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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arket economy and public-private financing
mod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management was not only the internal core
problem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the key point to be solved urgently in the link of enterpris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improvement. For oil and gas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e
rich project management experience could be used to improve their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bility. Although projec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are two different management
catego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fields, they still have intern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roject management knowledge, this paper builds the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summarizes the project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deduces the
essential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for enhancing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boosting the ability of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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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顺应市场经济及公私联营融资模式发展，提高油气管道企业运营管理水平不仅是企业内部核心问题，
也是企业开拓市场、提升竞争力环节中亟待解决的关键所在。对于油气施工企业，可利用项目管理经验
丰富的优势提高企业运营管理能力。项目管理与运营管理虽属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管理范畴，二者却
也存在内部联系。通过项目管理理论基础构建企业运营管理体系框架，归纳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提炼
出适合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运营管理要点。

关键词
项目管理，运营管理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Yangtze University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现如今随着新融资模式不断发展，
与政府合作的项目越来越多地采用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BOT (build-operate-transfer)等投资运营模式[1]。对于油气施工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投融资环境，
积极学习与接纳新融资模式势在必行，不仅利于企业发展，也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如何在特许经营期
内提升企业运行利润也成为大环境下的焦点问题。油气施工企业常专注于施工技术水平及项目管理水平
的不断提升，而企业运营管理经验及技术往往是其薄弱环节。以往人们将项目管理与运营管理割裂分析，
认为二者是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管理范畴，其实也可将二者融会贯通，以彼之长补己之短，利用项目
管理优势，归纳多年积累的项目实操经验，提炼演绎出该企业的运营管理框架。

2. 以油气项目管理角度审视企业运营管理
项目与运营纵然有相异之处，但也存在内部联系。首先，在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组织日渐以项目
为导向，组织与多项目间(项目组合)的共同目标均服从于企业发展战略；此外，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来源于
企业运营管理的多方面经验总结，如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质量管理体系即为
PMP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的发展奠定基础。企业运营管理就是如何高效地组织资源、合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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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源，统一企业发展战略目标，为项目组合管理提供支持与服务[2]。因此，经过知识体系的沉淀和提
炼后，PMP 理论体系必返璞于企业运营管理。

3. 采用适合发展的组织结构
搭建底层基础构架，应考虑其稳健性、高效性和信息传递的快捷性，相比职能型(function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矩阵型(matrix organization structure)和项目型(projectized organization structure)组织结构，强矩
阵(strong matrix)最利于企业发展。矩阵型组织结构可平衡职能经理和项目经理对资源的掌控力度。从企
业发展角度讲，项目经理与机关职能部门经理必须及时沟通、相互协调与密切配合，同时考虑到职能部
门应为项目提供后方支持和服务的原则，选取强矩阵组织结构以真正实现项目经理负责制。非项目人员
在职能部门中，利于知识共享和专业知识积累；当其服务于项目时，可以暂时隶属于项目，从而提高员
工对项目的忠诚度，对项目情况具有更详尽的了解，有效发挥其自身优势[3]。

4. 强矩阵组织结构模式的实现
赋予项目经理可外雇资源的权利、奖惩优秀员工的权利和评价职能部门的权利。可定期组织项目经
理和机关职能部门经理进行考评，将评分结果与绩效对接。具体考评可采用 BSC (balanced score card)平
衡积分卡方法，从单个项目角度审视机关职能部门，把职能部门作为提供服务的基础单元，依据企业战
略目标，分解考评方向，如可分解为：财务维度的经济指标；客户(项目)满意度指标；内部流程或管理指
标；学习与专业知识的成长指标[4]。实现强矩阵模式，可加大项目经理对职能部门的打分权重后逐项评
分。

5. 企业运营生命周期的选取
对于新兴企业或原企业的新兴项目或工作领域，可选取顺序型生命周期(sequential relationship)即启动、
组织和准备、执行、收尾。同时，融合迭代增量型生命周期(iterative & incremental life cycle)，对于新项
目，在尽力完善规划过程的基础上，构建出 high-level vision 框架，以渐进明细。企业管理计划应是渐进
明细、与时俱进的指导方针，应秉承“用于实处，利于实战”的原则。

6. 管理过程的优化
调整衡量项目成败和职能部门业绩的标准，以职能部门为项目提供后方保障为方针，兼以产品导向
过程与管理过程相结合，项目成败不仅取决于产品质量的好坏，也取决于管理过程的良莠。企业应在适
当时机进行运营和项目管理流程的过程改进工作(process improvement) [5]。
1) 识别主价值链，包括供、产、销及物流等；识别辅助价值链，企业内的职能部门等。
2) 增强主价值链上的投入，识别企业内的非增值活动并加以控制。
3) 以排除(eliminate)、合并(combine)、调整顺序(rearrange)和简化(simplify)，即 ECRS 法优化改进企
业运营管理过程。
坚持精简高效的内部流程，摒弃繁冗拖沓的非增值程序，保证企业“先锋部队”轻装上阵。

7. 把握企业发展方向，保证企业经济效益
7.1. 重视商业论证和可研报告
商业论证(business case)和可研报告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可帮助决策如何利用企业有限的资金实
现最大化的利益，从商业角度和发展战略考虑来谨慎选择项目；可利用数学模型计算回收期、投资回报
率及净现值；也可结合 SWOT 分析法分析内部能力和外部环境，每个项目的选择都要高度结合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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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7.2. 重视合同类型，严格范围控制
签订合同的类型不同，项目规划和执行阶段的侧重点也有相应变化。如 FP (fixed-price contract)合同，
作为承包商，应重视明晰工作范围，严格把控范围，杜绝“镀金(gold-plating)”和“范围蔓延(scope creep)”。
同时，依照 PMP 项目管理的思想，构建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企业级 WBS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以
企业战略目标为第一层，各职能部门和项目为底层的工作包。

7.3. 采取激励奖惩制度
采用适当的激励政策，激发员工斗志。在萧条的市场大环境下，员工斗志日渐低迷，激发斗志的最
佳方法就是奖励制度。根据马斯洛模型，首先识别员工的需求类型，判断其需求归属于生理需求、安全
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中的哪类，按其需求给予激励[6]。
同时，重视公平公正的管理原则，不公的处事方式会大大削弱员工的责任心、工作热情，使其丧失
集体内部“家的归属感”。

8. 结语
综上所述，项目管理和运营管理知识可在实践中融会贯通，对于具有丰富项目施工与管理经验的油
气施工企业，更可以利用项目管理的理论体系加强企业运营管理，搭建稳定有效的运营管理体系框架，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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