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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国际EPC总承包项目外部协调工作的特征,结合南亚孟加拉国某大型污水处理
厂EPC总承包项目管理实践,从关键利益相关方的管理、人际沟通策略、团队的深度参与、谈判策略、
公共关系的风险管理等方面论述外部协调管理的策略,使得各方能够协调一致、齐心协力的合作或工作,
从而积极影响项目的建设经营成果和推进项目履约进展。
[关键词] 国际EPC总承包项目；外部协调管理；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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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分包单位、公司各职能部门、

南亚孟加拉国某大型污水处理厂为

监管单位以及当地政府部门等各类单位,

杂,沟通内容涉及各领域、各专业问题等,

诉求差异性大。

沟通工作量大。

EPC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孟加拉项

沟通对象繁杂、且彼此关系错综复

目”),设计污水处理规模为50万吨/天,

2.2文化差异性大

2.4风险因素多

系目前南亚地区在建的最大的污水处理

沟通协调的对象来自不同国别,业

各相关方可能相互交织在一起,互

厂项目。项目资金来源为中国政府提供

主咨询等包括有孟加拉人、韩国人、印

相影响,在公共关系的维护过程中,必须

的全额贷款,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实施。

度人等,文化差异大。由此产生的跨文化

谨慎调和,尽力避开彼此禁忌的“雷区”,

该项目为孟加拉国重点民生项目,也是

沟通,往往会因为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差

稍有不慎会可能会相互得罪、或难以顾

“印中孟缅”和“一带一路”经济走廊

异、语言与非语言差异、风俗习惯、道

[3]
及各方利益而产生不良后果 。

的重点项目。本文将结合孟加拉项目实

德规范、宗教信仰的差异、三观的差异

3 外部协调沟通管理策略

[2]

际履约过程,对国际EPC总承包项目外部

等带来沟通不畅甚至误解等问题 ,进

3.1核心相关利益方的管理

协调管理进行探讨。

而影响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3.1.1核心相关利益方的识别

1 外部协调管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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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沟通工作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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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关键。针对国际大型复杂EPC/交
钥匙项目的顺利履约,涉及专业较多、设
备较多,环境复杂,国外咨询工程师的严

会议种类
例会/报告

格审查,因此,关键利益相关方的提前策
划和正确识别,并提早采取措施是确保

协调会/报告

确保项目顺利履约的关键所在。结合孟
加拉项目,从对项目的
“影响程度”和“支
持程度”两个维度、正面和负面两个方
面对利益相关方进行分析识别,合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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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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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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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成员
项目团队成员和相关方

沟通

21类,根据排序,其中,核心利益相关方
如上表所示：

构建良好的沟通渠道,建立和谐的

3.1.2核心相关利益方的求同存异

沟通环境和良好的沟通机制是推进项目

针对分析识别的核心相关利益方,

顺利履约的重中之重,也是营造良好履

采取求同存异的协调策略。一方面明确

约环境的关键所在。

也确保了项目履约的高效性和解决问
题的及时性。
3.3团队的深度参与
项目各参与方的团队成员,分不同

各方的相同点,即打造样板工程,获得高

(1)针对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别文

层级,都是一个共同的团队,组建了一个

质量的项目交付成果,满足污水处理厂

化差别,重点注重沟通的有效性,强调主

配置齐备、功能运转正常的团队,深度参

功能和排放要求。另一方面详细分析罗

动沟通,专事专人沟通。

与到项目建设中。孟加拉项目参与方众

列每一个核心相关利益方的差异点,针

(2)建立良好的例会和报告制度,

多,利益不同,出发点不尽相同,就涉及

对差异点可能带来的冲突,主要通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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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内容、角色、职责不同。因此,

下两个层面来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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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又是单体日处理能力50万吨的大型污

现一致化,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

司评审、业主和咨询工程师评审及验收。

水处理厂,工期紧,任务重。在设计审批

和主动性。

针对项目履约过程中,涉及与业主及咨

过程,通过采取全天候对接、沟通,要求

(2)措施层面。①鼓励并支持团队中

询工程师之间重大方案或其它事项,需

咨询工程师、总承包方的设计工程师全

的核心骨干,通过参与项目执行,熟悉项

要分级专事专人沟通,建立了系统的沟

部驻扎现场办公,相当于联合办公,第一

目工作,培养水务领域内的行家和专家；

通策略。

时间针对双方的意见进行沟通,达成一

②定期总结团队成员的工作情况,并提

(4)多种措施并举。①建立有效的

致,再开展下一步工作。这种良性循环在

交公司总部,对优秀的参与团队人员进

信息沟通平台和反馈机制：借助办公自

感受到效果明显的同时,通过深度沟通,

行表扬；③通过月会、周会、交流会等

动化系统达到即时通信的目的,确保信

也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提升了大家参

多种形式方式,结合网络等多种渠道,在

息传递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采用培训、

与项目的责任感和参与度,消除了很多

社会上进行推广；④通过不断的培训、

宣贯加现场指导方式：②采用事前培

项目之间双方之间的壕沟。在相互学习

学习,实现共同成长；⑤结合公司的考核

训、执行沟通、发布宣贯及现场指导的

的过程中,大家也很积极的愿意投入到

体系制度,制定项目团队的薪酬考核体

方式,确保PDCA的有效循环,达到持续

项目中,愿意待在现场开展设计工作,相

系,严格执行,并将其在团队中公开,调

改进的目的。③采用现场联合办公方

互尊重、共同成长,很好的实现了个人价

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⑥对每阶段的工

式：该项目业主、咨询工程师共同在现

值。②及时、尽量、灵活消除负面参与

作成果,及时汇报,并与各分包方进行广

场联合办公,掌握项目第一手实际情况,

方。在如此大型复杂的国际项目执行过

泛沟通。

推进方案的审批、施工现场问题的解决,

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有些人员或参

确保有效沟通、项目有效实施的措施,

与方目的不单纯,私心过重,参与不积

3.2人际沟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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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这个时候一旦发现苗头,就要想办

工作展开正式谈判前,制定详细的策划

键利益相关方的管理、 人际沟通策

法消 除 ,但 同 时 要 考 虑 方 式 的 灵 活 处

方案,明确沟通能力和谈判工作的重要

略、团队的深度参与、谈判策略、公

理。③加强与各方的沟通和交流。包括

性,尤其项目管理过程中,沟通是占据主

共关系的风险管理等方面论述外部协

各个参与方,要通过多种方式,不定期

导地位的。方案中包括谈判策略、负责

调管理的策略,使得各方能够协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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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负责人、阶段性和层级性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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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立场上,及时的将项目的进展状

思想,明确战略。

影响项目的建设经营成果和推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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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控谈判的节奏、氛围和技巧。

履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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