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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某公司基建项目主要包括通信机楼、数据中心、生产调动大楼等功能建筑,是移动公司网络建
设的基础资源,与公司网络战略规划密切相关,是一个多专业和长周期的建设活动。建设方工程管理人员
对建设项目末端的使用需求熟悉,但对前端的基础建设技术力量较薄弱,从规划、设计、建设实施阶段没
有管理体系、操作规程,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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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pany'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mainly include communication machine building, data center,
production mobilization building and other functional buildings, which are the basic resources of mobile
company's network construction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mpany's network strategic planning, and a
multi-disciplinary and long-term construction activity. The project management personnel of the
construction party are familiar with the use requirements at the end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but they are
weak in the technical force of the front-e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have no management system,
operation procedures and acceptance standards from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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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建设方的实际需求,我公司对
本项目管理制定了面向合同甲方经办管
理人员“工程咨询顾问管理模式”,向甲
方经办管理人员提供全过程工程管理技
术服务及基建新技术信息支撑服务。

1 “工程咨询顾问管理模式”
我公司面向建设方经办管理人员的
“工程咨询顾问管理模式”是以“基建
管理部门实施项目管理”搭配“工程咨
询顾问团队支撑”的全过程、全天候的
综合性顾问服务形式,由一支涉及建筑
体系各领域的专业人员(含规划、报建、
设计、监理、施工、投资、招标代理等)
组成的工作咨询顾问管理团队,直接参
与建设方基建管理流程、直接面向建设
方基建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支撑。
项目实施架构图如下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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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目实施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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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实施流程
2.1项目服务对象：建设方基建管理
部门,全面面向该部门基建管理室、基建
工程建设室和基建项目支撑室等3个室
全体基建管理人员。
2.2项目实施方式：直接面向建设方
基建管理人员；本项目管理程序纳入建
设方基建管理体系当中,即直接参与建
设方基建管理流程。
图3

2.3项目通过管理支撑、技术支撑和

项目团队内部架构图

综合信息支撑,向合同甲方提供咨询管
理支撑服务。

图 4 公司项目管控组织架构图
2.4项目采用派单工作制度。由建设
信息组。
方基建管理人员按照需要,通过每月底

项目团队内部架构如图3所示：

定期编制、发送派单工作计划以及临时

3.2公司后台支撑。项目部作为驻场

派单方式,填写《派单工作记录表》,发

组织,直接向甲方各位基建主管提供管

至项目驻场团队负责人并抄送甲方各室

理技术支撑,同时,我公司工程咨询部作

室经理,由项目驻场团队负责人根据专

为项目部各组的后台支撑核心,为项目

业需求合理安排时间和人员开展咨询管

部直接提供必要的支撑。这样的支撑关

理工作。同时,该工作单也作为衡量、考

系,给甲方提供了一个以公司整体资源

核本项目服务质量的标准之一。

为支撑后台的技术咨询团队。

项目实施流程图如图2所示：

图2

项目实施流程图

在上述驻场项目团队基础上,根据

3 项目管理团队构成

工程进展及甲方需求,为保障项目群全

3.1项目驻场力量。本项目常驻甲方

过程管理的重点环节,除我公司外,还可

现场人员为12人,专业涵盖结构、强电、

以邀请外部专家对工程的设计、最高限

弱电、暖通、造价、招标、合同管理等；

价编审等环节加以反复把控。加大对项

具有高级职称的5人,中级职称5人,执业

目管理力度,以保证招标范围内项目从

资格涵盖注册一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

设计、招标、竣工结算直至保修期满的

项目管理师、咨询工程师、造价工程师

工程投资控制、工程进度、工程质量、

和招标师。驻场人员按专业及工作内容,

施工安全、合同管理等各阶段、各方面

划分为招标文件审核组、设计文件审核

的目标均得以顺利实现。

组、造价文件审核组、BIM工作组及综合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同时公司作为项目团队的后台支撑,
55

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以工程咨询部为核心,总工室、人力资源

专业管理领域上的重点难点等,以月度定

用到项目管理当中。目前此项工作正在试

部、网络开发部、市场发展部参与协助

期制定派单计划以及临时派单方式,灵活

点,主要集中在数据机房项目中应用。

的方式,分别从造价、技术、人员调派、

地按照需求派出工作单。另一方面,我司

网络信息、招标、合同等方面给予项目

团队涵盖建筑全专业人员,可以集中专业

团队支撑。公司对项目团队的管控体制

力量,统一配置资源,有重点、有针对性地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项目人员的选取。

支撑合同甲方基建管理人员。②管理契合

虽然合同甲方对项目组人员要求很高,

度高。合同甲方基建管理部门专业配置不

管理
领域

实施措施
收集国内外建筑行业资讯动
态,特别是通信行业的新建筑

新技
术管
理

（通信机楼、IDC 机楼等）所
应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趋
势等资料。

管理成果

每月定期编印《基
建新资讯》月刊

协助开展全省基建项目新技
术的设计、管理应用工作

但为保障公司咨询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全,建设经验不大丰富,在项目建设各个

在人员配置上优先从公司内部选调,人

阶段中,对于合法合规、安全、质量、投

员不足时通过人力资源部从市场招聘的

资等方面的审核把控具有管理支撑需求。

协助开展全省基建项目新技
术应用效果的后评估工作

项目后评估报告

方式选取。②项目成本。项目成本构成

我司配备的咨询顾问管理团队力量,正好

协助开展基建管理部门工程

建立及完善工程档

档案资料的管理工作

案库

和分析方法,与顾问工作内容相适应,设

契合合同甲方在技术管理的短板。在甲方

定成本费用要素,设置相应的午餐补贴、

基建管理体系流程中,取我之专长补甲方

协助开展全省基建项目数据
资料统计、分析工作

建立及完善造价信
息库、风险案例库

季度的考核奖励等。③项目反馈。公司

基建人员专业技术之短,体现了双方在基

内部对于支撑服务项目,更加重视建设

建管理上的高契合度。③执行力强。传统

方的感受和满意度。规定每个合同年度

项目管理中,因参建单位较多,项目管理

对甲方进行探访、至少每季度听取项目组

工作的执行力度往往受到复杂的管理关

设方基建项目类型多,范围广,数量众多,

工作情况报告等。④项目保密。严格遵守

系所影响。我司管理关系清晰单一,不参

管理界面十分复杂,同时工期紧、技术工

与建设方签订的保密协议,对项目组的工

与、不负责具体基建项目的建设管理工

艺先进。全过程联席办公的的项目管理

作成果,除经征得建设方同意的之外,不

作,而是直接向合同甲方基建管理部门

模式,有利于统筹管理资源、集中专业力

要求向公司传递,并严格控制涉及甲方项

(项目建设主管单位)负责,通过合同甲

量、强化信息管理。并通过联合进行全

目信息。每个进入项目组的成员,除公司

方基建管理人员将管理成果落实到基建

省项目群巡检、项目群内部经验交流、

与建设方签订的保密协议外,都要与建设

项目中去。④项目效益显著。相比起传

组织培训等方式,协助甲方运行省域大

方签订个人署名的的保密协议。

统项目管理中对具体项目逐一采购管理

项目群管理。

公司项目管控组织架构如图4所示：

服务,我司以项目群的管理方式,对各项

协助开展全省基建项目新技
术应用课题的研究工作

信息
管理

协助开展全省基建产品信息
支撑平台（IPSP）的管理工作

课题研究报告

建立及管理维护全
省基建产品信息支
撑平台的运行

4.3尤其适合实施大项目群管理。建

5 结束语

4 全过程项目管理联席办公模
式的亮点

目进行全生命周期咨询管理,既集中了

这种“服务对象不是基建项目,而

专业咨询管理力量,又兼顾了全省21个

是管理人员”的咨询管理支撑服务的成

通过面向经办管理人员的工程咨询

地市分公司局房基建项目的建设管理,

功运作,对于政企基建管理部门,尤其是

顾问管理模式,本项目提供的工程咨询

实现了合同甲方以较低的成本投入,获

基建项目复杂繁多的对象而言,具有鲜

顾问管理服务,不但为合同建设方圆满

得整体全面的管理效益。

明的指导和推广意义。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各方日趋

完成各年度各项基建建设管理任务提供

4.2管理内容与时俱进、部分领先。

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同时通过管理体系、

4.2.1管理内容与甲方基建发展需

重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效益。我管理

制度、标准、操作规程的建立,合同甲方

求同步。根据建设方建设需求的变更,

支撑团队实践了产品管理理念,验证了项

基建管理水平得到整体提升。联席办公

我司对项目的管理范围从单一的通信机

目群管理和闭环管理的应用效果,把领先

管理特点如下：

楼,相应扩展到“五大基建产品”,服务

的产品管理理念贯彻到多项先进的管理

4.1管理对象是基建管理人员,而非

范围涵括通信机楼、数据中心、客服用

模式。因此,其做法易于为相关委托方所

基建项目。有别于传统的以基建项目为

房、生产调度用房、仓储用房及其改造

接纳,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管理对象进行的管理,本项目的管理对

等项目。

象是基建管理人员。通过采用派单工作

4.2.2引入新技术管理和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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