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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工程纠纷有哪些？

• 工程建设中甲乙双方、甚至三方等之间发
生的纠纷很多，诉讼中输掉的官司，大部
分都是因为证据不足、证据缺失、证据瑕
疵等问题造成的。我们经常遇到的大致如
下：

• 技术方面的

• 经济方面的

• 法律方面的

• 其他方面的。



二、建设工程纠纷怎么产生的？

• 2.1、招标阶段遗留的隐患：

• 2.1.1招标文件的缺陷、评标的失误，投标
人的投标策略。

• 招标文件：文件前后内容矛盾，招标文件

要求的内容与合同条款相互矛盾；内容不
明确、不完整；部分内容要求违背法律、
法规的规定，特别是一些条款，违背强制
性规定，导致合同条款无效；合同条款缺
失；签订的合同条款与招标文件合同条款
不一致，或者是与招标文件的内容要求不



一致；特别是发布的招标工程量清单及招标
控制价，编制的成果文件质量不达标，给了
投标人不平衡报价的机会，会产生很多问题，
给施工和结算造成很多麻烦，形成争议纠纷。

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粗心，偏差木有

发现，重大失误也木有发现，给建设过程形
成纠纷埋了雷。

投标人投标时有策略：采用不平衡报价或
者利用招标文件的缺陷实施了一些投机行为。

（案例一、招标文件中合同空白，中标以后
合同怎么谈？
案例二、国有资金投资项目，投标文件没



有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出现负偏差，设备原
件要求进口的，投标文件投的是国产的，怎
么办？

案例三、一个项目招标时，一个工程量有误，
投标人报价故意报高或者故意报低，怎么
办？）



二

2、建设过程中产生的：

发包人：现场代表现场办理的证据存在问

题，第一：不知道是否应该怎么签字；第
二：术语不专业或者用词不当；第三：木
有掌握合同约定的时效性；第四：被承包
人算计了；第五：对法律、法规、政策的
规定理解的不透彻；第六：投标图纸与施
工图纸的不同。（案例四：我们很多现场
代表看到对方拿来的签证、变更，不敢签
字，甚至不敢收，现在高科技时代，想成
为证据分分秒秒的事，信箱、微信、快递
、公正等等手段。一旦发生诉讼或者仲裁



的话，都是有效证据，法官是认可的。案例
五、对方采用不正当手段，利用信息，达到
目的；利用你的手机或者邮件，掌握你的密
码替你回复信息。案例六、对方抓住施工图
与招标图纸有不同之处，以两套图不同，就
说是变更图纸，利用变更来改变投标价格，
都是陷阱。）

承包人：对招标文件和合同（其实招标文件
中包含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偏差；对于索
赔比较关注，但是缺乏依据支撑；利用招标
文件的缺陷增加工程变更、签证、索赔；利



用不平衡投标报价索赔；施工方案与投标方
案的不同导致的索赔。（案例七、投标人中
标后利用改变施工方案来调整措施费，是否
调整？以投标时报价是以投标时施工组织设
计为依据的理由，在中标后重新审批施工组
织设计为理由，要求增加施工措施费。）

非承包人、发包人原因：不可抗力造成的；
政策变化造成的；不可预见事件造成的。政
府管控；环境治理等；划分不清责任，划分
不清费用承担等等（案例八：不可抗力的索
赔，我经手的案例，不可抗力各自负责自己
的损失？）



3、工程结算、决算、审计时的争议产生的

• 发包人结算、决算时请第三方审核或者审计的过
程中，博弈的对象就不同了，因为角色的变化，
争议的内容和方向就有差异。

• 发包人请第三方服务，属于购买服务，所以第三
方的占位很重要，是合理合法的维护发包人权益
？还是认为自己是法官一样，判定结果？第三方
的判断引起的纠纷。

• 双方的证据的有效问题

• 审核、审计的依据存在差异问题

• 案例A、某单位在审计的时候，甲方请的审计单
位，结算时大家的争议只有几十万都能达成一致



意见，结果久拖不结，最终施工企业诉讼，甲方差
点损失严重。（案例九，建设项目审计中久拖不结，
承包人诉讼法院，建设方十分不利，造成很大的损
失。）
主要是：
人为因素：对合同条款理解不同

招标文件自身矛盾 建设过程中的签证、
变更、索赔等证据存在问题

结算、决算、审计时的立场问题。



三、建设工程纠纷的预防措施
• 甲、乙双方博弈，专业的人胜算大。所
以作为投资人，我们要越来越专业，才能赢
。我们作为招标人，对于投资的管控，在合
法合规的情况下，管理好资金，不能造成国
家资金流失是责任，同时也必需保护好自己
，但是不能因为过于重视资金管控而违规，
或者为了控制资金造成事故、不合格工程及
法院判定而输了官司且损失惨重，这些都是
不可免责的，所以预防很重要。

• 。



1、重视招标文件的编制及评标的过程。
首先要掌握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招

标文件是要约邀请，在招标文件中包含合同
内容。要约邀请一定要详细、明确表达我们
业主的意愿。这是业主权利的最大发挥和体
现。投标人意愿，投标是要约，中标后签订
合同是承诺。重要的就是要约邀请的条件问
题，是门槛，是招标人的表达。招标文件中
明确合同内容，就是明确甲方的要约邀请内
容，在签约时就不会有影响，容易达成一致。
（例）合同内容包含在招标文件中，所以合
同的解释顺序中取消了招标文件。



• 合同内容分为三部分：协议书部分、通用条
款、专用条款。

• 专用条款是对通用条款的进一步明确和补充。
所以对专用条款的内容要严密、完整、用词
要恰当，对通用条款的详细说明和业主方权
利的表达，但不能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等
条款。一旦出现违规条款在合同履行上升为
诉讼案件时，非常被动，该条款有可能无效。
专用条款高于通用条款，如果在专用条款中
没用约定的，一般是按通用条款执行。通用
条款相对公平公正，有些也不明确，容易产
生争议和纠纷问题。所以在专用条款中一定
要明确业主方的意见和要求，考虑周全，尽



量详尽，没有遗漏问题。即使有补充条款，
也提前明确。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一定不
能放弃我们的权利。比如：风险约定：量的
风险，价的风险。合同怎么约定的很重要。
不调整；超过比例调整。规范规定：量的责
任是招标人的；量的风险：编制的多少引起
的不平衡报价的风险；上涨风险比例问题规
定:人工按实（政府发布的人工费单价）材料
5%（政府发布的信息价），机械10%（政府
发布的信息价）。

合同约定的问题。（案例十：招标文件中材
料涨价风险调整范围明示三种材料，签订合



同时，合同有中标人整理，故意加了一个
“等”，发包人也没有仔细审核，实施阶段
调整材料价格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最终走到
了法庭）一字之差的区别。打官司没有输赢，
只有数据而已，其实都是两败俱伤的事。

评标定标问题：《招标投标法》及《政

府采购法》都正在准备颁布修改办法，对于
属于政采还是属于工程有明确概念；还有一
个共同点：就是招标人的权利主张问题，就
是专家委员会只评不定，出具评标报告，由
招标人确定中标人。政采上甚至有规定，采
用低价中标法时，招标人可以自行组织专家



评标、定标，给了我们招标人权利，这是我
们招标人选择好的合作伙伴的好机会。

要关注的第一点：注意招标的时候一定

要把握好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要与新
的内容相吻合，掌握执行政策文件 的时间点

（比如：税率，计价模式等）。这个要在招
标合同中明确，对新的政策文件如何执行?
（案例十一、一项目招标时，招标文件的合
同中明确，执行政策文件调整，在中标后一
个月，新的计价办法、计价依据、税率等都
颁发了，这时觉得有利的一方要求变更合同
价款内容，双方争议不休，形成纠纷案件）。



要关注的第二点：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招标工程量清单的质量问题、图纸质量问题。
好多项目就是因为第三方提供的工程量清单
编制的水平太差，或者因为设计的图纸不详
细，造成施工过程中大量的索赔，无法控制。
由于招标人和投标人是双方合同的主体，所
以由于第三方引起的纠纷，造成招标人损失。
案例十二、某公共项目，招标工程量清单错
误太多，施工中承包人核算成本，严重亏损，
干不下去了，争议纠纷解决不了，一直拖了
三年，项目不进展，最后只能走诉讼。记得
第三方合同中约定索赔，第三方保险、担保。



2、工程建设中：作为建设单位，我们对于

证据的办理和管理要重视。作为建设单位的
代表或者现场管理人员要学习合同，合同条
款内容要交底，建设过程中应该做到：a重视
证据的收集整理；b证据（签证、变更、索赔）
的办理过程中，掌握它的时效性；c签字用词
用字要专业、严谨；d对方设的陷阱，我们如

果不懂，一定请专业的人员辨别确认才能签
字；e很多无法判定的问题一定要请专家论证，
专家论证有很多好处；f责任划分问题（对方？
第三方？非我方？）。（案例十二、）g如果

我们的专业管理人员不到位，就请专业的团
队管理，



请全过程咨询服务，应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目前新咨询法律+造价，法律+造价+设计
+监理+咨询等等。不建议代建制，拿着你的
钱花，你认为他会怎么花?。选择服务，也要

约定第三方服务给我们建设单位造成了损失，
如何赔偿问题？现在服务也开始选择投保，
担保。（案例十三、一个北京项目，设计引
起重大质量事故，最终索赔一千多万。案例
十四、有一家咨询服务单位，给甲方做的清
单，由于合同中没有约定索赔，建设单位的
管理人员天天坐在咨询公司办公室，双方一
直争执，问题也解决不了，服务单位来求助。



讲到证据管理：我要详细的说明一下。大家都知道：
即是最好的律师，如果手里没有证据材料，官司必
输，所以证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讲到证据管理，
首先就必须讲“管理人”，工程的管理过程中，管
理的人要懂专业，懂法律。签证、变更都是陷阱，
甚至一个饭局都是陷阱（案例）；其次遇事要及时
解决，不能拖延，一旦形成事实，就被动了，我们
的项目大部分都是事后审核、事后追究，没有任何
价值和意义，只有做到事前控制最关键。所以管理
人做每一个决定，签每一个字都要慎重，风险很大。

再讲一下购买服务问题：目前提供服务的单位太多，
鱼目混杂，专业水平和道德素养参差不齐，选择队
伍要慎重，稍有不慎，可能损失更大或者麻烦不断。
（案例）只有综合素质强的专业人，才能解决问题。



• 3、工程竣工结算、决算、审计时发生纠纷
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 这个阶段都属于事后追究，事后追究最

难解决的问题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形成
了事实。怎么办呢？就出现了争议纠纷，
甚至诉讼。只要不是违法的事情，一般诉
讼中形成的事实都成立。事后控制不好控
，依据充分最重要。--a、我们要请专业技
术，解决问题能力强的第三方；b、审核的
支撑依据要准确无误；c要区分清结算与决

算、审核与审计的不同对象，不同法律依
据，不同的结果；d、证据要完整；e、要



明白结算文件的法律效力问题，以及认识到
关于国家审计的问题和审计的内容，我们基
建管理人员办理的证据及执行的合同不能有
违规问题； f、结算审核或者以审代结，一

定要掌握时效，不能久拖，超过时效就有风
险；g、结算审核是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博弈，

审计是政府审计机关对整个过程资金应用的
审计。工程审计，审计的主体单位是建设单
位，其实如果送审的资料是经过建设单位自
己审核过的，那么如果有重大失误，失误是
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无意造成的重大失误
是要求建设单位整改的。牵扯违法行为，怎



么办？还有是不是移交检察机关？案例十五、
国有资金投资，国家审计，一个核定设计变
更问题，五方主体都在变更单上签字了，结
果审计就是要求不能计取、核减该部分内容，
最后的结果，只计取了一半，还要追究建设
单位的责任。（过程中缺少了什么？安全、
经济的专家论证）。审计重点是我们参与建
设的甲方的人、应用的程序等是否合法、正
确。案例十六、审计局审计政府投资的项目，
审出来很多问题，建设单位的人比承包人还
着急，但是他不懂、不专业，不能自圆其说，
这个案例：建设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很重要。



案例十七： 一建设项目，在结算时进行不下

去，建设单位也组织会议，建设单位各部门、
外聘的审计咨询单位、施工单位都参加了会
议，会议纪要上写了参加方，在最终签字的
时候，只有甲方的所有参加人员签字，施工
方木有人员签字，在法庭施工方都不承认参
加会议，或者都不承认同意了会议意见，法
庭视为单方证据，无效。）



• 四、建设工程纠纷的解决技巧

• 纠纷发生并不可怕，都是有办法解决的,“
办法” 总比“困难” 多。一般常用办法：

• 1、请专家评估（会诊）（单方）

• 2、请专家评审（双方）

• 3、调解（双方）

• 4、仲裁或者诉讼

• 四种方式都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主
要是纠纷发生的各个阶段不同，应用这些办
法就各有利弊。推荐专家评审和调解，最好
不要打官司，双方会两败俱伤。



案例A、一个项目，审计时，双方达不成

一致意见，建议审计部门请专家会审，先判
断审计的角度，审计的方法，以及发生的争
议是否成立，否则法庭诉讼失败且损失严重。
案例B、推荐争议双方采用专家评审的办法，
将争议解决。案例C、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中价协首例调解及最近解决的一起案底比较
大的纠纷案件，都是通过调解，实现甲乙双
方双赢的目标。案例D、仲裁或者诉讼时，

推荐采用专家证人辅助，从专业的角度解决
诉讼案件，或者也可以请专家会审分析案
件。）



首先我们遇到问题不能拖，拖不但不能

解决问题，有可能损失更大。目前承包人的
法律意识很强，都会有一支庞大的律师加造
价师队伍。所以我们也要加强管理意识，提
高业务能力，保护好自己，做到用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



各位领导辛苦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