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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和建筑施工企业作为市场中
的主体袁 地位是平等的袁 但由于市场
监管不够完善规范袁 行业恶性竞争袁
相对于业主袁 建筑施工企业明显处于
弱势地位袁 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也与日
俱增遥客观地说袁拥有充足的现金流比
账面上的盈利更为重要袁现金流才是企
业发展的生命线遥受当前建筑施工项目
承揽模式的影响袁企业垫资行为比较普
遍袁两金压降困难袁这就更增加了现金
流的压力遥企业必须寻找出路袁才能提
高竞争力遥

一尧 现金流管理对建筑施工
企业的重要性

1. 现金流决定了企业经营能否正
常开展

企业经营效果可以通过收入利润
来体现袁但能否持续经营袁却取决于现
金流的供应遥收入成本利润的核算遵循
权责发生制袁而现金流量的计算却遵循
收付实现制遥现金流管理不到位袁容易
使企业因工程材料款无法支付而影响

施工进度袁进而直接影响到企业能否持
续开展经营活动遥 在建筑施工企业中袁
垫资施工的情况较为普遍袁如果业主拖
欠工程款袁就会导致建筑施工企业出现
黑字破产遥

2. 现金流能够影响企业提高核心
竞争力

建筑施工企业本身也存在需增强

技术实力的压力袁也需要充足的现金流
扩大规模袁建立产尧学尧研相结合的自主
技术创新体系袁 以技术中心为核心袁充
分发挥企业内部技术专家尧学术带头人
的作用袁提升技术实力袁将自主创新的
成果积极进行转化袁 应用到施工实践
中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遥如果缺乏
充足的现金流袁一切都无从谈起遥

二尧 建筑施工企业均面临现
金流的难题

纵观国内建筑施工企业袁深陷现金
流困境的不在少数袁结合建筑行业上市
公司 2017年公布的财务数据来分析袁
呈现出以下特点院

1.行业经营现金流明显下降

受工程承包项目的施工付现成本
增加快于回款及投标保证金增加的影

响袁 各个国内板块的经营性现金流都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遥 路桥板块经营
性现金流净额-1401.73 亿元袁 同比下
降 276%曰 水利板块经营性现金流净
额-198 亿元袁同比下降 267%曰钢结构
板块经营性现金流净额-2.75 亿元袁同
比下降 146%曰 园林板块经营性现金流
净额-15.9亿元袁同比下降 108%遥

2.付现比大幅上升
建筑行业付现比增幅高于收现比

增幅是行业经营现金流恶化的主因遥
从各大建筑央企来看袁 受部分项目需
要前期垫资尧 购置土地尧 项目投标保
证金支出增加尧 回款状况有所恶化等
影响袁付现比持续增高袁经营性现金流
净额持续减少遥中国建筑经营性现金流
净额-587亿元袁同比下降 919%曰 中国
中铁经营性现金流净额-279亿元袁 同
比下降 675%曰 中国中冶经营性现金流
净额-142 亿元袁同比下降 398%曰中国
铁建经营性现金流净额-255 亿元袁同
比下降 85%遥

3.行业投资现金流下降
受购建固定资产等支付的现金增

加尧支付的 PPP项目投资款及对外投资
增加的影响袁水利尧传统路桥尧园林等板
块投资性现金流净额与同期相比袁均出
现不同的降幅遥化学工程投资性现金流
净额-5.45亿元袁同比下降 168%曰水利
工程投资性现金流净额-361 亿元袁同
比下降 152%曰 传统路桥投资性现金流
净额-732亿元袁同比下降 22.8%曰园林
板块投资性现金流净额-22亿元袁同比
下降 9%遥

三尧 企业面临现金流困境的
原因分析

1. 盲目投资致使资金周转出现问
题

目前袁 建筑市场恶性竞争激烈袁地
区保护主义盛行袁 低价中标比比皆是遥
很多建筑施工企业为了获取项目袁甚至
不考虑本企业的经济状况和该项目是

否可行袁就进行盲目乐观的投标袁一旦
中标就会发现无法承担成本袁导致企业

流动资金的运转受到限制遥企业缺乏风
险意识袁没有选择性地开拓市场袁导致
对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不能有效识别袁
后续自然会影响资金周转遥

2.工程项目结算拖延袁垫资情况严
重袁资金回收难

业主对施工单位进行结算的依据
是工程的完成情况袁但受目前市场竞争
压力的影响袁建筑施工企业往往要满足
业主的垫付资金需求袁导致应收账款居
高不下遥对建筑施工企业来讲袁如果不
能抓牢一些长期合作的优质大客户袁以
品牌尧质量赢得竞争优势袁是无法保障
长期经营的遥

3.现金流的管理方式不当袁成本高
建筑施工企业的现金流管理缺乏

统筹袁 平时不注意加强对现金流的管
理袁一旦企业资金运转出现问题袁只能
向金融机构请求支援袁这种没有规划的
资金筹措袁会导致利率高袁企业负担重遥
加之目前大多数企业的项目成本控制

还处于粗放型管理层面袁项目成本预算
力量薄弱袁 成本管理基础工作做不好袁
预算员尧施工员尧信息员缺乏袁会导致企
业自身无法完成比较精细的建模算量

工作袁也就难以降低成本遥
4.企业面临的监管越来越严格袁必

要性支出带来现金流压力
目前袁 建筑工程科技含量不断增

加袁施工难度也不断加大袁但国家主管
部门对建筑施工企业提岀了越来越规
范的管理要求袁必要性支出项目也越来
越规范袁 在实名制上岗尧野四库一平台冶
等信息化手段的监督管理下袁 对建造
师尧野八大员冶尧技师尧农民工用工等都提
出了很多条件遥企业必须开展规范化运
作袁加强投入袁提高核心竞争力袁才能吸
引优秀人才袁降低员工流出率尧培养自
己的劳务队伍袁防范岗位人员的缺失和
管理失控遥

四尧 改进建筑施工企业现金
流管理的策略

面对建筑施工企业现金流管理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袁建筑施工企业应从整
体出发袁制定科学有效的管理策略遥

1.统筹兼顾袁减少盲目投资

客观评价招投标行为袁注重投标项
目的质量袁做好风控遥在进行投标之前袁
应该做好相应的计划袁 开展详细分析袁
谨慎选择将要投标的工程项目袁减少盲
目投资带来的资金被占用情况遥投标以
前要准确预算尧合理运筹袁没有特别状
况不能垫资操作袁以防施工垫资所造成
的项目款拖欠出现循环的风险遥

2.增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力度
企业施工尧控制成本和结算的关键

依据是建筑工程合同遥建筑施工企业在
签合同时袁要努力取得有利于自身的合
同条约袁要格外关注工程结算尧工程预
付和支付要求袁 制定科学的收款策略袁
处理好应收账款的问题袁并且设立合理
有效的清收制度袁保证应收账款的及时
回收袁提高收款效率遥

3.加强对应付账款和存货的管理
从源头开始进行管理袁进行合同谈

判时袁 重视合同的付款要求和付款期
限袁实现资金的有效运营遥加强对存货
的管理袁做好购买物资规划袁合理采购袁
施工时缩短存货的周转时间袁加大对存
货的运用袁提高存货周转效率遥

4.加大现金估算力度
创建健全的现金流管理制度袁 按

时制定年度尧 季度尧 月度现金流估算
表袁 根据具体运营情况同预算比较袁
灵活修改预算中不科学的内容袁进而提
升公司的现金使用率遥对运营中出现的
风险袁根据销售收入列出合理比例的风
险预备金袁以防产生资金流紧缺甚至断
流的问题遥

5.强化资金集中控制与调配
建筑施工企业需要加强资金的集

中管理与调配袁集中分散子单位尧分散
的工程资金袁以实现统一零散的费用用
来创造最佳效益的目标袁处理资金紧缺
的状况袁通过集约化管理保证资金的科
学供应与利用遥

总之袁建筑施工企业必须学会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袁制定健全的内部
管理体制袁 维持现金流的稳定运行袁提
高现金流管理的操作效率袁合理控制成
本袁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最佳
化袁才能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遥
渊作者单位院中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冤

黄澎涛袁 中共党员袁 高级工程师袁
2007年 6月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资源
勘查工程专业袁同年 7月进入中煤地质
集团有限公司工作袁现任地质集团一公
司经理袁鱼台中煤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党支部书记尧董事长袁中煤渊海南冤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遥

青年如天之初日袁必将有夫偌大之
世界袁任重道远遥有这样一群青年人袁他
们在地质集团成才袁 为集团奉献青春袁
筑牢了集团这座巍峨大厦的根基袁黄澎
涛就是其中的代表遥

恪守本心 牢记使命

2007年袁黄澎涛怀揣着野干大事袁找
大矿冶的地质梦来到地质集团袁成为一
名地质工作者遥 他从普通技术员做起袁
上高原尧闯戈壁尧蹚溪流尧翻深山袁足迹
遍及大江南北袁 只为寻找丰富宝藏遥他
曾说袁 地质工作者的天地在烈日中尧在
星辰下尧在生产现场遥他是这样说的袁更
是这样做的袁一年中大半时间是在条件

艰苦的野外度过遥
2010年袁黄澎涛作为技术骨干参与

完成的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
集一矿解放 1煤组水文地质勘查项目袁
成果报告获得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优质
报告二等奖袁为该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研究填补了空白遥

由于黄澎涛工作出色袁同年袁公司
决定让他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白彦花煤
田白彦花勘查区西区煤炭详查项目遥年
纪轻轻的他担负起了野创大业尧谋发展冶
的光荣使命遥野外施工现场袁黄沙漫漫袁
人烟稀少袁只有高高的钻塔和隆隆的钻
机轰鸣声遥尽管这里只有出露的岩石和
钻取的岩芯袁尽管这里冬风似针尧夏日
似火袁但黄澎涛毫不畏惧袁白天盯在生
产一线袁穿梭于各钻机之间遥为及时准
确地获得第一手地质资料袁他一手拿地
质锤袁一手拿放大镜袁仔细观察并记录
每块岩芯的情况袁生怕错过打开地下宝
藏的钥匙遥同时袁他协调各方袁周密布置
生产任务袁经常顾不上吃口热饭遥晚上袁

他潜下心来画图纸尧写总结尧写报告遥最
终袁 该项目探明煤炭资源储量 8亿吨袁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袁得到了内蒙古
自治区地质勘查基金中心的好评袁项目
成果报告获得总局优质报告二等奖遥

野慎而思之袁勤而行之冶遥态度决定
成败袁细节决定层次遥2011年袁黄澎涛参
与完成的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杭东
勘查区煤炭普查项目袁查明了 1处超大
型优质煤矿区袁 煤炭资源量达 142 亿
吨袁 同时发现了国内超大型砂岩型铀
矿要要要大营铀矿袁 项目成果获得 2011
年度中国地质学会十大找矿成果奖和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优质报告特等奖遥

跬步千里 方得始终

2015年袁黄澎涛主持新疆富蕴喀斯
特村铀矿地质调查项目遥 项目伊始袁面
对砂岩型铀矿找矿零经验及铀矿地质
资料尧技术人员缺乏等困难袁他不畏艰
难尧勇于担当尧带头学习袁逐步掌握了砂
岩型铀矿找矿方法和勘查技术袁并运用

野煤铀兼探冶新技术袁探索研究砂岩型铀
矿找矿规律袁在准噶尔盆地发现了喀斯
特地区大型铀岩型铀矿床袁实现了准噶
尔盆地东北缘砂岩型铀矿找矿从无到
有的重大突破袁开启了该盆地砂岩型铀
矿找矿新篇章遥同时袁他为公司带出了
一支讲大局尧有活力尧凝聚力强尧能打敢
拼的团队袁展示了地质人的精神风貌遥

黄澎涛多年的耕耘与付出袁终在这
片土地上开出了金花袁 结下了银果袁项
目野外验收及报告评审获得中国地质
调查局野双优秀冶袁成果被中国地质调查
局尧中国地质科学院评为野2015 年度地
质科技十大进展冶遥 黄澎涛于 2017年 9
月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第 16届青年地质
科技奖 野银锤奖冶遥

开拓创新 敢于担当

黄澎涛敢于挑战野不可能冶袁率先从
传统地质项目转战市政 PPP 项目遥自
2017年至今袁他主持山东省鱼台县张黄
化工园区循环化升级改造 PPP项目遥他

根据项目特点及实际情况袁从零开始学
习袁努力提高市政相关业务及 PPP业务
相关法律尧法规尧政策方面的知识水平遥
从项目初步立项到规划尧国土尧环评袁从
可行性研究到野两评一案冶袁从项目入库
到合同签订尧项目公司注册袁从设计编
制到工程施工袁整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
挑战遥多少次的通宵达旦袁多少次的增
删修改袁他呕心沥血袁兢兢业业遥野宝剑
锋从磨砺出袁 梅花香自苦寒来冶袁 项目
渊总规模 76371万元冤 最终落地并顺利
实施袁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遥

黄澎涛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袁曾获 2018年总局野优秀共
产党员冶 称号袁2016年尧2018年地质集
团野优秀共产党员冶称号袁是同事们眼中
无所不能的野关键先生冶遥他在热爱的工
作岗位上袁用青春和汗水谱写着一首属
于劳动者的歌遥

用汗水谱写劳动者之歌
要要要记总局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地质集团黄澎涛

阴 周 宇

本报讯 5月 14日袁 江苏长江地
质勘查院召开安全环保工作会议袁总
结 2019年安全环保工作袁 部署 2020
年安全环保重点工作遥

会议明确了 2020 年安全环保工
作思路袁 从十个方面对安全环保工作
进行部署院 一是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袁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袁确
保项目顺利开展曰 二是加强安全教育
及培训袁提升全员安全意识袁掌握安全
知识技能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曰三是进
一步完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袁 层层压
实安全责任袁 确保每个岗位人员知责
担责尧履职尽责曰四是强化制度执行力
度袁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和频率袁着力推

进难点问题解决曰 五是进一步加强重
点项目的安全监管力度袁 制定安全预
案袁确保项目安全高效实施曰六是进一
步从严考核袁 实行结果考核与过程考
核并重尧 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
机制袁落实闭环管理曰七是进一步加大
安全投入袁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曰八是进
一步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袁 提升安全规范
化管理水平曰 九是持续推动标准化工
地建设袁制定标准化建设指导手册袁明
确标准化流程袁降低安全风险曰十是进
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袁 避免破坏生
态事件的发生遥

周国兴

江苏局勘查院

十项举措加强安全环保工作
建筑施工企业现金流困境研究

阴 袁重生

由福建省东
辰建设工程集团
承揽施工的漳浦

三盛璞悦府桩基
工程如期复工袁
按施工进度要求
组织了三台静压

机尧两台引孔机
进场遥目前袁整个
项目有序进行袁
任务完成过半遥
该项目合同造价
约 2020 万元袁6
月将完成全部施
工任务遥图为施
工现场遥
刘晓茹 沈文馨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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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16日袁在国新办举行
的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山东专场
新闻发布会上袁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
在讲话中提到 野泰山区域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冶袁以野泰山模式冶
向全球推介遥 这一工程实施方案的编
制者正是研究院遥

泰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
产袁维护泰山区域生态环境责任重大遥
研究院依托本院 野山东地质环境生态
修复工程研究中心冶袁深化泰山区域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技术标准体系建
设袁编制的方案得到山东省委尧省政府
的高度评价袁 被业界誉为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的野泰山模式冶遥

研究院建设了环境检测重点实验
室袁不断拓宽以生态修复尧地灾防治尧
土壤检测尧综合环保服务为主的野大生
态冶地质服务领域遥去年以来袁他们开

展山东省岩溶发育区地质环境调查袁
建立了岩溶地质环境调查数据库和岩
溶水监测系统袁 为岩溶地下水可持续
开发利用提供了技术依据袁 所承担的
项目取得了设计尧野外尧成果验收野三
优秀冶遥承担山东省重要地质灾害隐患
点勘察任务袁 实施了潍坊市 4个地灾
隐患点勘察袁均取得了野外尧成果验收
野双优秀冶遥 他们还承担了自然资源资
金监测监管系统运行管理工作袁 承办
了自然资源资金监测监管系统应用培
训任务袁 为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资金
运用管理袁完成好山东省野自然资源资
金监测监管系统冶 填报试点工作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遥

习近平总书记说院野劳动最光荣尧
劳动最崇高尧 劳动最伟大尧 劳动最美
丽遥冶这是对劳动人民的最高礼赞遥野中
国梦袁劳动美冶袁研究院干部职工满怀
野地质报国冶的理想袁正以实际行动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遥

劳动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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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近日袁福建省一九七地质
大队承担的野永春县名特优农产
品渊芦柑尧荔枝冤产地地球化学条
件优选与区划研究冶课题成果报
告通过评审袁综合评定等级为优
秀遥 该课题以研究区地层岩石尧
土壤尧灌溉水尧果实为主要研究
对象袁分别采集了芦柑和荔枝样
122 件尧40 件袁 配套土壤样 162
件袁配套岩石样品 18件袁配套灌
溉水样 13件遥 郑 飞

音日前袁山东省煤田地质局
物测队编制的叶山东省肥城煤田
查庄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曳
叶宁阳煤田保安煤矿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曳叶山东省临沂煤田株柏
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曳通过评
审遥叶山东省肥城煤田查庄煤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曳叶宁阳煤田
保安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曳被
评为优秀等级遥 赵 欣 纪晓阳

音近日袁由河南省煤田地质
局一队和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
院承担的中央环保财政资金项
目要要要河南省地下水环境监测
网建设项目通过评审遥该项目的
实施袁将建立首个省地下水环境
监测网袁 实现对全省区域地下
水尧国家重大工程沿线及地下水
污染高风险区的有效监控遥

田鹏州 杨崇科

音5月 15日袁河南省煤炭地
质勘察研究总院矿产资源分院
承担的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泉店煤矿生产勘探项
目野外工作通过检查验收遥专家
组一致认为该项目野外工作规
范袁资料齐全尧准确袁完成了设计
目标任务遥 黄 亚 杜小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