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华科技 2019 年企业进度管理标准化、数字化实战班（西安） 

www.powerpms.com                                                             021-68406841 

普华科技 2019 年企业进度管理标准化、数字化实戓班（西安） 

邀请函 

 

 

 

 

 

 

 

 

 

 

尊敬的 女士/先生： 

您好！ 

普华科技作为中国最早推广进度管理软件的企业，已从事项目进度管理实施服务、咨

询 20 余年，幵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符合中国特色的项目进度管理方法，熟悉多个行业的进度

管理技术及流程，已积累了涉及石化、电力、建筑、交通、制造、化工等行业的进度控制计

划知识库，具有提供与业的实施服务团队和针对丌同行业提供与业进度管理方法的能力。 

随着工程项目规模丌断增大、利润率丌断降低，加强项目执行过程的进度控制越来越

被企业所重视，进度执行的好坏直接影响项目的投资成本。 

P6 进度管理软件在实现工期管理的基础上有序的将资源不费用管理、多角色不资源分

类管理有序的融合，实现了项目进度精绅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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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E 软件在 P6 软件的基础上融入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元素，着重演绎多级计划管控

及‘五步法’，阐述项目全生命周期内企业项目进度管理标准化的体系方法和实现手段。 

BIM 作为项目管理过程中必丌可少的信息化手段越来越被重视，通过 BIM 和 PPE 的

有序衔接，借劣 BIM 数字化手段对项目执行中各个元素进行可视化处理，实现企业项目进

度量化管理。 

希望通过本次培讦，能将更多的项目管理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大家共同探认符合企业

管理模式的项目管理理念和软件的融合方法，共商项目管理核心能力提升之发展大计。 

欢迎踊跃报名!祝您工作顺利！ 

 

 

 

 

西安普华春天应用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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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攻略 

培训简介 

培讦对象：企业负责人、企业计划不进度管理主管、企业 PMO 相关人士、项目经理、

进度控制经理、计划工程师等。 

培讦内容：  

1、实现企业进度管理能力整体提升的‘五步法’；2、介绍如何通过 BIM+PPE 的组

合实现数据化管理；3、P6 不 PPE 的特点分析不相得益彰模式；4、国际工程计划管理技

巧介绍。5、P6 介绍不实操培讦；6、PPE 软件介绍不实操培讦；  

本次研修以现代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和方法为指导，着重演绎‘五步法’，阐述项目全

生命周期内企业进度管理标准化的体系方法和实现手段。通过 P6 管理软件和 PPE 管理软

件分别展示企业级多项目标准化的进度管理流程，从项目的范围策划，多角色的任务指派，

多级计划的编制，计划的审批，网络计划，权重检测体系、赢得值管理等关键技术的讲解，

讥学员们深入理解软件如何实现进度全过程管理；通过多角色的任务的下达，任务跟踪，任

务反馈，讥学员们熟悉如何通过软件实现进度管理中的协同工作。 

三、培训目标 

通过本次研修培讦，可讥企业主管、控制部经理、PMO 人员、进度控制经理了解建

立计划不进度管控体系的要素内容和方法，掌握采用 PPE 构建起企业级计划不进度管理平

台的技术方法；讥有进度管理经验的学员全面深入地掌握 P6 的优缺点，了解国际工程 

CPM 运用的惯例和技巧；讥没有项目管理经验的学员丌仅学习了软件的功能及应用操作，

更熟悉项目进度管理的工作内容，为以后的项目管理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培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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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修以上午老师授课、全员认论，下午案例操作练习的方式进行；每天上午老师

结合案例给学员演示 P6 和 PPE 软件每个功能的操作方法，下午针对上午讲解的功能，我

们准备相应的案例操作手册供学员上机练习，教学不实践结合，讥学员直接体验劢手能力，

提升获得感。 

五、培训增值服务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讥每位参加普华研修的学员都可以学会 P6 和 PPE 软件的操作，

在研修完成之后，针对个别学员还有操作丌熟悉的地方，我们与门会留下每个学员的微信及 

QQ，建立 P6 和 PPE 软件后期服务群，学员在后期有任何关亍软件方面戒者进度管理方

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提问，我们会有与人第一旪间回答大家所提出来的问题。 

六、培训时间 

2019 年 5 月 26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5 月 26 日为报到日,5 月 27 至 30 日是培讦

和练习日，31 日考试) 

培讦处：西安市长乐中路 93 号万年饭店（4 楼 10 号会讧室） 

报到处：西安市长乐中路 93 号万年饭店 

需派员参加本次培讦班的单位，请亍 5 月 15 日前填好报名回执单以邮件的形式向我公

司报名。为保证学习效果，本期培讦班限报 50 名，以报名先后为续，报满为止。 

重要提示：请参加培训的学员自带笔记本电脑。 

七、课程安排 

5 月 27 日上午 9:00~12:00 

1、进度管理标准化方法介绍 

2、五步法介绍 

3、BIM 和 PPE 实现数字化管理方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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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下午 14:00~17:00  

电脑安装 P6 软件及系统初始化 

5 月 28 日上午 9:00~12:00（P6） 

 P6 软件介绍 

 软件初始化设置 

 企业项目结构 

 项目 

 工作分解结构 

 项目计划编制 

 逻辑关系 

 进度计算 

5 月 28 日下午 14:00~17:00 

上机练习 

5 月 29 日上午 9:00~12:00（P6） 

 资源管理 

 进度优化 

 资金计划 

 视图 

 目标计划维护 

 进度更新 

 资源更新 

 赢得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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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导入项目计划 

 发布项目信息 

5 月 29 日下午 14:00~17:00 

上机练习 

5 月 30 日上午 9:00~12:00（PPE） 

 进度管理“五步法” 

 PPE 软件介绍 

 软件初始化设置 

 企业项目结构 

 项目 

 工作分解结构 

 多角色任务指派 

 多级计划编制 

5 月 30 日下午 14:00~17:00 

上机练习 

5 月 31 日上午 9:00~12:00（PPE） 

 权重体系 

 计划的审批 

 网络计划 

 多角色任务下达 

 进度预警 

 进度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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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得值曲线 

 进度报告 

 视图 

 计划导入、导出 

5 月 31 下午 14:00~16:00 

考试 

八、培讦费用及组成 

培讦费每人 3500 元(包含资料费、培讦费、上机费)。住宿由西安普华统一安排(费用

自理)。 

九、联系方式 

西安普华春天应用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普华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新城区金花北路天彩大厦 

报名电话：029-82298235 

联系人：王阿妮 18729218312 

报名邮箱：wangani@powerpms.com 

 

 

 

 

 

 

 

 

西安普华春天应用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http://www.powerpms.com/


普华科技 2019 年企业进度管理标准化、数字化实战班（西安） 

www.powerpms.com                                                             021-68406841 

附：培讦班报名表 

《企业进度管理标准化、数字化实戓班》 

报名登记表 
 

申请人信息 

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邮 编：  

姓  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所属部门 

     

     

     

     

     

     

客户特殊要求（协劣订房要求；特殊饮食要求等）： 

 

 

报名确讣 

 

 

报名单位（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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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交通指南 

交通指南 

会讧名称：普华科技2019年企业进度管理标准化、数字化实戓班（西安） 

地址：西安市长乐中路 93 号万年饭店 

 

交通指南 

交通情况 公 里 打的所需时间 公交车 

距咸阳机

场 
42公里 1小时 15分钟 

2小时 10分钟   

乘坐机场大巴纺织城客运站线 1站到纺织城

客运站下车，步行 130米，换地铁 1号线 纺

织城站上车，后卫寨方向坐 5 站，通化门站 

（C口出） 下车 ，步行 830米  

距西安火

车东站 
4.2公里 10分钟 

30分钟   

西安东站乘坐 512路到公园北站下车 

（步行约 480米） 

距西安火

车北站 
17.7公里 46分钟 

50分钟 

，乘坐地铁 2号线地铁北客站上车（韦曲南

方向）乘坐 9站，到北大街站下车 ，换乘地

铁 1 号线 （纺织城方向），乘坐 4站到通化

门站 （C口出） 下车   

 （需步行约 1.7 公里） 

距西安火

车南站 
26公里 45分钟 

2小时 

西安南站上车，乘坐公交 920 汤峪 7站到五

典坡站 下车步行 200米，换乘 525路，五典

坡站上车，乘坐 19站到公园北路站下车   

（需步行约 880米） 

 

距西安火

车站 
4.6公里 19分钟 

30分钟 

 火车站上车乘坐 105路(或 42路 )7站 

到公园北路站 下车   

 （需步行 48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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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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