上述法规对招标的适用范围%覆盖程度要求中不难看

出#各项法规已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招标应是货物采购

的主要方式#依法必须招标项目若采用除招标之外的

其他采购方式#将面临的是采购结果无效甚至遭受法

律的制裁&

"GJ!招标方式的特点使其在货物采购中具备

优势

!!招标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应用经济%技

术方法和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有组织开展的一种以择

优成交为目的的%较科学的采购方式#对提高采购质

量%降低采购成本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相较于其他采

购方式#招标在相同条件下更易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且模式成熟#具有更完备的法律可供依循& 其种种优

势使其在现代商业行为#尤其是新形势下的建筑施工

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长盛不衰& 因此#招标以营

利为目的#在保证采购质量的前提下旨在取得更优惠

的采购价格& 同时#建筑企业#在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

的采购实施过程中#也应尽量采用招标作为主要的货

物采购方式#以顺应采购发展的大形势#取得更好的采

购成果&

+%招标方式部分局限性应对技巧与方法

虽然招标这一采购方式具备种种优点#但也存在

着一定的局限性& 建筑企业货物采购的特点为!须尽

量缩短采购周期以满足合同工期要求#为项目履约赢

得更充分的时间(须尽可能降低采购成本以获取更大

的经济效益& 而在招标采购的实际操作中#采购周期

较长%报价一经投标后无法变动等因素常常限制了招

标采购的运用#现通过典型案例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法&

JG"!招标采购周期相对较长#会对项目工期带来

一定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要的合理

时间(但是#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

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最

短不得少于二十日*这一规定限定了招标采购的周期

至少需要二十天#计算前期准备和后期评标%定标时

间#采用招标方式组织开展建筑施工项目的货物采购#

其周期一般需要三十天以上& 然而#与工程类采购往

往具备较充分的准备时间不同#施工单位一经确定%进

入施工期后#时常面临工期紧%任务重%施工强度大的

局面#为保证项目顺利按时完工#须迅速组织施工设备

进场及工程所需主要设备和物资的采购工作#货物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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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的周期控制显得异常重要& 大型建筑施工项目#

如装机容量较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工期较长#在合理的

施工组织设计下尚可保证货物采购的时间相对充裕#

而中小型项目#尤其是近年来在我国迅速发展的风力

发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项目#均具有非常显著的短平

快特点#从施工单位进场至项目并网发电往往仅需数

月甚至更短时间#货物采购的时间常常捉襟见肘#采购

周期无法满足项目施工进度要求#是制约招标这一方

式无法在建筑施工项目货物采购中应用的主要原因&

JG"G"!光伏发电项目所需光伏组件采购实例

以光伏发电项目设备采购为例#J#"$ 年底#国家

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

电价政策的通知,#计划将 J#"F 年光伏发电项目上网

标杆电价在当前基础上下调 #A#J 至 #A" 元R千瓦时(

同时#通知还限定#于 J#"F 年 F 月 M# 日前投运的光伏

发电项目能够享受当前的优惠电价#而于 J#"F 年 F 月

M#日"以下简称)FM#*$后投运的光伏发电项目将执行

J#"F 年的新上网标杆电价#能否于)FM#*投运发电#成

为了当年光伏项目投资建设成败的分水岭#而如何及

时采购到占光伏发电项目预算 F#S以上的光伏组件#

并有效降低成本#则成为光伏发电项目投资收益的关

键#须知在)FM# 政策的影响下#光伏组件行业一片繁

荣#供应商的订单应接不暇#随着时间推移#越临近

)FM#*#光伏组件的供货就越紧张#价格也就越高#行

业内卖方市场的局面日益凸显& 而一般的电力投资企

业规划中的光伏发电项目位置分散#遍及南北#因投资

评审%核准及征地等客观因素#各项目的推进进度不一

致#若仍采用传统方式#待各项目施工进度需求确定后

再分别组织所需光伏组件的招标采购#不仅无法控制

采购成本#一旦错过采购时机#行业内供应商排产饱和

后#将面临)一货难求*的尴尬局面#而且这些项目多

数均为投资建设项目#属依法必须招标范畴#采用其他

采购方式不仅无法保证能够取得更优的采购效益#也

不符合法规要求&

JG"GJ!以年度集中采购方式应对招标采购周期较

长的局限

!!作为企业的采购部门#可尝试光伏组件年度框架

集中采购的模式#即通过科学统筹#超前谋划#以该企

业 J#"F 年度所有项目所需的光伏组件为标的物#在

J#"F 年初通过组织公开招标方式选定数家入围供应

商并与各入围供应商签订框架协议#锁定光伏组件的

价格%付款方式等关键商务条款& 上述举措并未改变

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在保证充分竞争的同时#满足了

法规对采购方式的要求#且可以把握住年初光伏组件

价格尚未大幅上涨的最佳采购时机#以年度需求总量

为标的物#形成规模效应#取得良好的采购成果& 根据

相关统计#采用此采购方式的采购节资率可达 "#S

以上&

综上#在常规招标方式因采购周期限制无法满足

项目需求%或无法获取较优的采购效益时#采购管理部

门和采购从业人员应适当调整招标整体思路#变分散

招标为集中招标#在不改变采购方式的大前提下满足

项目实际需求&

JGJ!禁止)标后降价*导致招标方式在部分货物

采购中无法取得良好采购效益

!!招标#尤其是公开招标方式#能够发挥市场机制#

使各投标人展开公平的竞争#这也是其能够成为国内

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主流采购方式的根本原因#+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确定中标

人前#招标人不得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

质性内容进行谈判*#通过禁止)标后降价*和)二次报

价*的方式#避免投标报价的随意变动#有效维护采购

各方的合法利益和招标的公平性& 然而#在某些特殊

行业因素影响和上述规定的影响下#部分货物在招标

采购时反而无法取得良好的采购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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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G"!地下洞室施工项目所需凿岩台车采购实例

以凿岩台车设备采购为例#建筑企业通过竞标承

揽了一项地下洞室施工项目#需采购一台三臂凿岩台

车#为保障施工安全和进度#该工程主合同规定隧洞施

工的主要施工设备均需采用进口品牌#市场调研情况

和多次过往采购经验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进口凿岩

台车的供应商较少#而几家供应商经过多年竞争#其产

品技术均已相对成熟#价格水平接近#且形成了一定的

商业默契#此时若采用招标方式进行此设备的采购#几

家供应商极有可能在投标时采用价格壁垒策略#均以

较高且较接近的报价进行投标#而根据法规禁止)标后

降价*和)二次报价*要求#此时投标人无法与供应商

就投标报价进行商谈或要求其降低投标价格#采购招

标流程推进至此而无法达到降低采购成本的目的#采

购就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JGJGJ!在招标方式效果不佳时可适时改变采购

方式

!!为应对上述情况#作为企业采购部门可改变采购

方式#邀请两家国际知名供应商以竞争性谈判方式开

展所需三臂凿岩台车的采购工作#若两家供应商的首

次报价均较高#可根据竞争性谈判采购的相关要求#分

别与两家供应商进行背对背谈判#要求其在规定时间

内重新提交密闭的二次报价#报价更具竞争力者#方有

机会获得本采购项目的订单& 采购实例中#因无法在

短时间内掌握对方对二次报价的策略#在)囚徒困境*

心理的促使下#为获取订单#两家供应商的二次报价较

第一次报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至此#虽然参加采

购的供应商较少#但仍达到了充分竞争的目的#降低了

采购成本&

可见#在招标方式较难获取较优的采购成果时#可

适当改变采购方式#特别是当受特殊行业客观情况限

制#导致潜在投标人家数较少#无法保证充分竞争#而

标的物的技术相对条件相对成熟#成本是采购需要考

虑的主要因素时#不妨采用竞争性谈判#这一允许多次

报价%可人为提高竞争充分性的采购方式#在操作得当

时往往可以收取意想不到的采购成果&

C%合法依规仍是选择采购方式时需要考量的

最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若采用招标之外的方式开展采购

工作#一定要对所采购项目性质进行严格的考量#上述

地下洞室工程施工项目为该施工企业通过竞标承揽#

在项目招标过程中已经过了一次充分竞争#不属于依

法必须招标项目范畴#因此该施工项目所需的主要货

物可采用招标之外的其他采购方式开展#而依法必须

招标项目的货物采购方式则需严格遵照相关法规要求

执行&

)%结%语

综上所述#招标方式因其特性和与之配套的完备

法律#已成为建筑企业货物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但事

物均具有两面性#在特定采购条件下#招标采购周期较

长%报价一经投标后无法变动的局限性有所凸显#此

时#采购单位能否及时对招标模式或采购方式进行调

整#是节约采购成本%取得良好采购成果的关键因素&

采购实例证明#在合法依规前提下变分散招标为集中

招标%适时调整采购方式能较好应对招标的上述两项

局限性#并取得较显著的采购效益#值得建筑企业在货

物采购过程中加以尝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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