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闽交价协〔2022〕14 号

关于举办“建设工程变更、索赔与反索赔

经典案例实操培训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工程索赔与反索赔是业主和承包商在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正常

的业务往来，对于发承包方双方，工程变更、索赔与反索赔是弥补成

本支出、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成本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更应全面提升工程变更、索赔与反索赔处理

能力、创效能力，掌握实际问题的处理方法。为帮助企业从实务角度

出发，提升化解矛盾的能力，提高合同签约与履约、建设工程变更、

索赔与反索赔的实务能力，应广大工程行业人员的要求，协会于 2022

年 9月在福州举办“建设工程变更、索赔与反索赔经典案例实操培训

班”，请相关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组织安排人员学习。现将相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福建省交通工程造价协会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承办单位：福建环球智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二、培训对象

工程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从事工程领域的相关人员。

三、培训时间、地点

1.时间安排

培训时间：2022 年 9月 15 日-9 月 16 日

2.地点安排：福州市

四、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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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索赔及反索赔概念、分类、组成及索赔产生的原因

2、案例解析工程变更技巧及注意要点；

3、案例解析承包人向发包人进行索赔步骤及要点；

4、案例解析发包人应对承包人的索赔方法及技巧。

具体培训内容详见附件 2

五、师资介绍

窦汝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某国有企业董事，北京市兰台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德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某大学客座教授，

西点法律培训联盟等全国十几家咨询公司特聘讲师，长期从事建设工

程合同管理与谈判、变更索赔纠纷处理、诉讼仲裁代理咨询，道路机

场与桥隧、市政、房建等工程的建设、施工、招投标、概预算及工程

审计工作；参与评审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30余项，复审项目投资、结

算审计近 150 余项。在广西、北京、广东、上海等 29个省份及中建、

中交、中铁、中铁建、中电建等央企做过 300 余场专题培训，授课内

容基于实践，风格幽默趣味；先后受理、指导各大企业合同谈判、诉

讼仲裁、工程索赔、审计专项 30 余例，指导国外项目合同谈判 3 起。

六、收费标准

1.课程安排及收费详情：

课程主题 培训时间
培训费（元/人） 授课

讲师会员价 非会员价

建设工程变更、

索赔与反索赔

经典案例实操

9月 15 日-16 日 1080 1280 窦汝良

特别说明:

（1）报名以收到培训费（或定金）为准；

（2）培训费含授课费、组织费、场地费、资料费、午餐费等；

（3）协会会员单位、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每年享有的免费

培训名额可用于本次培训（名额分配情况详见闽交价协〔2021〕29

号文），如免费名额已用完，则按会员价收取培训费。

七、报名渠道

填写报名回执表，通过电子邮件(邮箱：fjsjtgczjxh@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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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至会务组（以电子档形式发送）或添加会务人员微信在线报名。

八、联系方式

培训报名联系：

联系人：张工 18960959563 蔡工 18150023866

电 话：0591-87883611 E-mail：fjsjtgczjxh@qq.com

九、其它说明

1、为保证培训质量，每期培训限额 80名，根据付款先后及回执

表确认额满截止，未提前付款的将视为报名不成功。

2、国内疫情形势不稳定，协会培训工作也将积极响应政府要求，

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附件 1：报名回执表

附件 2：培训内容

福建省交通工程造价协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主题词：工程变更 索赔与反索赔

福建省交通工程造价协会 2022 年 8 月 15 日

扫一扫，在线咨询、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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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公章）

通讯地址

会员类型 □会员单位 □理事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联系人 手 机 E-mail

报名参加 □建设工程变更、索赔与反索赔经典案例实操培训

参训人姓名 性 别 职 务 手 机 E-mail 备注

开票信息

发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开发票

开票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普票此栏可不填写）

开户银行及账号 （开普票此栏可不填写）

开票日期
开票日期默认为培训期间，若需要提前开票，请在此栏目说明日

期，并联系会务组

培训总额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 ￥：

付款方式 □银行转账 □现场刷卡（需预付定金）

指 定 收

款 账 户

户 名： 福建环球智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账 号： 35050189000700005193

开 户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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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工程变更、索赔与反索赔经典案例实操培训内容

一、工程变更与索赔的概念、两者联系与区别

1.工程变更、索赔的概念，两者的联系及区别。

2.工程索赔的概念、特征、依据及发生的条件。

3.承包人索赔的提出、相关合同条款

(1)以某项目索赔谈判为例，如何正确理解九部委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7 版）通用合

同条款 23.1 款，在 28 天以内未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的，承包人能否进行合理的索赔？

(2)如何进行合法正确的录音、录像取证。

4.索赔的处理程序、提出索赔的期限，重点讲解工程索赔中涉及到的 4个 28 天 1 个 42

天。

5.图解索赔的处理程序；发承包方对监理工程师处理结果协调不一致如何处理？诉讼

与仲裁的区别。

二、索赔的分类

案例讲解工程索赔分类（按施工合同中涉及的有关当事人、索赔目的、事件性质、合

同依据、处理方式分类）；

三、索赔费用的组成

案例讲解索赔费用组成（人工费、材料费、机具设备使用费、现场管理费、利润、措

施费、分包费用、财务费用等）。

四、索赔产生的原因

从客观、主观两个原因讲解索赔产生的原因。

1.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及多变性导致的索赔，施工、技术、经济、政治、法律环境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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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2.以 2011 年中铁麦加轻轨项目赔 41.53 亿案例、国内某集团企业收购法国一家企业投

资失败及近年来很多国内企业在中东地区频遭反索赔的案例为例，讲解规模较大或国际项目

中，对当地习俗、政策、经济、法律环境等客观原因不了解而造成的损失；

3.法律的概念、层次与效力，合同经营人员掌握一定法律知识的重要性；适用于合同

的法律有哪些？如何运用？结合大量变更与索赔案例讲解法律在建设工程项目中的重要性

和意义；

4.以某项目因发包人征迁延误，抢赶工期导致费用增加索赔的案例为例，讲解此类索

赔事件中应注意的问题及需规避的风险；

5.某项目，监理签发了开工令，发包人数次催促，承包人拒绝开工，双方因此分别向

对方提出索赔与反索赔，最终法院支持了承包人的诉求；此案例过程的详细讲解，法律意识

在建设工程项目索赔中的应用；

6.某项目，当地质量监督部门检查时，以发包人未办理施工许可证为由，责令施工单

位停工，但发包人强行要求承包人继续施工，这种情况下承包人应如何处理？案例解析；

7.两个典型案例讲解法律法规变更引起来的的索赔；

五、典型案例系统讲解工程项目索赔全过程

1.某工程项目，因业主征迁、新冠疫情、工程变更、村民阻工、不良地质、增加工程

量等因素影响，致使项目进度严重滞后，承包人向业主索赔的全过程。重点讲解：整个项目

192 个索赔事项的发现、梳理、分析；谈判的技巧；索赔工期、费用的计算；证据的搜集、

资料的整理；工程索赔报告组成与撰写。

2.某工程项目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向发包人提出索赔，重点讲解：施工方提出来的

各种索赔要求分析，索赔处理的程序，索赔成立与否的分析；监理工程师的处理意见；索赔

意见通知书的书写，各项索赔费用的详细计算及分析，承包人与下游供应商之间因疫情导致

合同违约的法律救济途径（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两者之间的关系、适用范围、法律依据

及区别；索赔通知书（索赔报告）的书写，包含的内容、事项及编制技巧。（重点内容）

3.某项目，2010 年 7 月中标，8 月签订合同进场，合同工期 402 天。因征迁、协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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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011 年 3 月月开始干活，至 2019 年 4 月交工；施工过程中，承包人证据法律意见淡薄，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和签证 ，也过了索赔的有效期限，基于这种情况，施工方如何寻找突破

口，进而索赔成功（从 450 万到 3400 万），结合大量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讲解全过程。

六、施工组织设计对工程索赔的影响

1.施工组织设计的分类，投标施工组织设计与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的区别及编写要点，

对工程索赔的影响；

2.如何辩证理解“好的”与“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

3.某棚户区改造项目，因高压线迁移延迟引起的工程索赔案例，讲解实施性施工组织

设计方案编写对工程索赔成功与否的影响；

4.以山东某市政项目与内蒙古某公路项目为例，讲解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工期总体计

划编制不同而引起的顺肺炎疫情影响工期索赔不同结果；

5.某高速项目沥青混凝土拌合站数量笔误，导致工程停工索赔失败的教训；

6.甘肃某项目，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停工，承包人机械费索赔失败的经典案例讲解。

7.贵州某项目因汛期桥墩被撞，导致承包人材料运输费用增加，但索赔失败的案例。

8.投标文件施工组织设计（技术标）编写的要点，好技术标的标准，重点关注的地方；

七、通用合同条款中涉及到索赔的 19 个条款。

八、反索赔

1.工程反索赔的概念、目的和分类。

2. 系统讲解通用合同条款中涉及到反索赔的 16 个条款及对应案例解析。

十、工程索赔的技巧

从六个方面结合大量实际案例，讲解索赔的技巧：索赔班子的塔建；善于发现机会，

熟悉索赔程序；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签证工作；协商好各方面的关系；提前做好索赔谈

判策略；谈判的艺术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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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程变更的技巧及注意要点

1.变更的原则，如何做好变更工作。

2.案例解析工程建设期间证据意识的重要性。

(1)某项目基坑阻水方案变更经验教训；

(2 某项目与政府索赔谈判后续时效认定；

(3)某项目，增加建设规模审计案例以及应对措施；

(4)某高速公路河道防护砌石增加工程量的案例！

3.签证文字表述的严谨性，如何正确的签证？

4.变更的策略

5.从合法性、合理性、客观性、超前性、有效性五个方面系统讲解工程变更应注意的

事项。

6.结合案例，从五个方面（变更优先、超前策划、双赢原则、方法策略、满足需求）

详细讲解工程变更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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