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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已经证明，对于全球很
多主要地区来说，2019年境
况艰难，贸易紧张局势和增
长疲软的情况继续困扰全球
经济。

特朗普政府和其他贸易对手 
— 主要是中国 — 之间的持
续冲突，引起了众多经济分
析师的忧虑，他们认为这就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
描述的增长“疲软”的关键
因素。

IMF在最近的《世界经济展
望》中指出，在美国首先实
施，中国随后跟进针锋相对
的新关税政策之后，6月份
的G20峰会结束时似乎并未
看到贸易战的进一步升级。  
但它也指出，“潜在的美国
制裁、英国脱欧不确定性的
持续以及愈演愈烈的地缘政
治紧张局面扰乱了能源价
格，并危及到全球科技供应
链”。

IMF现在预计，2019年的全
球平均增长率为3.2% — 稍
低于早前的预测。 这个结论

来自于年内迄今为止发布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以
及预测者们所描述的“缓和
的”通胀。 “由于企业和家
庭继续抑制长期支出，发达
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对耐用消
费品的投资和需求都表现低
迷，”IMF报告补充称，

“相应地，以机械和耐用消
费品为密集的全球贸易也保
持疲软状态。 假设当前处于
压力之下的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保持稳定，且朝着
解决贸易政策差异的方向前
进，预计到2020年出现的增
长也并不稳定，”预测者补
充道。

我们在本期《洞察》中将讨
论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内
容，并会格外关注您所在地
区的发展状况。

另外，我们还将为您呈现一
份特别报告，向您展示复杂
的建筑规划和项目监督领域
的风险管理及其日益增长的
重要性。

全球经济:
贸易战的“艰难背景”
言论掩盖了需求疲软

http://www.curriebrown.com
mailto:enquiries%40curriebrown.com?subject=


32019 年 9月 www.curriebrown.com  enquiries@curriebrown.com

《洞察》
全球经济

贸易战的“艰难背景”言论掩
盖了需求疲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对世界经济的最新展望，中美
之间持续的贸易战言论掩盖了
主要经济体需求疲软的情况。

今年夏天，IMF明确指出了有
关增长不确定状况的多种因素 
— 特朗普总统决心采取强硬手
段，与中国达成更为有利的新
贸易条件，有关英国脱欧的僵
局仍在持续，包括中东在内的
主要地区的支出不确定性。

但该机构也发现在2019年上半
年，全球总体活动依然“不温
不火”，并补充说： “发达
经济体的增长为我们带来了惊
喜，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的活动则弱于预期。”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
尤为明显。 今年第一季度，中
国的增长表现较强，但第二季
度则明显走弱。 

“从行业角度来看，服务业活

动经受住了考验，但从2018年
初开始的全球制造业活动放缓
一直在持续，体现出企业支出
疲软和消费者对耐用品（如汽
车）购买支出的走弱，”IMF
报告称，

“这些发展状况表明，在政策
不确定性加剧的形势下，企业
和家庭继续抑制长期支出。”

9月，中美两国的贸易战继续
升级，你来我往互相加税。据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这似
乎已经为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
影响。 它报道称“备受关注的
美国制造业指数从51.2下降到
49.1，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第
一次下降”。 

“该指数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的调查为基础，而接受这项调
查的公司称，出口订单缩减就
是此次贸易争端的结果，为避
免关税，将供应链从中国撤出

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该报

纸补充道。

9月，美国对一些消费品新增

15%的关税，它们包括服装、

割草机、缝纫机、食品和珠

宝。 中国则以牙还牙，对750
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 

并于随后就近期的美国关税向

世界贸易组织提起投诉。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
增长表现较强，但第二
季度则明显走弱。 

《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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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预测，2019年的总体增长
率将达到3.2%，明年将上升到
3.5%。 这体现出去年5月对
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征
收的更高关税 — 从10%提高
到25%。 IMF的预测者认为，
对中国和其他亚洲贸易经济体
的增长预测下调，“大致符合
我们对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以及
相关信心效应的预期”。

亚洲依然保持最高增长率，但
增长方式已经受到更多限制。 
对于所谓的“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经济体集团”，IMF预计
2019年的增长率为4.1%，明年
稍微上扬，达到4.7%。

预测者还补充道，“新兴和发
展中的亚洲市场预计2019-20
年增长率为6.2%”。 它指出
略微降低的原因在于贸易关税
形势。 “在中国，在结构性
增长放缓的局面中，加税和外
部需求走弱的不利影响，增加
了经济压力，因此需要加强
监管，控制对债务的高度依
赖，”IMF补充说。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经济更加疲
软，加上该地区内部的持续冲
突，因此对于这个地区的预测
也有所降低。 然而IMF称， 
沙特阿拉伯等经济体的复苏，
正在使该地区的整体表现有所
起色。 

研究人员发现，在2019年的剩
余时间里，非石油行业有望走
强，政府支出增加，消费者信
心增强。 预计2020年石油行
业会出现增长，这对海湾地区
的所有产油国都有所助益。

总体来讲，IMF的观点非常明
确。 “自2018年初以来，由
于美国不断推出关税措施，各

贸易合作伙伴纷纷采取报复行
动，以及英国退出欧盟的持续
不确定性，商业信心和金融市
场情绪也是起起落落，不断发
生变化，”报告这样评论道。

它发现贸易协定和各国之间的
关系“依然受到持久且困难的
谈判的制约”。 结论是，主
要的风险因素是不利的发展，
主要来自于关税或无协议脱
欧，“信心下降、投资减弱、
全球供应链混乱，以及全球经
济增长严重低于基准线”。 

在2019年底之前，中美两国可
能会重启贸易谈判。 目前，
英国脱欧的最终期限是10月
31日，可能会延长，也可能不
会延长，具体取决于英国政府
和欧盟的商谈结果，英国议会
和政府的政治动向也会产生影
响。 2020年的增长预测必将
受到这个结果的影响。

对于所谓的“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集
团”而言，IMF预计
2019年的增长率为
4.1%，明年稍微上
扬，达到4.7%。

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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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令人担忧，
与以往一样，亚太地区依然是
最健康的区域经济体，世界其
他地区的发展有赖于这里的持
续成功。

亚太地区的增长数据依然高于
世界其他地区，但预测者们继
续预期明年的增长会有所放
缓。 他们之所以态度谨慎，主
要是受世界各地所发生事件的
影响。 

包括越南、泰国和澳大利亚在
内的活跃经济体依然相对繁
荣。 而日本和韩国则继续保持
强劲的出口绩效。 然而，在评
估地区发展前景时，中国非常
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拥
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作为

出口合作伙伴，中国还占据着
主导地位。

上个季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强调了中美之间持续的
贸易紧张局面可能带来的影响
以及对于制约短期到中期增长
的深远意义。 从近期看，特
朗普政府发起的这些关税政策
的影响 — 以及威胁采取的其
他措施 — 将继续成为一些重
大事件的主导因素。

但贸易战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影
响，那就是中国一直在寻找新
的合作伙伴关系，主要是在其
亚洲邻国，但也会在中东和
非洲寻找。 不仅如此，中国
还投身于大规模的国内投资计
划，用实际行动表明中国试图

摆脱美国和发达西方国家等传
统出口市场，寻找新的客户与
合作伙伴。

8月份，国有新闻媒体《中国
日报》报道称，中国银行已经
批准了总值超过1400亿美元的
贷款，迄今已为600多个大型
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都属于大
张旗鼓的一带一路计划(BRI)
。 该行是中国四大国有贷款
机构之一，参与一带一路计划
已有数年时间，活跃于所谓
的“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

一带一路计划为中国提供了其
他经济出路。 它属于一项长
远策略，目的是巩固中国在亚
洲经济中的强大地位，但也是

世界经济增长衰退，
亚太地区继续前行

区域经济

亚太地区的增长数据依然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但预测者们继续预期明年的增长会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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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
力的一种方式。

对于投资者来讲，无论他们
来自哪里，中国一直都是一
个重要市场。 电动汽车制
造商特斯拉正在上海推进
其“Gigafactory 3”超级工厂
的建设工作。 主体建筑接近
完工，行业媒体报道称已经开
始安装生产设备，这是中国境
内第一座由外商独资运营的电
动汽车厂。 印度尼西亚本国
通讯社报道称，这家美国公司
可能要在摩罗瓦里选择锂电池
厂址，为亚洲业务供应产品。

《中国日报》报道称，中国工
程院领导的一支团队即将对在
粤港澳大湾区之间规划兴建的
高速“磁悬浮”铁路线进行前
期可行性研究。 如果这个巨
型项目得以实现，列车设计的
运行速度最高可达600公里/小
时，将在地下穿行。

中国政府继续出台一系列巨额

支出项目，从太空港到公用基
础设施，一应俱全。 仅在7月
份，经济规划部门国家发改委
称，已经批准了12个“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总价值达100
亿美元。 发言人孟玮称这些
项目主要与能源和运输行业相
关。

该委员会称，其支出 — 包括
基础设施、机械和房地产等资
产 — 在2019年一直保持稳
定，并同比增长5.7%。 它将
此归因于“坚实稳定的高科
技投资”。 根据其发布的数
据，在高科技制造领域的支出
激增11.1%，高科技服务领域
的增幅为11.9%，均比平均增
长率高出5到6个百分点。 

泰国北部城市清迈计划到2027
年启用其首条公共轨道交通线
路。 通过泰国轨道交通管理
局(MRTA)主办的一次会议，
我们了解到，这条12公里长
的“红线”将从Nakhon Ping 
医院延伸到Mae Hia的十字  

中国政府继续出台一系
列巨额支出项目，从太
空港到公用基础设施，
一应俱全。

《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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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某些路段为地下运行。 

根据MRTA的说法，该项目
可能到2020年获批，造价为
9.80亿美元，局长Pakapong 
Sirikantaramas告诉《曼谷邮
报》，这个项目的成功可能引
来进一步的公共交通投资。

三个主要机场 — 素万那普、
廊曼和乌塔保 — 之间的高
速路线也在向前推进，环境审
查已获批准，并将与Charoen 
Pokphand Group签订合约。

然而，《曼谷邮报》报道称，
这个耗资73亿美元的巨型项
目，在有关购地的事务方面依
然困难重重，国有铁路公司如
果未能购得大约20%的项目所
需用地，就会面临遭受巨额经
济处罚的风险。 有官员称，公
司将依赖于强制征购令来完成
这一流程，但这需要来自其他
公共机构的支持。 该项目将在
五年内完成。

Gulf-PTT Tank财团赢得了18
亿美元的合约，在该国东南部
的罗勇府建造麦普塔普特港的
三期工程。 预计新开发项目将
于2025年投入运营。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向颇具
争议的采煤项目提供支持，
将在昆士兰州开辟新的采矿
区。 该项目的规划方为印度的
Adani集团，在2010年首次提
出该项目时，就引发了环保界
的质疑。 但当该项目的地下水
管理计划得到昆士兰州政府的
批准后，最后的一道障碍也被

清除。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另投入23
亿美元，用于澳大利亚最大的
交通运输项目 — 悉尼地铁
西线。 根据当地行业媒体的
报道，此举是为了加快建设速
度，并以2018年的类似预算分
配为基础。 

主铁路段的长度为66公里，已
经开工建设，包括31座车站，
采用无人驾驶列车运行。 新
南威尔士州政府预计将很快公
布西北段工程，并于2020年开
工建设。 “我们竭尽全力保
持预算稳定，现在我们能够如
此快速地交付地铁西线这样的
重要轨道交通项目，出乎所有
人的意料，”交通部长Andrew 
Constance评论道。

为在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地区
的马卡蒂市建设价值35亿美元
的地铁，已经签署了一份公私
合作协议。 根据《建筑指数》
的报道，项目目标是于2025年
投入运营。

在柬埔寨，期盼已久的建筑法
规已获批准，目标是提升投资
者对该国的信心。 柬埔寨政府
称，必须加强问责制并提高效
率，这是决定批准这份草案背
后的推动力。

根据政府的公告，当局希望发
展建筑行业、强化当地的管理
并改进安全标准。 “在过去的
十年间，建筑投资稳步增长，
并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  
公告称。“包括高层楼房在内

的大型建筑项目是复杂任务，
需要适当实施法规、技术和标
准，以保证它们的质量，”公
告补充称。

可以看出，亚太地区几乎没有
哪个地方的政府放缓已规划的
投资项目，尤其是在基础设施
领域。 这是对未来经济的明智
规划，在维持当地经济增长的
同时改善中长期前景。 当然，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和日本都
可被视为主要的资金来源 — 
因为在任何贸易战来临且对全
球增长产生影响之前，他们已
耕耘多年。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另投
入23亿美元，用于澳
大利亚最大的交通运输
项目 — 悉尼地铁西
线。 

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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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成本 — 2019 年第二季度
建筑面积 平方米 CFA

澳大利亚（澳元） 中国（人民币）

城市 墨尔本 悉尼 北京 上海 深圳

写字楼 高层 3,700  -  4,320 4,500  -  5,655 8,500 - 12,000 8,000 - 11,000 7,500 - 10,500

中层 3,500  -  4,140 3,900  -  4,750 7,000 - 8,500 6,500 - 8,000 5,500 - 7,500

低层 3,270  -  3,890 3,470  -  4,020 5,500 - 7,000 5,000 - 6,500 4,500 - 5,500

零售商场 2,345  -  3,280 2,500  -  3,765 7,500 - 12,000 7,000 - 12,000 7,500 - 12,000

住宅 高层 3,425  -  4,175 3,900  -  4,680 5,500 - 7,000 5,000 - 8,000 4,500 - 7,000

中层 3,025  -  3,675 3,545  -  4,075 3,500 - 5,500 4,000 - 5,500 3,500 - 4,500

联排别墅 1,500  -  2,700 1,500  -  2,700 5,000 - 7,500 6,000 - 8,800 5,500 - 8,000

别墅/住房 1,400  -  2,700 1,500  -  3,000 8,000 - 13,000 8,000 - 12,000 8,000 - 12,000

酒店 五星级 4,000  -  5,250 4,900  -  6,000 11,000 - 15,000 11,000 - 15,500 12,000 - 16,000

四星级 3,745  -  4,580 3,900  -  5,250 9,000 - 11,000 8,500 - 11,000 9,000 - 12,000

三星级 3,510  -  4,025 3,750  -  4,300 6,500 - 9,000 6,000 - 8,500 7,000 - 9,000

五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不适用 600 - 800 500 - 650 550 - 700

四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不适用 350 - 600 300 - 500 350 - 550

三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不适用 200 - 350 200 - 300 200 - 350

工业楼房 950  -  1,495 975  -  1,450 3,000 - 4,100 3,500 - 4,500 3,500 - 5,000

数据中心 5,500  -  10,000 5,500  -  10,000 18,000 - 25,000 18,000 - 28,000 20,000 - 30,000

香港（港元） 日本（日元） 新加坡（新元） 泰国（铢）

城市 香港 东京 新加坡 曼谷

写字楼 高层 24,000  -  33,500 450,000 - 600,000 2,790 - 3,100 32,000 - 37,750

中层 18,000  -  23,000 400,000 - 450,000 2,120 - 2,720 27,000 - 35,200

低层 16,000  -  20,000 300,000 - 400,000 1,710 - 2,020 24,500 - 31,650

零售商场 25,000  -  36,000 不适用 2,930 - 2,020 28,550 - 35,750

住宅 高层 24,500  -  35,000 不适用 2,120 - 4,340 35,000 - 75,000

中层 17,000  -  2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24,500 - 40,000

联排别墅 23,000  -  30,000 不适用 2,520 - 3,130 22,000 - 25,000

别墅/住房 40,000  -  60,000+ 不适用 3,130 - 4,140 26,550 - 38,000

酒店 五星级 36,000  -  45,000 550,000 - 650,000 3,830 - 4,840 55,000 - 80,000

四星级 33,000  -  36,000 450,000 - 550,000 3,230 - 4,040 48,450 - 58,000

三星级 28,000  -  33,000 350,000 - 450,000 3,000 - 3,300 37,250 - 46,950

五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100,000 - 120,000 含 11,250 - 18,000

四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80,000 - 100,000 含 8,700 - 13,250

三星级 家具,固件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60,000 - 70,000 含 6,650 - 9,000

工业楼房 12,000  -  17,000 150,000 - 200,000 1,110 - 1,970 17,850 - 24,000

数据中心 不适用 1,100,000  -  1,250,000 8,080 - 12,120 100,000 - 175,000

注： 
澳大利亚： 工业楼房设有 PCC 架构，不包括办公室配置。 写字楼价格采用著名CBD标准。   

澳大利亚、中国和新加坡： 成本不包括消费税/增值税。        

写字楼： 价格采用著名CBD标准       
数据中心：取决于千瓦/平方米的成本。       
工业楼房：不包括设备       
酒店：不包括OS&E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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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风险管理 
如今，新的建筑，无论是何类
型，正逐渐成为更为复杂的运
营项目。 从办公大楼到公寓，
从桥梁到隧道，设计、材料和
要求的范围比以往更加广泛，
也更加耗费心力。

因此，随着复杂性的提高，建
筑管理也必须跟上步伐。 而风
险管理正好可以发挥其作用，
如果要成功完成项目，其他各
方都要留意这个专业领域。  
风险不再仅仅是提高安全性或
避免成本超支。 时至今日， 
它渗透到所有建筑方案的方方
面面 — 方案越复杂，风险也
就越高。

风险不再仅仅是  
提高安全性或避免
成本超支。时至  
今日，它存在于 
所有建筑领域的

方方面面。

项目伊始，顾问及其客户就需
要发现潜在风险。 经过分析
之后，必须对每一项风险进行
评估或评级、处理、监督和审
核。 这是一个紧张且持续的流
程，但它经常能够在无形之中
获得回报。

建筑团队应该通过举办招待会
的形式，让所有各方参加最初
的风险发现流程，其中应包含
建筑所有人，最好也包括建筑
运营方。 这将促成与所有风险
相关的综合工作计划，无论风
险看似多么微不足道，也都囊
括其中。 风险经理可能是由各
方独立任命，但该经理随后会

制定出风险管理计划，根据风
险的影响和相关性，对每一项
风险进行评级，确定“谁”是
该风险的“负责人”。 但有一
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地基条件
方面的风险，通常这种风险并
不会采用切合实际的方法来处
理，而是通过合同的形式，完
全承包给建筑公司。

随后，团队将审核风险经理的
计划，讨论如何缓解和管理每
一项风险 — 有些情况下可以
完全排除。 此类风险管理会议
会在整个设计流程中，以及随
后的采购和施工过程中定期召
开。 风险经理将始终是风险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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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负责人”，该计划也
将始终作为“现场”的管理工
具，确保工作的透明、一致和
持续。

当建筑规划出错时，结果可能
让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不仅
仅是财务方面受损，声誉也会
遭受重创。 如今，人们将悉
尼歌剧院视作经典设计，但在
这个项目的建筑期间，由于一
系列风险项目并未得到适当评
估，因此它的形象更为负面。 
也许在众多因素之中，最为重
要的一项是政治权宜，正是因
为坚持在制定适当的设计方案
和编制精确的成本计划之前就
开始施工，才导致后来不得不
重建重要组成部分。

在苏格兰，爱丁堡议会大厦建
成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究
其原因在于设计方案改动，成
本翻倍，建筑师Enric Miralles
在复杂的项目期间去世，这些
问题使得施工面临着严峻的考
验。 

那么，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在
建筑业中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
方法呢？ 通常，要应对的第一
个问题便是选址。 比如说，新
办公楼或零售店要建在哪里？ 
它周边的交通发达吗？ 可以
方便地联络客户或贸易合作伙
伴吗？ 各个选址方案之间的
土地成本差异有多大？这将对
项目及其运营带来怎样的总体
影响？

客户和顾问都需要了解当地的
规划义务以及当地可能存在的
一些特殊情况： 周边有其他建
筑吗？ 您提议的建筑与现有建
筑是否相称？ 是否有采光问题
需要考虑？ 与相邻建筑的距离
是否会产生子结构问题？

“太阳的移动路径”— 太阳每
天相对于所有建筑物所运行的
弧度 — 也很重要。 它可能

接受过良好培训且经验
丰富的分析师都明白，
他们应该审查项目的每
一个方面，而且这项工
作最好是在实际工作开
始之前进行。

会影响到住户所感受到的光和
热，因而决定建筑物的朝向。 
这种关系将影响到空调或供暖
系统对能源的需求。 为了改善
住户的舒适度和健康状况，建
筑物中包含了越来越多且越来
越复杂的环保系统，这可能会
对资金和运营成本带来巨大的
影响。

在确定选址方案后，需要考虑
建造哪种类型的建筑？ 为了使
客户和他们的投资者均感到满
意，应该如何进行融资？ 对于
建筑商或住户而言，需要得到
什么投资回报？ 他们的愿景是
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如果采用
公私合作关系(PPP)的方式来
签订合约，或者采用某种形式
的设计和建造，会对财务规划
产生哪些影响？

对于所有项目而言，风险分析
是重中之重。 接受过良好培训
且经验丰富的分析师都明白，
他们应该审查项目的每一个方
面，而且这项工作最好是在实
际工作开始之前进行。 如果
在问题出现后才着手解决，    

则远不如提前预测并排除潜在
问题更具成本效益。 建筑规
划的黄金准则是在授予合同之
前，确保建筑 — 无论建筑用
途为何 — 的范围和规格得以
最终敲定。 而在授予合同后变
更设计或规格往往会耗费大量
时间和金钱。

风险经理是顾问团队中必不可
少的成员，通常是由各方独立
任命。 在为特定项目组建或
构建团队时，需要考虑很多因
素。 显然，团队可用的资源以
及团队成员为集体带来的技能
与知识十分重要。 他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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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以通过之前的合作经历
或者在相似团队中工作的情况
进行估量。 他们是否掌握与本
项目相关的专业知识？ 也许他
们的经验是在某个特定地点工
作的经验，或者是为所选承包
商工作的经验。 最好是具备当
地规划法规相关的特定知识。 
当然，团队中应包含一名建筑
方面的专家。

另外，设计也是重要因素。  
所选设计方案符合当地的审美
偏好吗？ 设计是否“面向未
来”？也就是说，在建成之
后，如果需要变更，可以方便
地更改建筑布局吗？ 材料是
否易于维护或在必要时进行更
换？ 环保法规的进步可能意味
着，在未来需要进行变更时，
理想情况下是对建筑物的设计
进行变更时，受到法律的保
护。 如果当地可以提供可靠的
材料供应，即可缓解后期运输
的成本并降低碳系数。

同样，理想情况下，采购应
以“面向未来”的方式组合在
一起，最大程度地减少利率变
化、所有权变更或设计需求等
带来的冲击。 在这里，交易结
构是关键： 一些合约仅为“设
计和建造”合约，而其他合约
则可能也包含长达30年的建筑
管理工作。 即便是资金的来
源，也可能带来风险； 客户和
顾问需要核查资金的提供方以
及他们在哪些方面可能拥有或
欠缺与建筑类型相关的经验。

有时候，融资风险在早期阶段
就会出现。 1997年泰铢崩盘
时，曼谷似乎到处都有尚未完

工的摩天大楼点缀着天际。 过
去在中国，各个城市的高层楼
房曾经在建造过程中经历过融
资问题，遗留下了很多烂尾
楼。

规划阶段处处可见风险，而随
着破土动工日期的邻近，风险
会愈发明显。 必须对建筑方
案本身加以保护，防范常见风
险。 其中典型的风险是宏观经
济形势、劳动力和材料的供应
与成本、可能受到政治因素或
天气状况影响的最终交工期限
以及合约的谈判与完成。 位于
添马一带的香港政府总部大楼
存在着自身问题，根据政府的
审计报告，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在授予合约之后加建了更多楼
层，共耗费3,600万港元。 如
果雇主在投标前即要求包含这
些楼层面积，也许可以避免相
应的成本。

通过分析能够发现风险。 但问
题在于项目团队如何准备好消
除或缓解这些风险，或在风险
出现时进行处理。 建筑所有
人、顾问和承包商在整个方案
实施期间密切合作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风险讨论期间。

出现问题时，团队应准备好应
对措施。 发现风险或发生问题
时，要成功解决问题，就必须
对问题的范围、影响、成本和
时间进行评估。 

如果出现差错，则有一些常见
的因素。 首先，建筑所有人
的行为和态度通常存在问题：  
他们在整个流程中的参与程度
如何？ 举例来说，如果开发商

和运营商的利益和优先事项存
在矛盾，使得他们的行动不协
调，则会导致酒店项目受到干
扰。 也可能会发生因材料短缺
或劳动力纠纷而导致供应链中
断的情况。

规模巨大的伦敦横贯铁路
(Crossrail)计划经历了超时和
成本超支问题。 媒体报道暗
示，土木工程和系统程序设计
之间存在冲突，这带来了巨大
的挑战，而且还需要考虑列车
和信号接口测试的问题，这就
更加雪上加霜了。

让建筑所有人和建筑经理们欣
慰的是，尽管项目变得日益复
杂，但可用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工具也在不断改进。 信息技术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风险分析
师在开展项目评估时，要处理
海量的数据。 成功的关键就在
于汇总专业知识和技术 — 并
在每个新项目的规划阶段充分
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

规划阶段处处可见风
险，而随着破土动工日
期的邻近，风险会愈发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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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历信办事处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61 7 3835 8540

墨尔本

+61 3 9691 0000

悉尼

+61 2 9252 4420

海峡群岛

泽西

+44 1534 720 326

中国

北京

+86 10 6523 1550

长沙

+86 731 8281 2560

成都

+86 28 8200 8618

重庆

+86 23 8672 9088

广州

+86 20 3877 3990

上海

+86 21 6426 3883

沈阳

+86 24 3109 9079

深圳

+86 755 8301 8156

武汉

+86 27 8580 2996

哥伦比亚

波哥大

+571 358 2646

法国

巴黎

+33 173 015 100

香港

香港

+852 2833 1939

印度

班加罗尔

+91 80 4116 2435

金奈

+91 44 4393 1300

海德拉巴

+91 40 6677 8789 

孟买

+91 86 5574 9551

新德里

+91 11 2612 4372

意大利

米兰

+39 0243 001 9335

日本

东京

+81 3 3442 6642

沙特阿拉伯

王国

利雅得

+966 11 494 0049 

墨西哥

墨西哥城

+52 55 52 81 5588 

阿曼

马斯喀特

+968 2439 1947

秘鲁

利马

+510 1758 9740

卡塔尔

多哈

+974 4042 9847

爱尔兰共和国

都柏林

+353 1284 3300 

新加坡

新加坡

+65 6221 7288

西班牙

马德里

+34 91 391 3544

台湾

台北

+886 2 2555 5886 

泰国

曼谷

+66 2 632 6500

阿联酋

阿布扎比

+971 2 671 6265

迪拜

+971 4 295 5198 

英国

阿伯丁

+44 1224 602972 

贝尔法斯特

+44 2890 765 959 

伯明翰

+44 121 647 6220

布里斯托尔

+44 117 926 0785 

剑桥

+44 1223 454 500

加地夫

+44 29 2083 9180

爱丁堡

+44 131 313 7810 

埃克塞特

+44 1392 813 040

格拉斯哥

+44 141 342 2120

海沃兹希思

+44 845 287 8764

利兹

+44 113 244 2069

伦敦

+44 20 7061 9000

曼彻斯特

+44 161 832 9497

密尔顿凯因斯

+44 1908 59 2020

纽卡斯尔

+44 191 223 6621

诺维奇

+44 1603 666 433

普利茅斯

+44 845 287 8475

南安普顿

+44 23 8021 3500

特鲁罗

+44 1872 306 038

美国

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 
+1 602 513 3668

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1 562 221 8847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1 213 793 5297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1 612 263 9793

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

+1 612 263 9793

内华达州 (里诺)

+1 503 916 9915 

新泽西（普林斯顿）

+1 609 759 7000 

新墨西哥（阿尔伯克基）

+1 562 221 8847

纽约（纽约城）

+1 646 460 3791

俄勒冈（波特兰） 

+1 503 567 5028

犹他州（盐湖城）

+1 801 877 2699

华盛顿州（塔科马）

+1 253 267 0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