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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工程项目价值链模型与项目增值方法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

郑丽霞1
摘要
工程项目的根本目标是实现项目价值在全体利益相关者间分配的合理化与项目价值的最
大化，这是事关人们正确地做事情（分工合作大家受益）和做正确的事情（实现增值）两个
方面的管理目标。实现项目价值分配合理化的过程就是项目价值传递的过程；实现项目价值
最大化的过程就是项目实现增值的过程。本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提出并构建了工程项目价
值链模型，同时给出了有关项目增值的方法。
关键词: 项目价值链模型；价值传递；项目增值
前言
工程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额巨大、
不确定因素多、利益相关者复杂等特征，从规
划、设计、建造到竣工投入使用，都存在着诸
多的风险。工程项目的建设目标之一是实现项
目价值的最大化与项目利益在各利益相关者间
的合理分配[1]。一方面，不同利益相关者为了
实现项目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合作[2]；另一方
面，
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工程项目有不同的要求，
彼此之间存在冲突与矛盾[3]。此外，工程项目
的各种内外部条件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4]，
环境的变化会使项目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发生
变更，影响工程项目目标的顺利实现[5]。因此，
各利益相关者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合理配置是
保证工程项目目标实现的前提，同时这也是一
种项目价值的增值、传递和合理分享的管理工
作。
Ⅰ. 研究现状与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1.项目利益相关者关系理论综述
作者对这方面现有文献总结发现，目前对

根据表 1 中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发现，目前

于项目各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的研究可分为冲突

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

型博弈、合作型博弈与合作伙伴式管理模式三

果，但工程项目建设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

类，有关讨论如下表所示。

利益相关者更是非常复杂；同时，不同利益相

表 1 项目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理论综述表

关者对项目的期望值不同，并且在项目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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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同阶段各利益相关者对项目的影响程度也

为弥补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价

不同。因此，明确识别工程项目的利益相关者，

值链理论，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模型推

并对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以及相互之间

导与理论推演等方法，对工程项目全体利益相

的价值传递进行恰当管理，仍是非常重要的问

关者的价值链模型与项目增值方法开展研究，

题。

并按照如下逻辑展开。首先，对现有相关理论

2．价值链理论综述

和文献以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综述，以发

价值链理论最早是迈克尔·波特在《竞争

现现有理论和研究中这方面的不足；其次，通

优势》一书中提出的，是对企业中基于产品生

过实地调查，研究不同行业企业以及大型建设

产价值链的研究。海恩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

项目的价值链中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不同利益

论，
强调生产过程的终点是顾客对产品的要求，

相关者间价值传递和价值增值的过程，并借助

而利润仅是满足这一终点目标的副产品；
同时，

价值链理论研究，提出工程项目全体利益相关

海恩斯认为任何产品价值链在价值创造的不同

者的价值链模型；再次，对工程项目增值的方

阶段包含不同的主体。后续经过各种发展，价

法进行了理论性的合理诠释；最后，总结本文

值链理论被引入工程项目管理领域，形成工程

的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先后实地调查了丰田产业技术纪念

项目价值链管理理论，有关讨论如下表所示。

馆、丰田汽车工厂、电力科学馆、J-POWER（电

表 2 价值链理论综述表

源开发株式会社）中部支店、东浓地科学中心
等产业价值链和明治村博物馆、沙面建筑群、
珠江新城等多个建设项目价值链。通过对这些
产业和建设项目价值链的观察，发现其实现基
于全体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和价值分配的理
论与方法，对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例如在纺织产业中，从原棉到粗线，到细线，
到白色成品布、彩色成品布、毛巾等各种布料
的形成，各个环节联系非常密切，形成契合完
美的价值链。每个上游环节在生产过程中都会
考虑到是否能够方便下游环节生产过程的开
根据表 2 中对现有文献的总结，现有文献

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上游环节中生产

对萌生于企业的价值链理论已有较成熟的研

失误可能对下游生产环节造成的影响。同时，

究，对价值链的定义、内涵、特性、以及价值

各个环节都有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提高自身的生

增值的方式均有较深入的研究；而将价值链理

产率，从而提高整个生产价值链的生产率。由

论引入工程项目管理领域，对工程项目价值链

此，整个生产价值链的效率得到了总体的大大

与价值管理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工程

提升，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

项目价值链、工程项目价值管理等概念的定义

在汽车产业中，同样看到了这样严密咬合的生

和内涵已被广泛界定，但关于工程项目价值链

产价值链，从汽车产品的设计、产品模型的生

中全体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增值和传递过程等均

产、产品试生产，到产品的大规模量产的价值

缺乏明确的阐释。

链，以及在大规模量产时从汽车钢板的压型、
焊接、喷漆、组装，内部零部件的生产、组装，

Ⅱ. 研究过程及方法

直至最后的成型，
每个环节都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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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出现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因为任何一个

通过工程项目而获得的价值，FCi 代表该项目分

环节出现问题，
都会导致整辆汽车生产的失败。
对上游环节的生产进行二次检验，以保证整条

包商为工程项目创造的功能，C Ci 代表该项目分
包商为创造项目的某种功能而付出的项目成本
（箭头代表C Ci = ∑ VSC ）； ∑ VSC 代表所有提供专

价值链的整体价值的实现。在电力产业中，从

业服务的专业分包商通过工程项目获得的价值

电力的生产、运输（包括变压）和使用的整条
价值链中涉及到发电厂、变电所、电线生产商、

总和，VSCj 代表提供某种专业服务的专业分包商
通过工程项目获得的价值，F 代表该专业分包

铁塔生产商、电柱生产商、用户（家庭或企业）、

商所提供的专业分包服务为工程项目创造的子

以及各种原材料供应商和建设者等多种利益相
关者，更特别的是还有小鸟等各种特殊的利益

功能，CSCj 代表该专业分包商为工程项目创造某
种子功能的过程中所花费的项目成本（箭头代

相关者，只有将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考虑到，才

表 CSCj = ∑VSi ）； ∑VSi 代表为工程项目提供各种

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资源的供应商所获得的价值，VSi 代表为工程项

每一环节的生产都非常精准，并且下游环节会

j

根据这些资料、数据和作者观察到的现场

j

SCj

目提供某种资源的供应商所获得的价值，FSi 代
表该供应商为工程项目提供该种资源所创造的

事实，本研究对涉及工程项目全体利益相关者
的价值链模型与项目增值的方法开展更为深入

功能，CSi 代表该供应商为工程项目提供该种资
源所产生的成本； = ...... 代表其他项目利益相

的研究。

关者的价值、功能与成本的省略；ST 代表目标

Ⅲ. 工程项目全体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链模型
作者的研究结果证明工程项目各利益相关

约束条件。

者所创造的项目价值、获得的项目功能、花费

现对公式 1 的内涵进行具体阐释如下。首

的成本等各因素都是相互关联与影响的。一方
先，根据价值链理论公式

面，对某一利益相关者而言，其通过项目所获

V=

F
C

，对某一利益相

得的价值等于其创造的项目功能与花费的成本

关者而言，其通过项目所获得的价值等于其创

的比值；另一方面，价值链某一环节的利益相

造的项目功能与花费成本的比值。例如，项目

关者所花费的成本直接影响到下一环节利益相

业主通过工程项目所获得的价值V0 为项目业主

关者的价值增值，理论上讲，这两个值应该是

通过工程项目所得到的功能 F0 与其为获得项目

相等的。这种项目价值与功能、成本间的关系

功能所付出的成本C 0 的比值，即项目业主通过
工程项目所获得的价值是由其所得到的功能与

以及价值链的传递机制可以表示为：

所花费的成本决定的。其次，项目某一利益相
关者的新增价值为其所获价值与所花费成本的
其中：V0 代表项目业主通过工程项目所获

差值，即Vi 新增 = Vi − Ci ，这也是根据价值链理论得
出的。只有当这一差值大于零，即新增价值为

得的价值， F0 代表项目业主通过工程项目所得

正值时，利益相关者才是有利可图的，这是利

到的功能，C 0 代表项目业主为获得项目功能 F0

益相关者参与项目的根源所在。再次，价值链

所付出的成本；V GC 代表总包商通过承包工程项

某一环节的利益相关者所花费的成本直接影响

目所获得的价值（箭头代表C 0 =V GC ）， FGC 代表

到下一环节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
理论上讲，

总包商为工程项目所创造的功能，C GC 代表总包

这两个值应该相等。例如，项目总包商的新增

商为创造项目功能而实际花费的成本（箭头代

价值与项目业主花费的成本相等，而项目分包

∑VCi

∑VCi

代表全体分包商通过工程

商的新增价值总和又与项目总包商花费的成本

项目而获得的价值总和，V Ci 代表项目某分包商

相等。这是由于工程项目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

表C G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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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具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在价值链中扮演不

的价值增值。这种工程项目增值的方法可用图

同的角色，相互之间通过签订合同与协议等方

1 表示。

式开展分工与合作，合同委托方所愿支付的成
本直接影响着合同受托方的收益，理论上这两
个值是相等的。最后，整个价值链条受到目标
约束条件“V − C
i

i

>0

”的制约，即所有利益相关

者的新增价值都必须大于零，如果任一利益相
关者的新增价值为负值，整个项目价值与成本

图 1 社会分工带来工程项目增值的方法

的传递链条就被破坏了，整个项目的价值也就

如图 1 所示，在工程项目价值链中，下游

无法实现。

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在某专业工作上比上游环节
的利益相关者更具经验，生产效率更高，生产

Ⅳ. 工程项目增值的方法研究
作者的研究结果证明，工程项目增值的方

成本也更低。因此，上游利益相关者选择通过

法有两种：一是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通过相

签订合同或协议等方式将工作任务承包给下游

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使交易成本降低，提高运

利益相关者，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以此带来工

作效率，从而实现整条价值链的价值增值，即

程项目新增价值盈余，
并由合作双方共同分享。

社会分工带来项目新增价值盈余；二是价值链

例如，项目业主与总包商、总包商与分包商、

中涉及的各利益相关者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增加

分包商与专业分包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均是通

它所创造的价值，从而实现整条价值链的价值

过这种方式实现价值增值。

增值，即社会竞争带来项目新增价值盈余。而

（2）社会竞争带来工程项目增值的方法

工程项目的增值又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工

除工程项目价值链上下游利益相关者的社

程项目整体的价值增值，
即整条价值链的增值；

会分工外，价值链同一环节中利益相关者的社

其二是价值链上每项活动的价值增值，即各利

会竞争也能够给工程项目带来价值增值。这种

益相关者的增值。现从工程项目整条价值链的

工程项目增值的方法可用图 2 表示。

增值与利益相关者的增值两个角度对工程项目
增值的方法进行分析如下。
1. 工程项目整条价值链增值的方法
在工程项目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根据
自己的专业特长分别承担不同的项目任务，并
共同合作。一方面，这种分工与合作使社会劳
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
益和价值，实现各自和整体的价值增值；另一
方面，价值链中地位相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又
存在竞争，这种竞争促使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

图 2 社会竞争带来工程项目增值的方法

率、降低成本，从而不断实现价值增值。

在工程项目价值链中，除项目业主以外的

（1）社会分工带来工程项目增值的方法

其他任一环节的利益相关者都存在诸多竞争

社会分工与专业化使不同的生产任务由不

者，这些竞争者为获得参与项目的机会而不断

同的利益相关者专门负责，劳动生产率提高很

地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
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多，同时劳动成本大幅度降低，带来工程项目

如图 2 所示，最终生产效率更高、生产成本更
低的先进包超越落后包而参与到工程项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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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中，这种相同地位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
竞争给工程项目带来了增值。
2．项目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的方法
由工程项目价值链的定义可知，工程项目
的价值增值由工程项目价值链中所有利益相关
者共同分享，
这些利益相关者主要有项目业主、

由表 3 可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处于工程

总包商、分包商、专业分包商、供应商、当地

项目价值链的不同环节，
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

政府、社区公众等，各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的

但各利益相关者增值的方法却是基本相同的，

途径与方法可用表 3 表示。

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价值链上下游利益相关

表 3 各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的方法

者的分工合作创造新增价值；二是同一环节利
益相关者的社会竞争促使其自身不断努力提高
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创造新增价
值。
Ⅴ.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可以得到以下 3 个结论：（1）通过
构建工程项目价值链模型发现：①对某一利益
相关者而言，其通过项目所获得的价值等于其
创造的项目功能与花费成本的比值，其新增价
值为所获价值与花费成本的差值；②价值链某
一环节的利益相关者所花费的成本直接影响到
下一环节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理论上讲，
这两个值应该相等。因此，在开展工程项目价
值管理时，既要保证各利益相关者价值增值的
实现，又要按照价值链合理分配项目价值，以
集成管理好项目价值，从而使全体利益相关者
共同受益。（2）各利益相关者的新增价值都大
于零，是项目价值管理成功的表现，是项目各
利益相关者决定参与项目的根源所在。这是因
为根据结论一，利益相关者的新增价值即所获
价值与花费成本的差值。当利益相关者的新增
价值大于零时，其获得的价值要高于其花费的
成本，只有这样才是有利可图的，利益相关者
才会选择参与项目。因此，为增加利益相关者
的新增价值，就要从降低项目成本与提高项目
功能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合理配置资源，消除
或减少无效活动，降低项目成本；另一方面通
过改进方法或创新等途径提高项目功能。（3）
通过对工程项目增值方法的研究发现，工程项
目的新增价值来源于社会分工和社会竞争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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