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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马中国的三大业务板块柯马中国的三大业务板块柯马中国的三大业务板块柯马中国的三大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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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马项目管理主要流程图柯马项目管理主要流程图柯马项目管理主要流程图柯马项目管理主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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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模板项目管理模板项目管理模板项目管理模板

3.1.1   授权一个新项目

3.1.2   组建并管理项目团队

3.1.3   创建WBS和责任分配矩阵

3.1.4   创建项目节点计划

3.1.5   成本预算确认

3.1.6   风险管理

3.1.7   确认项目基准

3.2.1   项目状态评估与汇报

3.2.2   向客户进行项目报告

3.2.3   变更控制

3.2.4   关键供应商管理

3.2.5   授权项目基准的偏差

3.3.1   合同关闭（外部）

3.3.2   行政关闭（内部）

3.3.3   项目关闭报告



项目执行指导方针项目执行指导方针项目执行指导方针项目执行指导方针



项目开始阶段项目开始阶段项目开始阶段项目开始阶段



授权新项目授权新项目授权新项目授权新项目

一个项目应当获得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的正式授权，并签发项目章程项目章程项目章程项目章程。该
章程应当清楚的表明项目目标，且可在合同文档中应用。

项目章程给项目经理提供了，运用组织资源完成项目任务的权力。

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应当尽早由项目管理总监确定。



项目章程明确了角色责任、项目目标大纲、定义了主要的
项目干系人和项目经理的权力，为项目后期进行提供参考。

在项目管理总监的适当支持下，被任命的项目经理与部门
经理，共同挑选项目团队的组成人员。

为了更简洁明了的介绍项目章程的
使用，我们借鉴同一汽大众合作的
NCS车身焊装项目为实例。

授权新项目授权新项目授权新项目授权新项目



项目章程项目章程项目章程项目章程（（（（一汽大众一汽大众一汽大众一汽大众 NCS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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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作细分创建工作细分创建工作细分创建工作细分(WBS)和和和和
责任分配矩阵责任分配矩阵责任分配矩阵责任分配矩阵(RAM)

• 一旦项目团队定义完成，项目经理将负责协调建立项目工作细分工作细分工作细分工作细分
（（（（WBSWBSWBSWBS））））。

• 我们强烈建议在类似项目的现有模版模版模版模版基础上，开发项目工作细分。此
外，我们鼓励每个组织，建立一个适用于典型产品和安装的“标准工
作细分模版”。

• 项目工作细分（WBS）应当伴随一个责任分配矩阵责任分配矩阵责任分配矩阵责任分配矩阵（（（（RAMRAMRAMRAM）））），责任分配
矩阵清晰地且唯一地将单个责任人分配到每个工作细分工作包。同
时，用工作细分词典工作细分词典工作细分词典工作细分词典解释，对工作分解结构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完成定
义和描述。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WBS实例实例实例实例



项目责任分配矩阵项目责任分配矩阵项目责任分配矩阵项目责任分配矩阵

责任分配矩阵（RAM）用于对项目团队进行分工，通过责任分配矩阵可以将所需完成的工
作合理分配给每一位团队成员，并明确各自在各项工作中应承担的职责。

责任分配矩阵必须公示给项目团队，通常情况下是项目经理召集所有人开会并解释清
楚，面对面确认各位干系人都清楚了解自己的职责。



This role signs off on the completed work.

这一角色须在工作最终完成时签署相关文件。

Signs

签字

This role checks the work to ensure that it meets all defined criteria and standards.

这一角色核查工作确保符合既定的要求和标准

Verifies

确认

This role is to be informed of progress and results. One-way communication (typically 

from R to A).

这一角色需被告知工作进度和结果，由责任人告知

Informed

告知

This role has the information and/or capability to complete the work. Two-way 

communication (typically between R and C).

这一角色有权知晓和/或有能力完成工作，负责与责任人间的交流沟通

Consulted

咨询

This role provides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conduct the work or plays a supportive role in 

implementation.

这一角色负责提供额外资源或支持工作

Supportive

支持

This role approves the completed work and is held fully accountable for it. There should 

be only one A

这一角色负责审批已完成的工作并作出决策，该角色只能有一人担任

Accountable

决策人

This role conducts the actual work/owns the problem. There can be multiple Rs (this is 

called team working)

这一角色负责解决实际工作/自身问题，可以有多个R同时负责（团队合作）

Responsible

责任人

Definition定义定义定义定义Role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项目责任分配矩阵项目责任分配矩阵项目责任分配矩阵项目责任分配矩阵



项目成本预估项目成本预估项目成本预估项目成本预估

在项目启动会中，除了项目预估成本和由销售提供的合同时间进度外，还需
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确定项目的成本和时间目标目标目标目标。

项目经理负责带领项目团队执行行动以达到项目目标。

在项目开始时：

出于会计目的，预估成本预估成本预估成本预估成本应当在项目中被考虑在内

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应当为变更变更变更变更，定义预算利润，当项目中发生需要进行变更谈判
时，能够使用。



创建项目节点计划创建项目节点计划创建项目节点计划创建项目节点计划

项目经理需创建并维护项目节点计划，详细程度以便于管理为准，但

必须完整全面的体现项目进度，并明确标出关键路径关键路径关键路径关键路径。

这个主计划总结了进度细节进度细节进度细节进度细节，制定了具体的追踪活动并由相关责相关责相关责相关责
任部门任部门任部门任部门维护（如工程、制造、安装、调试），同时项目经理也要确保
相互的一致性。



创建项目节点计划创建项目节点计划创建项目节点计划创建项目节点计划

为了反映除每个任务的实际进度实际进度实际进度实际进度，主要时间表应当定期更新（每个
月或按需求更短）。

实际进度的衡量将由相关任务的责任人完成，项目经理根据合适的
标准（事先设立并在整个项目中保持）进行校验。

主要时间表和详细时间进度都应通过MS ProjectMS ProjectMS ProjectMS Project软件完成。



时间进度时间进度时间进度时间进度（（（（一汽一汽一汽一汽－－－－大众大众大众大众 NCS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MS Project软件软件软件软件



项目进度规划项目进度规划项目进度规划项目进度规划

• 项目团队共同创建计划

• 项目经理需领导并推动项目团队

• 在某些困难项目中，可能包含各种不同的技术要点，通常情况下项
目经理不用完全掌握所有技术知识。

项目经理更重要的是作为领导者使项目成员

团队合作！



风险管理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发现、评估和积极响应风险积极响应风险积极响应风险积极响应风险的结
构性方法。

通过对了解风险，以及评估风险可能造成影响，以达到优化决策
制定的目的。

风险能够被定义为，可能发生且造成影响的不确定事件或条件。
尽管谈到风险我们通常会联想到威胁，但风险的定义既涉及到威
胁（例如：因为其通常提到风险，所以对项目有负面影响的，应
当被避免的事件）又涉及到机遇（应当被开发的，对项目有正面
影响的事件）上。

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



如果是风险是主动应对的风险是主动应对的风险是主动应对的风险是主动应对的，项目团队可为将要实现的风险准备行为计划（应应应应
变计划变计划变计划变计划）。根据应变计划的完成情况，项目团队可以：

风险发生时可按事先准备的应变计划处理，剩余风险剩余风险剩余风险剩余风险仍应更新在风险登记表
中。

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

修正WBS

修正项目节点计划

更新当前成本额（一旦获批，应急储备
金可由项目经理支配）

评估剩余风险



如果是风险是被动接受的风险是被动接受的风险是被动接受的风险是被动接受的，项目团队不会事先对将要发生的风险作任何计
划，直到风险发生再根据权变措施计划采取行动。

项目经理应在风险登记表中明确标出由项目团队制定的消极风险战略。

如果需加入权变措施计划权变措施计划权变措施计划权变措施计划，相关活动/工作量的预算包括在管理储备金管理储备金管理储备金管理储备金内或
降低项目利润实现，两者都应获得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的正式批准。

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



项目风险记录表项目风险记录表项目风险记录表项目风险记录表



项目开始(规划)阶段应当在项目交接后的一个月内一个月内一个月内一个月内完成。

确认项目基准确认项目基准确认项目基准确认项目基准

在该阶段的最后，利润中心董事会应当
专门专门专门专门举行一个正式的正式的正式的正式的会议。在会议中，
项目经理陈述已经完成工作的成果，项项项项
目发起人正式批准目发起人正式批准目发起人正式批准目发起人正式批准项目基线（工作范围、
成本和时间）。



确认项目基准确认项目基准确认项目基准确认项目基准

1. 复查WBS

2. 复查资源可行性

3. 审核成本和批复

4. 以防万一，再次与客户确认合同

5. 与项目干系人确认项目相关事宜

6. 与客户确认项目相关事宜

7. 确认项目规划、客户规划和合同

8. 确保项目缓冲资源和应急资金

9. 与项目发起人确认项目细节

10. 保存项目基准－自此，变更管理流程变得尤为重要！

11. 遵守项目执行流程的指导方针



项目滚动阶段项目滚动阶段项目滚动阶段项目滚动阶段



项目绩效评估和汇报项目绩效评估和汇报项目绩效评估和汇报项目绩效评估和汇报－－－－项目绩效报表项目绩效报表项目绩效报表项目绩效报表



项目客户报告项目客户报告项目客户报告项目客户报告

每份项目进度报告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罗列过去一个月内取得的重大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根据最新的主要时间表所确定的工作现状工作现状工作现状工作现状，包括对目标时间表偏差原偏差原偏差原偏差原
因的解释因的解释因的解释因的解释，因果推论和采取的补救措施补救措施补救措施补救措施；；；；

柯马在发现问题问题问题问题后，为使问题影响最小化而采取的行动行动行动行动和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罗列下月预期完成下月预期完成下月预期完成下月预期完成的项目进度及主要工作项目主要工作项目主要工作项目主要工作项目；；；；

变更申请清单；

开票开票开票开票和收款状态收款状态收款状态收款状态



项目周报项目周报项目周报项目周报（（（（一汽一汽一汽一汽－－－－大众大众大众大众NCS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项目周报项目周报项目周报项目周报（（（（一汽一汽一汽一汽－－－－大众大众大众大众NCS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问题清单问题清单问题清单问题清单



变更控制变更控制变更控制变更控制

项目经理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及时向客户告知任何
发现的项目工作范围变更。

如果合同中没有规定特定告知的形式，则项目经理可以采用
《变更申请表》。

同时，项目经理也要指出所有的变更要求和状态，并更新至
《变更请求登记表》



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表

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表变更申请表

样例样例样例样例



变更请求注册表变更请求注册表变更请求注册表变更请求注册表



变更控制变更控制变更控制变更控制

在与客户对变更价格进行谈判时，项目经理应当与销售经理销售经理销售经理销售经理互相
合作，并在预估部门预估部门预估部门预估部门的帮助下准备报价。

万一变更的利润小于在项目一开始
定义的预算利润，变更利润应当得
到项目发起人的批准。

项目的初始预算将根据变更后的预
算来增加。



项目结束阶段项目结束阶段项目结束阶段项目结束阶段



合同关闭合同关闭合同关闭合同关闭

合同关闭是指，同供应商供应商供应商供应商、分包商分包商分包商分包商对任何合同的结算结算结算结算与关闭关闭关闭关闭，
及正式的客户确认客户确认客户确认客户确认。

客户方的合同关闭流程中通常包括已签字的终验收单终验收单终验收单终验收单，常常在
合同文件中有所 定义，且应当严格遵守。



在每个项目的最后（较小任务除外），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须准备一个《《《《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关闭报告关闭报告关闭报告关闭报告》》》》。通过对事件，数据，学习到的经验和客户关系的记录，
该报告将作为信息知识库为以后的项目做参考。在列有预估成本与实
际成本明显差异的最终成本报告，和包括规划与实际的项目主要时间
表的支持下，完成项目关闭报告。

该报告将在一个特定特定特定特定的由事业部管理层参加的会议会议会议会议被分发、回顾，
且被转送至合同与项目管理中心职能部。

项目关闭报告项目关闭报告项目关闭报告项目关闭报告



项目关闭报告项目关闭报告项目关闭报告项目关闭报告（（（（客户提供客户提供客户提供客户提供））））



项目关闭报告项目关闭报告项目关闭报告项目关闭报告（（（（柯马内部完成柯马内部完成柯马内部完成柯马内部完成））））

项目关闭报告是一份须由柯马项目经理、销售经理和客户方项目经理、
采购经理共同签署的内部文件。

项目经理负责填写该文档，并找所有相关人员签字。



项目关闭会议项目关闭会议项目关闭会议项目关闭会议

与会人员：
•项目经理
•方案人员
•售后服务部
•工程部
•电气部
•制造部
•物料部
•销售
•采购
•车间
•财务
（与启动会议与会人员相似）

需提供的文档和信息：
•终验收证明（FAC）
•转交售后服务部的检查清单
•质保期间的预算和WBS
•收款状况
•填写好的项目关闭报告
•其他，如有（问题清单等）

何人何时组织此次会议：
此次会议应在客户签署正式终验报告
单后进行。

由项目经理安排并主导会议。

“项目关闭会议”议程
•项目回顾（项目经理）
•客户满意度调查（待议）（项目经理）
•在质量/成本/进度上对供应商进行绩效评估（采购）
•终验收证明转交财务/售后/事业部归档（项目经理）
•回顾收款状态（项目经理/财务）
•检查清单和售后服务预算转交售后服务部（项目经理/售后服务部）
•失败成本的经验总结（运营部门）
•成本节省经验总结（运营部门）



客户满意度客户满意度客户满意度客户满意度

一汽－大众颁发给柯马的

项目贡献奖

广汽乘用车致柯马的感谢信



客户满意度客户满意度客户满意度客户满意度



项目管理内审项目管理内审项目管理内审项目管理内审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here!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