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观点：

人们对中国建筑行业的不断增长怀有很
高的期望，因为它能刺激国家的经济。 
但公司必须要确保他们有充分的保险，
否则会出现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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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建筑行业有
特定的经营和承包方
式，但你一旦离开那
个环境，一切都变得
不同了。”

Stephen 
Boddington 
JLT 怡和

中国建筑业继续向全球扩张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几乎降到了近三十年来
最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其重心转移到
基础设施产业上，以此来刺激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的
经济体。

这种做法似乎正在发挥作用。 去年，中国基础设施
产业增长了17%，而2015年的增长则为12%。 

事实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现在每年
在经济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要比北美和西欧的总和还
要多。而且，中国政府还有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待
落实。中国政府还计划在公路和水路（航运）建设上
投入1.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610亿美元），新增铁
路和铁路升级上投入8000亿元，并且还要开始建设
15座水力发电大坝和电站。 

当然，这些投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政府的“一带一
路”计划。这项计划旨在加强中国国内以及中国与欧
亚大陆的互联互通。

该计划已经让中国建筑行业的许多公司加快进入了“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2016年其海外承包项目的
总价值，根据中国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 
in China）的资料显示，已达到了1.6万亿元人民币
（24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8.1％。

但如此迅速地扩张到新的地区，而且很多地方都处
于非常不稳定的环境，并非没有风险。一些公司会因
此而失败。

怡和保险亚太区（JLT Specialty Asia）分管
建筑行业的区域董事经理，贝达霆 (Stephen 
Boddington) 表示，对中国建筑公司的风险管理流
程来说，更好地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
法律和监管环境就变得更为重要。 

 “中国的建筑行业有特定的经营和承包方式。但
是，当你离开了这个环境，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你需
要适应当地的做法。你不仅是走出了中国，在许多情
况下你也是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
家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谁也说不准的。”

贝达霆还指出，预合约的延误，进入现场路况和未
知的气候条件都是额外风险。而这些风险对于第一

中国“一带一路”有上百亿美元的基建项目将等待着大家合作
共赢。然而，错误的风险管理可能会导致一些公司陷入困境。

次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建筑公司而言
往往变得更加严重。

他说，那些在“祖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
能会变成十分严峻的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可能包
括“该国的基础设施是否达到方便使用的标准，或
者是否会由于现场道路情况而减慢工程进度等等问
题？”

不幸的是，对有些公司来说， 全面的风险和可行性
报告是很难执行实施的， 一位中国建筑公司负责购
买保险的人士如是告诉StrategicRISK。

他说：“赢得项目以及利用“一带一路”的机遇是有
很大压力的，而风险管理往往看起来像是我们在妨
碍工作。” “风险管理在这里还处在起步阶段，人
们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保险上。除此之外，大
部分有关保险的决策都取决于价格，而不是承保的
质量。”

对于这种观点，怡和保险经纪中国战略业务发展总
监宋亚东并不感到奇怪。

他说：“几年前，中国【建筑】公司并不关注政治和信
用风险保险，他们只想自己承担这些风险。”

但是，经过几起大规模亏损的案例，来自放贷机构的
压力和低迷的全球经济已经开始改变这一情况了。

亚东 说：“让中国公司保护自己不受【“一带一路”
国家的】政治和信贷风险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从
出口信用机构或商业保险公司购买政治风险和信用
保险（PCI）”。 

政治风险和信用保险（PCI）通常包括国家征用、国
有化、政治暴力、货币不可兑换、货币不可转让以及
仲裁等风险。

他说：“建筑公司应该考虑【购买】PCI，这是因为
大多数【一带一路的】国家正处在发展阶段。这些
国家的政治状况并不稳定，有时候经济情况也不
好。”

当然，许多承担海外建设项目的公司，其所面临的一
个主要问题就是融资。事实上，许多贷款机构会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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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者的话

怡和保险亚太区建
筑行业区域董事
经理  
贝达霆

项目专业责任保（SPPI）可帮助项目业主和
承包商减轻施工设计风险。虽然在中国大
陆，一般项目设计工作交由省级设计单位负
责，但“一带一路”海外项目的中方承包商
或项目发起人将按照各自的合同履行任务。
因此，项目专业责任保险是“核心”建筑保险
（如建筑“一切险”和第三方责任险）的补
充，对设计错误导致的损失给予投保人补
偿，而一般保险是不包括这类责任的。

如果没有项目专业责任保险，承包商和项目
业主就容易因设计缺陷而蒙受经济损失。
在最近的一起案例中，澳大利亚的一位中国
承包商承担了建设新煤矿的工程设计责任。
该项目随后出现设计和落实问题，项目业主
起诉承包商，要求索赔1700万美元。

尽管项目专业责任保险有明显的优点，但亚
洲承包商一般不会主动购买该保险，只有在
要履行合同义务规定的情况下才投保。其原
因可能是没有从保险市场上了解到相关的保
险种类，还有就是在索赔方面经验有限。

鉴于亚洲承包商对此问题的立场，项目业主
在起草项目合同时就要寻求专业意见，确保
在承包商承担设计责任时投保项目专业责
任保险。更重要的是，项目业主应确保保单
的赔偿限额合理，保险期限能反映按合同
规定的设计责任的程度有多大，以及能反映
符合单个项目风险的附加条款。

项目业主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投保一种相对
较新的保险产品，即业主控制项目专业责任
保险（PCPI）。 

业主控制项目专业责任保险不是将职业责
任保险的义务交给承包商，而是在设计缺陷
导致损失的情况下，项目业主无需通过法院
就能确定承包商的法律义务，即可直接按照
保单寻求赔偿。在承包商或咨询顾问按照合
同限制了其所承担的责任时，对项目业主而
言，业主控制职业责任保险也还是有其优
势的，因为这种限制不会影响该保单的赔
偿范围，而普通专业责任保险就无法做到
这一点。

> 欲知更多详情 www.asia.jlt.com

使承包商购买政治风险和信用保险作为获得贷款的
先决条件。 

但是这么做也有一些问题，博丁顿说。

他说：“施工合同中的保险要求的问题就在于，这可
能并不一定能反映出该项目所存在的风险。因此，
建筑项目的保险采购，特别是在不熟悉国家的建筑
项目的保险采购，其内容就需要比合同中涉及的内
容更加广泛。”

“你需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相对施工合同中
由他人所写的内容，这个项目所面临的真正风险究
竟是什么？’”

保险行业表示，有审慎风险管理的中国企业将成为
国家基础设施繁荣中的大赢家。

当然，这么做也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瑞再企商保险有限公司中国保险 说，从现在到
2030年的几十年间，“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
保险费估计为270亿美元，其中160亿美元将由在
中国的保险公司承保。

瑞再企商保险有限公司中国保险的首席执行官， 
郏京炜 (Jingwei Jia) 表示，“大部分需求都来自工
程和地产，其次是责任险和海运保险。”

看来许多相关人员都可以从该“建筑业的繁荣“中
获得巨大的收益。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些价值数百
亿美元的项目将会多快，多有效地发挥作用 。

专业责任保险是“一
带一路”项目的关键据估计，除了已规划到2030年的1.2万亿美元的项目外，从

2016年8月至2030年间，“一带一路”在建筑和其他项目
的额外投资将达到5.2万亿美元。

2030年之前，中国参与的其他 
“一带一路”项目

项目总价（单位：10亿美元)

项目类型 中国 海外 总计

基础设施

运输 30 942 972

通信 200 369 569

水、卫生 239 434 672

电力、资源 585 1105 1690

其他基础设施 171 420 592

农业 农林畜牧渔 17 55 73

文化交流、
旅游

文化交流，旅游 38 119 157

其他

能力合作 28 60 88

工业园区 61 171 232

商业大厦 56 138 194

总额  1425 3813 5239

资料来源：瑞士再保险经济研究及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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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京炜 (Jingwei Jia) 表示，“大部分需求都来自工
程和地产，其次是责任险和海运保险。”

看来许多相关人员都可以从该“建筑业的繁荣“中
获得巨大的收益。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些价值数百
亿美元的项目将会多快，多有效地发挥作用 。

专业责任保险是“一
带一路”项目的关键据估计，除了已规划到2030年的1.2万亿美元的项目外，从

2016年8月至2030年间，“一带一路”在建筑和其他项目
的额外投资将达到5.2万亿美元。

2030年之前，中国参与的其他 
“一带一路”项目

项目总价（单位：10亿美元)

项目类型 中国 海外 总计

基础设施

运输 30 942 972

通信 200 369 569

水、卫生 239 434 672

电力、资源 585 1105 1690

其他基础设施 171 420 592

农业 农林畜牧渔 17 55 73

文化交流、
旅游

文化交流，旅游 38 119 157

其他

能力合作 28 60 88

工业园区 61 171 232

商业大厦 56 138 194

总额  1425 3813 5239

资料来源：瑞士再保险经济研究及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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