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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 Project Management Environment 

评估项目管理环境

Secti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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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路径方法：
评估范围：

拟任PMO经理/总监或外请的咨询顾问开展评估。范围主要包
含PMO核心流程:

•PMO组织架构及职能现状

•项目组合管理成熟度

•项目管理成熟度

对组织范围的评估主要关注如下方面：

•项目支持服务，比如与项目经理、项目团队和部门管理层的
合作

•业务支持服务，比如与财务和采购等业务部门的合作，具体
基于项目的涵盖组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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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zner 组织机构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评估工具

是全球项目管理领袖Kerzner 博士根据多年的丰富经验总结出
来的衡量组织机构项目管理成熟度的方法体系。此模型为组织
机构的项目管理成熟度定义了下面的五个阶段：

8

Level 1

Common

Language

Level 2

Common

Process

Level 3

Singular

Methodology

Level 4

Benchmarking

Level 5

Continuous

Improvement

评估方法及工具：

 项目组织成熟度
•可基于科滋纳博士KPM3或PMI-OPM3的框架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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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管理成熟度评估工具

•基于PMBOK®第五版的框架和项目前端的业务需求、后端的
项目业务效益实现等环节而制订。

启动 规划 实施 监控 收尾

Integrate 整合 X X X X X

Scope 范围 X X

Time 进度 X X

Cost 成本 X X

Quality 质量 X X X

HR 人员 X X

Communication

沟通

X X X

Risk 风险 X X

Procurement

采购

X X X X

Stakeholders

干系人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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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与分析：

拟任PMO人员或外请的咨询顾问，使用评估工具，通过以下方式收
集信息：

• 与干系人进行简要访谈，了解他们的期望，了解组织环境

• 与关键业务经理、PMO人员和关键项目经理进行面对面访谈

• 与PMO建设项目的发起人、公司管理层访谈

• 与核心资源的支持部门访谈

• 收集所需的证明资料，进行核实

• 获得各类PMO现在和项目管理文档

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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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及交付物：

评估交付物—公司项目管理环境评估报告：

该报告应由拟任PMO经理递交发起人和公司管理层审批。

报告核心内容包含：

 综述

 背景

 评估和路径方法

 调查结果：是否具备建立PMO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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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PMO Proposal

制作PMO建议书

Section 1.2

刘同博士



13

制作《建议书》

拟任PMO经理/总监或外请的咨询顾问制作《建议书》，

供PMO建设的发起人和公司管理层审核。

应包含：

• 建立PMO的背景

• 建议的PMO职能

• 建议的PMO结构

• 建议的建设方法和优先级

• 建议的建设路径和计划

• 公司变革管理准备

内容样例：以吉利汽车集团为例

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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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建设的方法和
优先级

• 方法：

可参照PMI-《实施组织级
项目管理-实践指南》
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2014

• 优先级：

-公司项目治理：PMO 

的职能、架构

-项目管理方法论

-项目经理能力建设
P5，PMI-《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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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月
PMO指南；

阶段评估
第五个月
确定方法论；
PM能力评定

第四个月
测试方法论；

推进PM能力建设

第一个月
评估环境

制作PMO建议书

第二个月
制定颁布

PMO架构与职能；
招募PMO人员

第三个月

制作项目管理方法论；
培养项目经理能力

后续12个月
PMO推广；

方法论推进及应用

PMO建设路径和计划

路径
是刘同博士根据多年的丰富经验总结出来，并经过验证的PMO建设的方法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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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拟任PMO经理/总监应根据路径，制定详细的计划，包含：

• 每月详细进度计划

• 每月核心交付物、验收标准、成本、风险

• 每周PMO团队会议沟通、变更管理流程等

WBS
 如有必要，拟任PMO经理/总监可制订PMO建设的WBS：

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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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建设的WBS 模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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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PMO Structure and Staff
建立PMO组织架构及

人员配备

Section 2.1

刘同博士



PMO 组织架构图

PMO
经理/总监

项目组合管
理人员

项目审计
人员

项目
行政人员 项目教练

项目方法
与工具人员

模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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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 人员配备

集团公司的PMO以5-7人为佳。

• PMO经理/总监：

管理PMO 日常运营和监控全部项目组合和项目，需拥有PMP认证
，且擅长人际协调，及与各部门沟通。

 PMO项目教练 ： 2 -3人

• 为各项目经理提供项目管理最佳实践的专业咨询和发展支持，
及按PMBOK®标准，达到改进和提升项目管理能力的目标。

• 利用项目管理和方法技能，帮助各部门建立项目管理能力。

• 配合项目经理和团队，实现项目快速启动。

• 指导、配合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提供项目管理流程的教练工
作。

刘同博士



Develop PMO Functions
设置PMO职能

Sectio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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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办公室
PMO

卓越中心职能
Methodology

交付职能
Delivery

项目组合
管理职能
Portfolio 

措施1：建立实施项目管理办法，标准、模
版和流程；

措施2：实施项目治理，开展项目经理教练；

措施1：安排项目优先级；
措施2：进行项目组合管理，
协作推进项目分类；
措施3：合理分配资源，高效
运作多个项目 措施1：培养与任免项目管理人员；

措施2：参与项目管理，建立与收尾
项目，给予项目支持；

PMO 职能

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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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 Regulations  Development
授权PMO制度建设

Section 3.1

刘同博士



 授权PMO开展公司范围内制度建设

• 召开PMO建设的Kick-off大型会议

• PMO建设发起人和公司管理层，主持会议，正式宣布PMO的职
能

• 授权PMO经理/总监开展公司范围内PMO建设。

• PMO经理/总监向与会重要干系人和项目经理宣布PMO人员配
备和核心职责

• 取得重要干系人和项目经理的支持与认可

正式颁布PMO建设制度

• 公司管理层签署PMO架构、职能制度，正式发布

• 要求重要干系人和项目经理遵从

刘同博士



Section 3.2

Empower Change Management

授权PMO变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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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变革

• 像PMO这样的行动，如果不是从变革管理角度来进行，是无法
成功的。

• 实施PMO过程中，“组织机构变革到位”是成功实施和效益最
大化的关键

• 公司管理层明确各部门，组织机构必须准备好，能有效地采用
不同方法来“改变项目业务”。

• 整个组织机构开始实施和保持这样的变革需要大量的内部资源

• 非常重要的是，组织机构能够保持这样的变革动力，直至能够
转变到“照常运行”。

刘同博士



29

PMO变革管理措施：

•重要干系人的培训

•高效信息控制与管理

•正确的工作/人员配置

•贯彻整个组织机构的沟通 – 投入必要的时间和资源，建设和保持
有效沟通管道。

•颁布PMO建设的奖惩制度：
 激励拉动:项目经理能力评级制度

 推动:项目管理方法论的遵从奖惩制度

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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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4.1

Develop 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Methodology

建立组织级项目管理方法论

刘同博士



32

建立项目管理方法论的方法与工具：

输入：

•前期调研收集到的你们公司项
目生命周期、流程、模板、公
司政策等

工具：

•PMBOK

•项目管理最佳实践方法等

（Harold Kerzner)

输出：

•你们公司项目管理方法论

具体步骤：

•可参照PMI-《实施组织级项目
管理-实践指南》

P65， 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2014

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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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项目管理生命周期

PMO首先要建立组织级的项目管理生命周期

•公司级的项目生命周期要具有高度，涵盖公司各类项目

•要符合公司的行业特性

•要跟公司现有的项目生命周期结合，便于认同和后续推广

•要能对项目产生实际指导价值

•示例：AT&T

P145, 哈罗德.科滋纳 《项目管理最佳实践方法》，2011（第2版）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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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项目管理流程与模板：

建立项目管理流程

•明确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之间如何操作

•明确公司各项目治理委员会、PMO、各子公司、业务部门、项目
经理在流程中的权限

•可基于PMBOK相应内容，并结合公司原有的实际

制定、试用和优化项目管理模板

• 基于PMBOK最佳实践相应内容，制定模板

• 模板主要由项目经理使用，简洁明了，不要过多增加PM工作量

• 要基于公司PM原先的习惯做法

• 制定模板是个耗时耗力的公司，可边制定，边优化试行。

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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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示例：

项目编号

Project 

Title

项目名称

Date of Last 

Update

上次更新日期

Stakeholder 

Name, Title, 

Email & Phone 

Nos.           

干系人姓名、职
务、电子邮箱和
电话号码

How impacted by 

the project?

项目对他们有何
影响

Expecta

tions

期望

Concerns

担忧
Comments & Actions for 

Stakeholder Management

评论与干系人管理措施

Project Stakeholder Register项目干系人登记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同博士



Section 4.2

Develop Project Manager Manual

建立项目经理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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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操作指南：

•在组织级项目管理方法论试行并确定后，PMO应建立项目经理操作指南，明
确指导项目经理正确使用方法论。

•制定完成后，应正式发布，并由PMO项目教练培训项目经理们掌握指南。

指南应包含：

•项目经理的角色

•项目经理的职责

•公司级项目管理体系方法论

•项目管理模板及流程操作指南

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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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能力建设的目标：

•项目经理必须掌握公司级项目管理方法论

•项目经理的能力以实现项目价值为目标

•能力建设应结合公司的业务目标

P39， 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2014刘同博士



项目经理评分表 项目经理姓名：

分数 项目管理经验 绩效评估/记录 公 司 内 部 系 统

培训考试成绩

PMI专业

认证

1分

2分

3分

4分

5分

项目经理能力评级模板

刘同博士



匹配项目与项目经理

• 不同级别的项目经理应分配重要性不同的项目

• PMO从公司的层面实现项目组合价值最大化

• 同时，可以促进项目经理的成就感和忠诚度

刘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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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PMO推广及操作指南

• 可在PMO建设后期，公司级项目管理方法论确定后，建立PMO
推广及操作指南

• 由PMO人员使用，告知并培训包含项目经理在内的重要干系人

• 要求重要干系人遵从

刘同博士



PMO阶段性效果评估

• PMO建立完成后，PMO经理/总监或外部咨询顾问组织审查建
设情况

• 向PMO建设的发起人和公司管理报告，请他们验收

评估验收应包含：
• PMO职能

• 人员履职

• 组织级方法论建设及推广

• 项目经理能力建设

• 经验教训总结

• 费用开支等

刘同博士



PMO后续推广与持续变革管理

• PMO评估验收完成后，PMO经理/总监组织持续后续推广

• PMO建设是一场大的变革管理，PMO应持续有力的推进变革
管理

• 确保新的组织结构、流程、工作习惯落实到位，产生实效。

后续推广与持续变革管理应包含：

• PMO自身的职能与人员优化

• 组织级项目管理方法论的推进及优化

• 项目经理能力建设的提升

• 项目治理及管理文化的形成与提升

刘同博士



祝您成功！
欢迎后续联系

手机：13816555738

新浪微博：

@刘同博士项目管理倡导者

Email:

jamesliupm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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