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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说明
• 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多高科技、高附加
值产品的现代企业，Digital revolution 是今
后不可逆的趋势。需要越来越多既懂技术又懂管
理的复合型的管理人才。

• 流程的系统化和复杂化使技术人员进一步提高管

理技能成为迫切的要求。

• 原有的技术人员直接向管理岗位转岗。

• 技术人员在自身专业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也
有承担起项目管理职责的意愿。

• 技术型人才向管理型人才转型已成为当今人力资
源深层次变化中提出的一个特殊问题。



背景说明
• 在如今的信息社会，尽管技术人员可通过系统培
训，获得专业的项目管理知识，然而，仍存在大
量的项目管理技巧，无法通过培训获得。

• 需要企业在选拔调配及管理中，创造条件，采取
特有的管理方法，促进实现这种转变。

• 适应项目管理人力资源发展技术-管理复合型人
才缺口的需要，分析专业技术型人员和管理型人
员的特点与优劣势等，讨论：

• 转换的机制、

• 转换的条件、以及

• 转换的可行方案。



背景说明

由组织行为学理论的观点为依据，以人员从
“技术转管理”的可行性为出发点，结合技术及
管理两类人员的优劣分析，对从

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

的演化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剖析，
提出“配对法”及“自我领导”的方法理念，并
辅以组织行为学中授权，沟通管理以及柔性管理
的概念，通过一套人员整合制度，平稳有效地实
现上述转变，最终讨论与该类转型相适应的项目
组织文化。



为什么要研究

技术人员向管理人员转变？



我国人才形势的演变

• 作为我国人才的职业技能标准：

• 上世纪8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 上世纪90年代的“一门外语打天下”，

• 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的

“经济金融外贸热”。

•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更是加大了对基础
设施的投资，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扶植。

• 飞速发展着的中国，在产业结构转制过程中，高
新技术和服务业占据着日益增加的份额，然而，
缺少拥有现代技术与管理复合型的人才瓶颈，仍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培养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

对发展中国家，培养年轻的技术

人才是发展本国经济的唯一途径，
它是极端重要的。但是有了知识
不一定就有能力，而我们的根本
任务是培养有知识、有能力的人
才，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
复合型人才。



中国的情况怎样了？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动
力车间（Powerhouse）．

全国有1,303 所大学和专院设有工
程专业，约占总数的８３．３％。

具有关资料，全国每年约有100多
万各类工程的毕业生由学校毕业走
向社会的各个行业。



存在的外显的矛盾！

 每年有大量技术类的毕业生由学校毕业
走向建设的岗位，就业压力大。

 对缺乏经验的年轻技术人员目前尚没有
保证和有效的体制，能使他们能力得到
迅速地提高。

 尽管产品技术上有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
但是由于执行任务的人（尤其是管理人
员）缺乏必要的职业素质,对质量管理
将带来严重影响。



存在的潜在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国外品牌产品（如汽车，高档手表„）
进入中国，设计和管理体制中的核心技术为国外
所掌握，而国内的单位则仅仅处于配角地位。

 年轻的技术人员对核心技术却掌握不多。国家整
体上R&D投入的不足，在今后国际竞争中就可能
处于先天不足的不利地位。

 科技竞争（反映在专利的竞争）是今后国际竞争
的主要内容，各发达国家对此均作出长远可持续
的战略，如新能源、新生化个药制品的竞争和碳
排放的斗争等。



真正的潜在的挑战是什麽？

• McKinsey 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

* 我们预计中国今后将面临人才短缺的

瓶颈；

* 这种人才的短缺将肯定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市场
上的表现和竞争性；

* 这个情况是由于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脱离实际和

缺乏足够质量的英语教学，使学生缺乏在国际市
场上的交互能力。

• （注：中国的教育界是否意识到这点？）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
势下，技术人员经济观
念还必须体现在以市场
化为结合点，以国际化
为前提。



 英语水平对我国工程师培养有特殊意义！

 不会写英文 --- “准文盲”

 不会听英文 --- “准聋子”

 不会写英文 --- “准哑巴”

 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竞争中就成了真聋子，真哑巴，
真文盲 --- 就成了残疾人！

试问：残疾人何以胜出国际竞争？

残疾人何以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国际化： 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我们在培养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企业人才！



当今年轻技术人员的状况如何？

 学校中仅仅强调理论学习(Theory only)

 在成长中缺少实践机会 (Lake of Practice )

 缺乏走向国际的目标和动力(Vision，Impetus)

 缺乏必要的管理能力(Management Skills)

 缺少处世和处事的灵活性(Flexibility)

 缺少专业面的适应性(Adaptability)

 缺乏商务和经济的能力(Business & Economics)



继续教育是社会需要

 对发展中国家，对年轻技术人员的继

续教育是一件迫切和困难的工作。

 这些教育又如何满足今后的社会需要也
是一件困难的问题。

 继续教育最有效的办法是结合工作实践
的系统教育。

 当今对青年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应以实
现大量技术人员向技术、管理复合型转
化为一个主要方向。



世界知名企业的项目管理人员现状

• ABB(Asea Brown Boveri)是一个处
于领先地位的全球工程公司，其大
部分工作要求良好的项目管理，公
司为其项目专业技术人员开发了一
个专业发展计划，以使他们最终成
为获得资格认证的项目管理人员。



世界知名企业的项目管理人员现状

•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国际商业机器)是世界上最
大的计算机制造商。IBM公开承认
对其未来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
掌握项目管理。它发展了自己内部
的资格认证计划，同时也鼓励其职
员得到项目管理的资格认证。



世界知名企业的项目管理人员现状

• 我国的华为、中兴和美国的Motorola公司是世
界上最成功的通信设备和服务供应商。他们启
动了一个旨在改善其项目管理能力的计划，而
今，他们更鼓励其项目执行人员得到项目管理
PMP的资格证书，硬性规定所有的项目经理必
须取得PMP资质。

• 作为拥有最多世界500强企业的美国，企业的
管理者通常是从某一专业部门提升上来的。而
一些欧洲国家，其升任高层管理的人士，大多
是具有通才经验的核心秘书处的精英。



国内现代企业对技术向管理人员转
变的需求

• 在传统的项目中，专业技术人员，仅仅是所指定
方案的执行者，对具备项目管理层面能力的需求
不迫切。

• 如今项目技术人员的作用，已超出了单一执行者
的范畴，客户们要求他们参与到项目运营层面来，
开发并提供解决方案，这就要求技术人员们具备
项目管理技能。



国内现代企业对技术向管理人员转
变的需求

• 由于企业“转型升级”，其主导活动不断向以各
种创新活动为主的模式发展，造成了企业管理的
主导模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创新思维

创新产品 创新市场 创新企业）

• 在知识经济中企业创新活动都是按照项目的模式
实现的，需要通过项目管理管好创新活动。

•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企业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需要建立新的项目组织结构。在有专业背景的员
工中，选拔出一些具备“有领导潜质的”项目团
队管理人员。



国内现代企业对技术向管理人员转
变的需求

• 对于大公司，作为成熟企业，往往在经济
高速发展时期，能接到重大的项目，其复
杂度、附加值都处于行业前列，势必造成
技术与管理人才的缺口。

• 对于小公司，在经济发展时期这类企业往
往自身处于成长阶段，无人才梯队，对人
员的灵活性要求更高，更必要“一专多能”
的人才了。



技术人员向管理人员转变的若干问题

刚走上管理岗位的技术人员其角色不能完美转换：

1） “质量”vs“时间与成本”----过度关注技
术细节，就导致了项目成本及时间的过量耗费；

2） 不愿授权----凡事亲历亲为，忙得焦头烂额，

可项目总的执行效率却不见提高；

3） 沟通缺位，组织成员搞不定，内忧外患；能

写具体工作分解，却不知分派工作。

4） 项目风险意识缺失，对风险的预判能力缺

失，无法规避风险，造成损失。



企业内的人员交叉互动

各类的技术型企业中，大体能分为三类人员，
他们是：

（1）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技能(know-how)的专

业技术人员

（2）掌管着一个项目组/团队的管理人员

（3）主管人员



















主管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项目团队
管理人员



技术与管理“复合型”
人才的能力要求



项目管理的沟通能力

项目经理是经常要和上级领导、平级的
管理人员及下属员工打交道的，在项目
组织中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技巧”，
对于解决项目团队中诸如与领导层沟通，
下属员工缺乏积极性和动力，以及团队
成员中的冲突等普遍问题是完全必须的。



英国皇家工程学会全面的实践能力要求

ICE 15 Necessary Competences
(1) Broaden and deepen your 

engineering knowledge
能不断加深和加宽工程知识

(2)  Identify the problem and 

contribute solution

能在实践中抓出问题，找出解决方法

(3)  Select technique, procedure and 

method for undertaking task

能选择处理问题的技术，过程和方法



英国皇家工程学会全面的实践能力要求

ICE 15 Necessary Competences

(4)  Contribu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ve problem solution
能为实施解决问题做出贡献

(5)  Plan, organize and supervise resource 

for complete task 能为完成任务计划好，

组织好，监督好资源的消耗

(6)  Control budgets, tasks, people and resources

能控制好预算，任务，人员和资源

困惑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



英国皇家工程学会全面的实践能力要求

ICE 15 Necessary Competences

(7)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k of 

self and others
能在自己和他人的工作任务中竭尽职守

(8)  Contribute to quality system

能为质量工作出贡献

(9)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能与他人合作并有效地工作
(10）Comply with relevant codes of conduct 

能按职业规范和操守工作



英国皇家工程学会全面的实践能力要求

(11）Demonstrate commercial awareness

具备商业的理念

(12)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能与人沟通
(13)  Manage and apply safe systems of work

在工作中管理和运用安全系统
(14)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engineering activities

在工程活动中贡献可持续发展事业
(15)  Manage your own continu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掌握自身的继续教育发展



第一届（2008） ICE-SHIE

工程师面向国际知识结构重组讲座
• 第一讲：工程师的国际视野和职业素质

• 第二讲：知识经济下的企业管理理念

• 第三讲：工程师与法律知识

• 第四讲：国内外建设的最新成就与进展

• 第五讲：工程师与可持续发展

• 第六讲：工程师与项目管理

• 第七讲：工程师与经济分析

• 第八讲：信息技术对现代工程技术与管理的冲击

• 第九讲：国际工程师学会专业继续教育

• 第十讲：工程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培养



第二届（2009） ICE-SHIE

工程师面向国际知识结构重组讲座

• 第一讲：汶川大地震的反思与科学发展观

• 第二讲：上海市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 第三讲：科技人员的终生教育

• 第四讲：创新方法论（Trizi)与科学发展观

• 第五讲：宏观经济危机与科学发展观

• 第六讲：项目管理中的法律问题

• 第七讲：成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 第八讲：技术标准与科学发展观

• 第九讲：项目开发中的沟通与谈判

• 第十讲：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届（2010） ICE-SHIE

工程师面向国际知识结构重组讲座

• 第一讲：2008世界工程师协会大会精神

• 第二讲：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启示

• 第三讲：2010上海世博的建筑风采

• 第四讲：构建国际航运中心

• 第五讲：构建国际金融中心

• 第六讲：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和航空航天新技术

• 第七讲：有关国学问题

• 第八讲：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发展

• 第九讲：世博会建筑特色

• 第十讲：工程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培养



第四届 （2011） ICE-SHIE
工程师面向国际知识结构重组讲座

第一讲：公共安全和工程师的社会责任 -- 上海市1115事
件的反思

第二讲：我国的能源形势及核能发展情况
第三讲：海外项目管理---我国经济“走出去”政策的情

况和面临的挑战
第四讲：“十二五”规划要求及工程师的知识与能力
第五讲：我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政策
第六讲：我国工程中的法律问题与案例
第七讲：中外工程师的异同---社会参与度、价值观、文

化冲突
第八讲：国学：中国文化的精髓，文化传承和科技创新
第九讲：上海“十一五”创新成就及“十二五”规划解读
第十讲：上海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问题



第五届（2012） ICE-SHIE
工程师面向国际知识结构重组讲座

第一讲：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工程师的作用
第二讲：具体项目管理的理念和方法
第三讲：先进制造业发展与技术
第四讲：工程师的知识产权与法律知识
第五讲：可持续发展：工程建设的战略中心
第六讲：重大工程的组织实施与管理
第七讲：国际认证与工程师成才
第八讲：技术型到技术与管理复合型人才的转型
第九讲：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
第十讲：乔布斯现象和启迪



第六届（2013） ICE-SHIE-SJTU
工程师面向国际知识结构重组讲座

第一讲：工程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的使命
第二讲：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的突围

第三讲：知识产权与职业发展能力
第四讲：光电新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讲：海洋强国的启迪
第六讲：项目管理的理念和方法
第七讲：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变化
第八讲：创意产业中的高端制造业
第九讲：中国工程师的国际认证之路
第十讲：重大工程组织与实施—C919大飞机发展



第七届（2014） ICE-SHIE
工程师面向国际知识结构重组讲座

第一讲：工程师的“中国梦”
第二讲：“神舟”号
第三讲：大数据时代的特征
第四讲：“李克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
第五讲：我国“走出去”政策海外案例
第六讲：城市化与环境挑战
第七讲：终身学习与工程师的职业规划
第八讲：重大工程的组织与实施
第九讲：新形势下的知识产权战略与发展动向
第十讲：人类的生存困境及其出路研究



专业技术人员及

标准项目管理人员的

SWOT分析



通过对技术人员转为管理人
员的SWOT的阐述和分析，辅
以项目管理要素的对比，建
立SWOT矩阵，并提出所需制
订的行动计划，明确扬长避
短的方向。



专业技术人员及标准项目管理人员
的SWOT分析

• 一名优秀的技术经理，即不仅能出色地完
成本职工作，并有余力的人员，方能被
“指派”成为一名管理人员，并逐渐被
“培养”成为一名项目经理。一名合格的
项目经理，应该使其长处（优势）得到发
挥，而使短处（劣势）不对工作产生影响。
第一步需做到分析技术人员担任项目管理
人员的优势及劣势等，再对其逐一剖析，
采取措施及制度予以“扬长避短”。



技术型项目管理人员的
SWOT分析

• Strengths（优势）----熟悉产品、系统架
构，强有力的技术背景使其对专业客户具
有强大的说服力，能“想客户所想，急客
户所急”，此类人员往往很容易博得知识
型客户的好感。



技术型项目管理人员的
SWOT分析

• Weaknesses（劣势）----

• 人际关系、交往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不够，虽经过一定的培训掌握了
“工作分解结构图、甘特图表”等显性的
项目管理工具，但缺乏风险管理概念，主
动授权及沟通意识淡薄，并无法正确地评
估风险，不能妥善处理意外状况。



技术型项目管理人员的
SWOT分析

• Opportunities（机会）----

（1）因为有翔实的技术背景，能和客户方，
尤其客户方同样技术背景出身的采购人员
“说得上话”，第一时间取得客户信任、
方便开展项目；

（2）更能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客户需求，为企
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从而为组织谋求
更大的利益。



技术型项目管理人员的
SWOT分析

• Threats（威胁）----

（1）太“实诚”，往往会对客户“掏心掏肺”，
从而使所在企业的利益受损；

（2）只顾将产品项目做到“完美”，保留作为
技术人员的办事风格所引领的工作行为，以最
大程度地提升专业技术能力，积累宝贵的实战
经验，但缺乏项目的商业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



管理型人员的SWOT分析

• strengths（优势）----

• 了解并能掌握标准的项目管理必要的工具（分
解项目工作任务方面，有WBS工作分解结构图；
处理工期方面，主要有Gantt甘特图和
PERT/CPM网络图；预算方面，有S形预算曲线；
资源分配方面，则有责任矩阵、资源负荷图以
及各种资源甘特图，另有许多辅助的概念和工
具），能很好地平衡项目时间质量和成本，监
督并掌控项目的稳步前行，具备一定的人际关
系、沟通能力，以及对项目风险的预判。



管理型人员的SWOT分析
Weaknesses（劣势）----

• 每个项目总有所不同，对于项目中涉及到
精深专业知识的部分，尤其涉及成本及时
间（工期）时，需求助专业人员，无法第
一时间作出，有“失先机”的风险。

Opportunities（机会）----

能如期、不超预算、保质地完成项目，保
障企业的稳定发展；



管理型人员的SWOT分析

Threats（威胁）----

• 随着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产品的升级换
代，往往会“赶不上趟儿”，过分注重项
目管理工具本身，容易无暇顾及管理和满
足顾客需求。



•

• “技术型”项目管理 “管理型”项目管理

• 项目目标 想做到完美，往往会有创新和突破。 结合实际情况而定。

• 成本预算 个人经验缺乏，只能借鉴以往项目经验， 客观需求结合以往经验而定。
• 并缺乏过程中成本控制的经验。

项目风险估计虽能借鉴以往项目的风险经验，往往只看得到 能对风险作出合理的事前评估、事中预判
• 显性的一面，缺乏项目管理中“柔性”技巧， 及事后控制，并结合采纳类似项目风险的
• 缺乏对风险的预判，做不到“事前控制”。 经验。
•

•

• 过程控制 事中控制不得法，遑论事前控制。 事前、事中、能控制好，事后能更好地
• 事后总结经验教训也往往不到位。 总结经验教训。

•

• 质量控制 运用专业知识，总想做到“尽善尽美”， 能在成本和达到客户 需求中得到。
• 在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测试、现场安装
• 及售后服务中处处体现。

• 成果 从使项目成本大大超过预估，导致项目失控，能遵照项目合同完成任务，但在管理
• 甚至项目失败。到超额完成项目，使客户满 和满足顾客需求方面容易无暇顾及。

• 意度比预期大增、激发客户新一轮的需求、
•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并获得创新成果。
• 都有可能。



“技术型”人员的SWOT矩阵

• 【优势S】 【劣势W】
• 人际交往技巧不够，缺乏风险
• 熟悉产品、系统架构， 管理概念，授权及沟通意识
• 对专业客户具有强大的说服 淡薄，并无法正确地评估
• 力，易博得客户好感。 风险，遑论应对了。

• 【机会O】 【威胁T】

• 因翔实的技术背景，尤其能 太“实诚”，对客户
• 和客户方技术背景的采购人 “掏心掏肺”，使企业利益受损；
• 员“说得上话”，取得客户 只顾将产品项目做到“完美”，

几乎将
• 信任、方便开展项目。更能激 所有资源投入“质量”中，
• 发客户需求，为企业带来更多 而忽略了时间和成本的控制
• 的商业机会，更大的利益。 造成预算超支，导致项目失控。



“管理型”人员的SWOT矩阵

• 【优势S】 【劣势W】

• 掌握标准的项目管理必要工具， 项目执行过程中若涉及较为专业
并能平衡时间质量和成本。 的技术知识，无法在第一时间作

出合理判断
。

•

• 【机会O】 【威胁T】

• 能在如期、不超预算、保质地完 随着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产品
• 成项目，保障企业的稳定发展。 的升级换代，往往会“赶不上
• 趟儿”，过分注重项目管理工
• 具本身，容易无暇顾及管理和
• 满足顾客需求。
•



劣势的消除



劣势的消除

• 1 .强化项目组织中的授权与沟通
• 要最大化地利用技术出身人员的优势，并改进
其不足之处，就得再次回顾一下项目的三要素-
---时间、质量和成本。并需充分运用组织中特
有的“充分授权”与“及时沟通”这两大管理
利器。



劣势的消除

2. 落实授权
2.1.授权的必要性

• 在一个项目组织中，授权是提高团队工作效能
的秘诀之一，可惜一般人多吝于授权（此点在
技术型项目管理人员中尤为突出！），总觉得
不如靠自己更省时省事。

• 其实，把工作职责（尤其是一些专业技术类的
工作）分配给其他更熟练的员工，项目经理才
有余力从事更高层次的活动（就像之前提到的
风险评估、过程控制等）。因此，授权代表成
长，不但是个人，也是项目组织的成长。



劣势的消除

2. 落实授权
2.1. 授权的必要性

• 授权是事必躬亲与管理之间最大的分野。可以
这么说，没有授权就没有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出身的项目经理，若学不会授权，那么管理一
个项目团队也无从谈起。

• 假定事必躬亲者花1小时可产生1单位的成果，
那么管理者经由有效地授权，每投入1小时便可
产生10倍、50倍、甚至100倍的成果，其中的
诀窍就仿若将杠杆支点向右移而已。



劣势的消除

• 一、下达指令

• 放不开手的管理者坚持一人独挑大梁，属下惟
命是从，意即不做任何决策、不负任何责任。

• 下达指令型的授权，必须亦步亦趋地监督。这
种方式即使被采用，所获得的成效却极其有限。
况且，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如此事无巨细地管理
属下。

•

2. 落实授权
2.2.授权的形式



劣势的消除

• 二、充分信任

• 松下幸之助说过“用他，就要信任他；不信任他，
就不要用他”。充分信任型的授权，才是有效的
管理之道[。这种方式注重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获授权者可自行决定如何完成任务，并对结果负
责。一开始往往会比较费时，但绝对值得。

• 充分信任型的授权，要求授权与被授权方对下述
事项有足够的默契与共识（需基于一定的项目组
织文化）。

2. 落实授权
2.2.授权的形式性



劣势的消除
2 落实授权

2.3.授权的成果

• 善于授权可以收获事半功倍之效，且对双方都
有益处。不过授权者必须真心诚意以管理为出
发点，而不是只求效果。流程的观察比较及优
化上。有时，尽管在单一项目上多花了时间，
却获得了经验知识的学习，从而让项目组织更
为高效，为后续项目带来了便利。



劣势的消除

3 .善于沟通

3.1.人际交往中的三大沟通方式

(i) 被动的或屈从的沟通

(ii) 自信的沟通

(iii)侵略性的沟通



劣势的消除

3 .善于沟通

3.1.人际交往中的三大沟通方式
• 被动或屈从性沟通涉及的方面：

上级找下级布置工作，是典型的被动或屈从

性沟通，听从于命令是另一个案例。

• 自信的沟通

强势的人，有自我约制的人，事业或道义上

成功的人，对他人的示范和表率作用，都属

于一种自信的沟通。



劣势的消除
3 .善于沟通
3.1.人际交往中的三大沟通方式
• 侵略性沟通涉及的方面：

跨越人际的传递，均属于侵略性的沟通。

• 由于文化层面的约束，中国人更容易展现出被
动、屈从的沟通模式。“技术人员转管理人员”
的几种极端表现是 “太清高”或 “太实诚”，
这正是不当沟通所导致的极端表现。



劣势的消除

3 .善于沟通
3.2.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

既然从技术人员转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犯
不那么愿意沟通，不倾向以及时沟通地方式传
递信息并解决问题。因为，传统项目的专业技
术人员，由于专业技术所限，沟通交流的人有
限，而专业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往往可通过应
用专业领域的工具解决。



劣势的消除
3 .善于沟通

3.3.沟通网络的建立

（1） 整个项目对内由熟悉各方情况的丙向

项目经理甲提供信息，甲向业主汇报，项
目团队对外的声音只有一个；

（2）项目涉及的技术信息由甲带领的技术
小组负责，并最终把所有信息归到丙，

由丙负责跟踪项目进度，并保证团队人员
信息一致；



劣势的消除
3 .善于沟通

3.3.沟通网络的建立

• 3   定期召开会议，由丙统筹安排。

甲（带领技术小组) 

乙（监管）

• 丙（联系人）
•

•

•

老王（材料工具） 小陈（工厂） 小张（车辆调度）

•

如此一来，既能弥补甲不善于沟通的缺失，又能
继续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技术背景优势。

•



劣势的消除
4. 让沟通变得更自信

• 4.1.以“我”为中心。

• 我们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和说“不”的权利。
要采用以“我”为开头的陈述句，让其他人清楚
地了解个人的需求、观点和感受。

• 避免像专业人员往往主观地、想当然地认为：
“用得着解释吗，这些应该都知道的呀”那样的
思维方式。



劣势的消除
4. 让沟通变得更自信

• 4.2.“同理”回应。

• 当别人的行为不符合你的要求时，可以采用这种
方法。在表达自己的想法之前，表示对他人的理
解。例如：谢谢你让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新流程，
但在获得批准之前，我想你还是必须按照这个流
程办事„„。



劣势的消除
4. 让沟通变得更自信

• 4.3. 结果回应。

• 当别人不考虑你的权利时，或者没有按照流程工
作时，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例如：如果你始终不
愿意公开那些信息，那我除了请生产总监介入外
别无选择，虽然我很不愿意这么做。



劣势的消除
4. 让沟通变得更自信

• 4.4. 差异回应。

• 用于澄清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澄清误会。例如：
据我的理解，我们已经一致认为项目A更重要。
现在你让我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项目B上，我希
望你能明确告诉我，究竟你认为哪一个项目更重
要。



劣势的消除
• 5. 项目团队文化的养成

5.1. 自我领导的必要性

• 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项目组织中，专业技术人
员和标准管理人员的SWOT，并辅以案例说明了项
目中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最容易忽视、而又最需
强调的授权及沟通两大特质。

• 系统的项目管理培训及企业监管无法将转变过程
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尽数讨论，这时，就需要充
分挖掘项目组织中个体的自身能量。必须建立强
调自我领导的项目团队文化。



劣势的消除
5. 项目团队文化的养成

5.2 .实现自我领导

• 企业要留住人才，无外乎满足个人的“四
大要求”，即----“待遇，工作，晋升，
培训”。在一个项目型组织中，同样技术
人员转为项目管理人员，理应站在更高的
高度，来进行自我领导， 即引向：

视野（Vision）， 使命（mission)，

机遇 (opportunity)，推进(promotion）.



劣势的消除
5. 项目团队文化的养成

5.3. 建立项目文化

• 建立以原则为中心的项目文化，强调
项目组织中个体的自主性、自我监管，
就需要明确项目的使命宣言。

• 回到项目管理的基础定义----项目管
理是使用有限的资源，在规定的时间，
达到目标。即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
成本、时间、质量三要素都需被达成。



劣势的消除
• 5. 项目团队文化
5.4 从项目文化到企业文化
• 在项目团队文化向最终企业文化过渡的进程中（即
一名初级项目管理人员向更高级别行进的过程中），
需要关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一、扩大项目
组织的直接成果；二、强化项目组的存在价值；三、
培养明天需要的人才。

•

•

•

•

项目团队文化
企业文化

需关注三个方
面方能达成



Mc Kinsey 的企业文化

任何麦肯锡成员其业绩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不能为业主所首肯，则他（她）继续呆在公
司里就是对全体麦肯锡成员的不公平。

Any McKinsey  staff who can not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unable to be appreciated by the 

clients, his (her) further stay in the organization is 

unfair to all McKinsey staffs. 



小 结
• 通过对项目组织中专业技术人员及项目管
理人员的SWOT分析，找出技术型到技术与
管理复合型人才的转型的关键，找出工程
技术人员相对于各类人员的弱点和劣势，
为此劣势的消除，对项目管理中的授权与
沟通着重进行论述，折射出了专业技术人
员转为管理人员中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地
方，供大家从参考。



谢 谢！

敬请 批评！

欢迎 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