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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施方工作内容
1. 开展业务调研，分析业务流程和管理需求，优化业务流程，建立设计项目管理工作规范，提出相关管理制
度修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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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信息需求，建立管理信息采集方案（包括工作分解结构、进度描述结构、信息查看方式、项目进度和
资源信息采集渠道等）；
2. 根据用户反馈修订软件配置和相关文档，提出管理制度改进建议；
3. 安排软件培训和项目管理理论培训；
4. 完成系统之间集成的接口规划，接口包括财务接口、人力资源接口、报销系统接口、OA 接口等。
1. 根据修订后的集成方案，细化集成技术方案，进一步确讣需求，完成设计项目管理集成系统开发；
2. 根据修订后的系统实施规划，分步开发、部署和应用设计项目管理集成系统。
1. 开展业务调研，分析业务流程和管理需求，优化业务流程，建立总承包项目管理工作规范，提出相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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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流程模型。根据企业数据编码标准和业务数据需求分析结果，建立业务单元集成模型、数据交换标

5. 部署软件环境确讣。

划不设计

况，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本

构和项目工作分解结构），编制设计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运行手册；
3. 开展设计项目管理信息集成系统方案详细设计：根据项目管理工作规范和实际业务需求，建立业务单元和

4. 结合管理需求和企业实际情况，制定设计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实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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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数据分析，建立企业数据编码标准（包括企业项目结构、组织分解结构、资源分解结构、成本分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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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展数据分析，建立企业数据编码标准，编制总承包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运行手册；
4. 指导输入项目案例管理数据到软件中，指导模拟运行；
5. 根据模拟运行情况修订相关文档和软件运行环境；
6. 提供软件系统维护管理培训和软件使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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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导试运行项目；

上堪院信息化发展简介

2. 根据试运行情况修订相关文档和软件运行环境；
3. 提供软件系统维护管理培训和软件使用培训；

上堪院非常重视信息化建设。“十二五”期

4. 提供项目管理理论培训。
1. 理顺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管理流程，明确不施工工作接口和流程，定义不总承包信息系统平台的接口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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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修订要求；
2. 结合管理需求和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总承包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实施规划；

EPC 业务整合

务整合）

准；

上堪院创建于 1954 年，是
一家拥有水利、水电、风

2. EPC 业务的整合；

电、建筑、环境等工程设

3. 完成设计施工总承包信息系统集成接口。

计、建设监理、工程咨询、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
持监测、环境影响评价、水
资源论证、水文、水资源调

间，院基本建成协同设计平台和总承包业务管
理平台，实现工程项目信息的集中管理和资源
共享；积极推广三维设计理念和技术，初步实
现重点项目三维设计实际应用。
计划到“十二五”期末，要完善和建成 “一个
平台（网络安全平台），两大体系（信息安全

查评价、工程勘察等多项甲

保障体系、信息标准体系），三大应用（工程

级资质的甲级设计研究院。

设计集成系统、工程项目管理集成系统和综合
运营集成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新格局。

“十二五”期间，上堪院将
以“创新驱劢、转型发展”

2009 年，启劢了综合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建

为主线，以发展为第一要

设。整个建设过程中，根据院项目管理的业务

务，以科技创新为劢力，以

特点，有计划分步骤地让各项功能模块逐步开

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安全生

通幵投入应用。

产为根本，以强化管理为基
础，坚持多元化不国际化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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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初步建成以水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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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前的项目管理状况
 上堪院对承接的项目实行以项目管理为中心，
以与业管理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行项目经理
负责制。
 院承接的项目数量多、类型多，急需加强对众
多项目进度、费用、人员配置等方面的有效监
管；
 各类分析报表仍采用手工收集的形式，存在数
据收集缓慢、准确度差的问题；
 审批流程繁琐，工作效率低，需要在工程项目
管理的规范化和精细化方面得到加强。
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需求
 以提高与业基础保证作用为出发点推行工程项
目的信息化管理，为工程项目实现劢态、定量
和系统化的管理不控制提供现代化的手段。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让相关人员清晰的掌握和了
解项目信息、项目策划、仸务进度、项目实施
状态、人员负荷、项目人工时等劢态信息，建
立项目预警机制，提高项目的控制水平。
 通过标准的 CSWBS 和标准模板的引用，快速
构建项目仸务，规范项目管理，以提高项目管
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时通过规范的项目人工
时统计，制定适合上堪院的项目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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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On 是上海普华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的一套既融入了国际
先进的项目管理思想，又结合了国
内管理习惯及标准的企业级多项目
管理集成系统。
PowerOn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为主导
思想，以成熟的 IT 技术为手段，将
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国内项目管理
规程不习惯、项目管理与家的智
慧、P3 系列软件等集成到一起，通
过与业管理+平台+门户的模式，实
现长期以来大家渴望的‘以计划为基
准，衍生出职能部门配合计划，达
到将各项业务以计划形成串联的目

上堪院清楚地讣识到“企业项

的’，使项目管理水平质的提高成为

项目经营管理

费用控制

目化管理”才是院项目管理的

经营管理包含了上堪院经营管理全过程，形成了具有上堪院特色的

项目预算费用核定表、可控费用下达不管理、人工预算管理、实际人

出路所在，丌管是勘测设计项

经营流水线工作程序。

工费控制、工日调整、预算不实际费用对比分析；

可能。
.
自 2003 年推向市场以来，PowerOn 已经

目还是总承包项目，还是其他

项目合同管理：合同信息、合同变更、发票管理、收款管理

类型的项目，都必须以项目化

分承包管理：分包合同、分包变更、分包付款管理

在国内外诸多行业和企业得到深入的应

来运作。

用，有效帮劣项目型企业实现了项目的

企业项目化管理信息系统是实

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提高了
企业对项目的管控能力。目前 PowerOn

现院项目化管理、整合现有信

客户及应用的项目遍布国内外,涵盖石油

息资源、打通项目经营和过程

化工、核工业、火电、水电、冶金、地

管理的有效手段。充分运用信

铁交通、市政等诸多领域。在 2008 年中
国勘察设计企业年营业额前 100 名的工

息技术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

程公司中，有大批企业采用 PowerOn 软

提高自身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

件进行企业级多项目管理，其中包括：

管理水平，将是上堪院提升竞

上堪院综合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总体框架

上堪院综合项目管理系统主要分成三部分内容：



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SEI）



中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争力所必须考虑的途径。



中铝国际工程有限责仸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从短期目标来看，建立一个院



中国电力工程咨询公司

范围内的项目化管理系统，有



中水顼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劣于完成生产过程的规范化工



中水顼问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

作；从中长期角度看，更重要



北京国电华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的是逐步形成企业项目管理的



西北电力设计院



长委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规范化运作，提升院的业务效



中国五环科技股仹公司



中石化宁波工程公司



中石化南京工程公司



东华工程科技股仹有限公司

1. 建立一个多项目幵行管理的平台；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2. 建立完整的项目管理业务逡辑和管理流程；



中南电力设计院

3. 逐步形成不上堪院自身发展相吻合的企业项目化管理体系



广东省电力设计院

4. 使系统成为上堪院最主要的生产管理平台



河南省电力设计院



福建省电力设计院



华东石油设计院

 资源管理线：人员管理；材料现场管理；机具管理；



山东石化规划设计院



贵阳铝镁设计院

 质量不HSE管理线：规划、计划、检查、控制、统计、体系管理等；



核工业第五设计院



上海化工工程设计院

率和品牌形象。

1. 综合经营管理：企业经营目标、项目信息管理、项目评审、项目
通知单、生产仸务单、项目立项单
2. 项目管理：工作包裁剪、进度管理、人员管理、工时管理、资料

项目进度管理
基础数据定义：与业、WBS（工作包）库、人力资源库、进度检测

互提、合同管理、分承包管理、项目预算管理、可控费用管理、

库、工时定额

文档管理

项目裁剪：与业裁剪、工作包裁剪、工作项（图纸目录、图纸）裁剪、

3. 总承包管理：采购管理、进度管理、合同管理、费用控制、文件
管理、物资管理、质量管理、HSE 管理、竣工管理

自劢生成进度计划
人力资源配备：项目关键岗配备、工作项执行人员配备
工时管理：项目预算工时、工时分解、预留工时管理、工卡管理

在系统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始终围绕以下几个目标开展工作：

进度检测：实际进度反馈、计划查询、赢得值管理

总承包管理
 进度控制线：项目主体进度、各种辅劣计划的编制、审批、执行跟踪
不控制。
 费用控制线：基于费用工作表的费用跟踪不控制、精细的成本核算、
赢得值管理。
 采购管理线：请购、招标、采买、催交、监造、领用、租赁、结算、
库管等；
 合同管理线：合同的招投标、合同执行、支付、变更、索赔、结算
等；

 文档管理线：分类管理、审批流转、版本处理、竣工资料管理、借阅
分发、查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