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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中如何培养项目管理人才？

在项目型企业中，或以项目为主要工作形态呈现的企业中，项目管理人才已经成为企业最核

心的人才队伍，项目经理人才队伍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项目的运营水平和项目最终的盈利

水平。那么，企业应该如何培养项目管理人才呢？

很多企业通过培训来培养项目管理人才，但更多企业发现，简单培训并不能有效提升项目管

理者的能力水平。企业在培养项目管理人才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以下问题：

 现有的项目经理队伍水平到底如何？有哪些方面是急需重点改进的？

 如何制定针对性地培养计划？

 培训该怎么做？要分几步实施？

 培训效果如何评估？光看培训满意度就够了吗？有没有更为量化的评估手段？

 光培训就够了吗？培训后如何实现真正落地实施？

针对企业培养项目管理人才时会遇到的以上这些实际问题，砺志“项目管理生根

计划”人才培养方案通过三段式服务，帮助企业培训经理和项目经理的领导分忧解难。

三段式服务如下：

 项目经理团队整体能力测评(参见第 4页）

 系统、阶段式的定制培训（参见第 6页）

 落地实施措施（参见第 13页）

通过测评，企业可以掌握现有项目团队的整体项目管理水平，了解当前团队普遍

存在的典型问题和需改进的重点，从而针对性地制定培养发展方案；

企业根据行业和自身情况定制培养发展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培训，逐步

提高完善项目团队的硬技能和软技能。

培训后，根据砺志咨询为企业度身定制的《落地实施方案》，将培训内容和企业项

目实践进行结合，逐步将所学知识和方法固化为项目工作中的项目管理实操技能和经

验。

砺志“项目管理生根计划”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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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砺志咨询“项目管理生根计划”人才培养流程

三、“项目管理生根计划”— 企业项目团队项目管理水平量化测评

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培养规划，首先应该对当前项目团队的整体水平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

了解项目团队当前的优势和劣势，从而为后期制定培养规划提供客观、量化依据。

砺志“项目管理生根计划”——企业项目经理能力培养和落地发展方案的第一步：
通过砺志咨询项目管理人才测评系统（PMQ）之企业项目经理培养提高版评估企业项目团

队项目管理水平。

注：和一般的课前问卷不同，砺志咨询项目管理人才测评（PMQ）之企业项目经理培养提高版基于
项目经理岗位胜任模型 PMCD，是专为企业的项目经理培养与提高而开发的测评系统，从项目管理知识、

绩效表现、意识素质、软技能四个维度全方位检测项目经理的胜任力水平。

项目团队整体项目管理水平评估
输出物

《企业项目团

队项目管理能

力评测报告》

根据评测报告，为企业定制培训方案

根据培养规划，逐步落实培训

培训效果评估

帮助企业制定落地实施方案

砺志指导企业进行落地

输出物 《企业项目

团队系列培

养方案》

输出物 《培训效果

评估报告》

输出物 《企业项目管理能

力落地实施方案》

输出物 《企业项目管理模板、

应用指导意见》、落地

措施、应用效果

输出物
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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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砺志咨询的 PMQ测评—企业项目经理培养提高版，企业能够：

 对每个项目管理者的项目管理水平有一个量化的评价，发掘其长项和短板。

 使企业的整个项目团队和同行业进行横向比较，发掘整个团队的优劣势。

题目数量：118 （题目分布见下图）

输出报告：个人项目管理胜任力分析及建议报告

企业项目管理人员胜任力汇总分析及建议报告

预计测评用时：100 分钟

PMQ测评—企业项目经理培养提高版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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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管理生根计划”— 企业项目团队系列培养方案

根据 PMQ测评企业及个人测评报告中的数据分析和对比总结，砺志咨询会根据每一个客
户的行业、特点和要求，定制有针对性的项目经理培养发展方案。以下为三种常规方案套餐
介绍：

企业报告目录 个人报告目录

方案一

备注：

详细报告内容参见《个人项目管理胜任力分析及建议报告》和《企业项目管理人员胜任力汇总分析及建议报告》

样本

项目管理总体框架、

启动及项目计划

项目风险、质量管理

及过程监控

项目管理软技能：团

队、沟通、协调

项目管理疑难与经

验探讨

一期培训

二期培训

三期培训

四期培训

PMQ测评—企业项目经理培养提高版之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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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适合的企业：

 项目团队未接受过系统、全面的基础项目管理培训，缺乏项目管理意识和系统思路

 项目团队在计划、进度、风险、质量、成本、监控上缺乏有效的训练和指导

 项目团队在和项目干系人进行沟通协调过程中，缺乏应对的策略和技巧，如在团队领

导，成员管理，跨部门沟通、恰当应对客户需求方面有难度

 项目团队需要在一个个常见项目实景中切身感悟、磨练提升个人的软技能，提高应对

意识，丰富应对经验

适合的企业：

 项目团队接受过基础的项目管理培训，有一定的项目管理意识和思路，具备初步的项

目计划能力

 项目团队在质量、成本、监控上还缺乏有效的训练和指导

 项目团队在和项目干系人进行沟通协调过程中，缺乏应对的策略和技巧，如在团队领

导，成员管理，跨部门沟通、恰当应对客户需求方面有难度

 项目团队需要在一个个常见项目实景中切身感悟、磨练提升个人的软技能，提高应对

意识，丰富应对经验

方案二

项目风险、质量管理

及过程监控

项目管理软技能：团

队、沟通、协调

项目管理疑难与经

验探讨

一期培训

二期培训

三期培训

方案三

项目管理软技能：团

队、沟通、协调

项目管理疑难与经

验探讨

一期培训

二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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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管理生根计划”— 企业项目团队培养方案之课

程提要

适合的企业：

 项目团队接受过系统的项目管理实战培训，有较强的项目管理意识和较为清晰的管理

思路，在项目的计划、质量、成本、监控上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应对经验和方法

 但是，项目团队在软技能方面，在和项目干系人进行沟通协调过程中，缺乏应对的策

略和技巧，如：怎样保证士气和积极性、怎样进行激励、表扬与有技巧的批评; 怎

样协调客户关系、寻求支持、化解冲突。

 项目团队需要在一个个常见项目实景中切身感悟、磨练提升个人的软技能，提高应对

意识，丰富应对经验

课程一 项目管理总体框架、启动及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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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二 项目风险、质量管理及过程监控

课程三 项目管理软技能情景演练课程：团队、沟通、协调

课程收益

- 提高沟通的主动性，使项目管理者有

更加积极的心态，减少因沟通不畅而

导致的冲突和风险

- 提升项目经理的团队领导力和影响

力：营造氛围，提升士气，激励成员，

化解冲突提升跨部门协作意识，跨部

门合作更顺畅

- 减少项目内耗和项目冲突，使项目整

体运作效率得到提升

— 激励团队成员

课程特点

- 4大软技能主题，5大项目情景，常

见项目沟通难题逐个击破学员深入

情景案例进行一对一演练或小组内

演练，全心投入，感受深刻，课堂学

习效果达到75%

- 人人动脑动嘴讨论解决方案、经验、

技巧，讲师总结并提供优秀范例和建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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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四 项目管理疑难与经验探讨

A目的

- 针对企业中项目管理人员的疑难问题进行研讨分析，分享经验，以提高项目管理人员的实战能

力。

B 内容

- 1. 一位项目经理介绍背景、发生的难题；主持人确定讨论主题，组织讨论；

- 2. 讨论分析；

- 3. 资深人员分享事先总结的经验；

- 4. 讲师介绍优秀标杆做法，提供指导意见。

C 参与人员

- 一般项目管理人员、资深项目经理、讲师。

D 收获

- 通过实战疑难的解决思路、有效措施、经验的探讨、分享，提高学员的实际项目管理水平。

E 研讨主题举例

- 1. 如何应对客户变更？

- 2. 如何推动外部的同事积极配合？

- 3. 如何动态调整计划？

- 4. 如何带动团队加班工作？

- 5. 如何把风险转移给供应商？

- 6. 团队中新人太多怎么办？

- 7. 平常杂事太多，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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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项目管理生根计划”—量化培训效果评估报告

砺志咨询通过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量化反映培训前后的意识和行为的改进提高。

培训学员的直属领导参与评估，会大大提高学员实际应用培训所学知识的积极性：

 每个参训学员对自身的意识和行为表现进行培训前和培训后的对比评价

 每个学员的直属领导对该学员的意识和行为表现进行培训前和培训后的对比评价

七. “项目管理生根计划”—落地实施

培训不是目的，把项目管理真正应用到实际项目中才是终极目标。很多企业做过项目管理培

训之后，应用效果却不明显，这是为什么呢？

艾默生电机培训效果评估报告样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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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没有落地应用推动措施。仅达到知识介绍和传递的目的，并没有触动意识。培训

结束，员工的能力培养工作也就结束了，没有人指导学员应用，也没有人提供学员应用项目管理

方法所需的文档模板和辅助工具；应用情况和应用效果如何，更无法评估和考察，此时，培训就

成了一种装饰摆设。

砺志咨询会在培训中，从触动、启发企业中层领导的意识开始，在组织层面推动项目管理方

法的应用。培训后，砺志咨询会提供模板工具、改进建议、实战辅导、效果评估等切实有效的服

务，帮助企业完培训后的落地实施。

推动落地应用目标：

 促使项目负责人员找到自已在项目管理方面的差距，把学到的方法直接应

用到自己的实际项目中,切实提高项目管理能力。

 帮助各个部门编制出将来可以实用的若干项目管理模板。

 解决应用过程中发现的项目管理难题。

模板名称 数量

项目工作分解WBS及时间计划 5-8 份 （均与学员工作专业一致。包括

EXCEL 和 PROJECT两种格式）

项目资源/责任分配计划模板 2份

项目成本估算、成本计划 2份

项目总体计划模板 3份

项目周报模板 2份

项目月报 1份

项目风险检查表 3份

砺志—推动落地应用服务：

1. 提供常用的、实用的项目管理模板工具

2. 为项目经理直属领导提供推动项目管理在部门中普及应用的建议

3. 帮助、辅导企业或部门编制个性化应用模板

4. 培训中，指导学员在其当前项目中实战演练项目管理方法，并评估应用效

果，提出改进建议，推动学员行为改变。

5. 培训后，帮助学员持续改进，自我评估，推动应用，提升能力

1.常用、实用之项目管理模板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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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质量保证措施 2份

项目质量计划 1份，含质量问题分析及质量措施

项目风险计划/风险应对措施 2份

项目经理自我对照小手册 1份

项目管理软件工具使用手册 1份

项目经理成长经验集锦 1份

1. 企业级措施

1.1 WBS 模板建立

1.2 项目经验和数据总结

1.3 建立项目监控制度

1.4 项目绩效评估

1.5 核算项目人力资源成本

1.6 项目管理软件的推行使用

2. 对个人应用项目管理方法的推动措施

2.1 自我分析及改进

2.2 推行项目的WBS分解

2.3 按项目管理要求做好计划

2.4 建立项目报告、例会制度

2.5 树立优秀典型项目

2.6 激励，优秀项目管理奖

2.7 考核

砺志咨询会辅导参训企业各部门编制质量、风险管控等主要模板。

砺志咨询讲师在课中会指导学员在当前所做真实项目中练习使用项目管理方法，并在下一天

的课中对学员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估，提出改进建议，推动学员的行为改变。

课后，砺志咨询会给参训学员发放《培训应用改进计划表》，请参训学员每人进行自我分析、

再请学员的直接上级从更高角度进行分析、指导，得出学员当前的最明显差距所在及改进行动计

3. 帮助、辅导企业或部门编制个性化应用模板

2. 为项目经理直属领导提供应用改进建议

4. 培训中，指导学员在实际项目中演练提高

5. 培训后，帮助学员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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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两个月以后，学员和其上级可通过本表评估改进效果，同时也进行新一轮分析明确更高目标。

本表格的目的在于使参训人员在培训之后积极应用所学内容，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

另外，培训之后三月左右，企业可再次对参训人员进行项目管理胜任力 PMQ测评，从项目

管理知识、绩效表现、意识素质、软技能四个维度全方位检测项目经理的胜任力水平是否有切实

提升，从而有效制定下一阶段的提升计划。

《个人培训应用改进计划表》

一、参加培训后在项目管理方面的三个最大的感触或认识

1

2

3

二、第一阶段 差距分析及行动计划（培训后一周内完成）

差距分析

培训学员的自我分析

（对照项目管理的要求，分析自我平时的工作习惯中有哪三个

方面是最需要提高的。可参考附表内容）

差距分析

学员直接上级的分析

（根据下属平时工作的情况，对照项目管理的要

求，分析下属有哪三个方面是最需要提高的。可

以和学员的分析一致，也可能有不同的分析）

1 问题：

典型表现：

问题：

典型表现：

2 问题：

典型表现：

问题：

典型表现：

3 问题：

典型表现：

问题：

典型表现：

针对学员上级领导所分析的三个方面，学员拟定的有针对性的

具体提高措施

学员直接上级的建议措施

1

2

3

三、第二阶段 结果评估及后续提高（差距分析及行动计划制定二个月之内完成）

学员对第一阶段行动计划的效果评估、对当初所分析的需要改

进的三个方面的改进情况评估

学员直接上级的评估

1 改进程度：（巨大提高、明显提高、略有提高、无提高）

具体表现：

改进程度：（巨大提高、明显提高、略有提高、

无提高）

2 改进程度：（巨大提高、明显提高、略有提高、无提高）

具体表现：

改进程度：（巨大提高、明显提高、略有提高、

无提高）

3 改进程度：（巨大提高、明显提高、略有提高、无提高）

具体表现：

改进程度：（巨大提高、明显提高、略有提高、

无提高）

更高目标：学员自我拟定 更高目标：学员上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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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附录 1—砺志咨询简介

砺志咨询，自 2002 年开始，即作为美国项目管理学会的注册培训机构，专注于项目管理的培训和咨

询业务，致力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最具实用性和针对性的培训咨询服务。

从 02年成立至今，砺志咨询已为累计超过 400 家国际和国内大中型知名企业提供专业的项目管理培

训咨询服务，行业涉及：IT、制造、电信、金融、房地产、工程、化工、零售、媒体、物流等行业，培训

学员人数超过 3万名。

砺志咨询注重帮助企业推进项目管理在企业内部的普及及深层次应用，希望能最大程度地帮助企业通

过卓越的项目管理获得企业的商业成功。

基于这样一个理念，砺志咨询不断地丰富和完善项目管理培训课程和咨询服务，现在的主要服务内容

如下：

附录 2—砺志咨询典型客户

IT 通信：

腾讯、百度（11 期）、淘宝网、联想集团、中兴通讯（4期）、北电网络、TOM在线（3期）、神州数

码（3期）、用友集团、当当网、空中网、方正集团、天源迪科（4期）、宁波博威集团、深圳市康拓普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颐高数码、长城计算机、卓望数码、博科软件开发中心（3期）、亿阳信通（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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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名之赫、北京航管科技、中国银行软件中心、上海通方信息系统有限公司（3期） 、上海新思科技、

新电科技、北京中软融鑫、北京数字认证中心、今朝科技、合肥恒卓科技、世范软件、亚太安讯网络公司、

中联信息产业、天方达科技、凯通软件、昱辉通信、UT斯达康（4期）、国人通信、富春通信、上海天柏

集团、中数通信息、易讯天空……

研发制造：

索尼公司（5期）、法国施耐德电器（4期）、德国拜耳（中国）公司、爱默生、利盟打印机（5期）、比

亚迪（20 期）、东风汽车、美的集团（3期）、通用半导体(美国)、奥的斯电梯（4期）、TCL 集团、安

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6期）、中国集装箱集团、大连苏尔寿、吉缔纳士公司机械（2期）、瓦克化学、德

国里德曼生化技术、式玛卡龙涂料、约克空调、上海英飞凌、欧姆龙、台积电、首钢奥托曼机器人、大连

苏尔寿泵及压缩机（瑞士）、泰科电子、爱德华天利制药系统（意大利）、深圳天马微电子、美国德胜电

机、南京晨光集团、广华电子、正泰仪器、利得曼生化、发利达电子、深圳威胜科技、宁波博威集团、……

电信：

中国移动通信研究院、中国移动培训学院、北京移动(12期)、广东电信（37 期）、广州电信（4期）、上

海电信（2期）、重庆移动设计院（2期）、重庆网通、重庆电信、贵州电信、深圳移动(8 期)、深圳电信

（5期）、珠海移动、珠海电信、惠州电信（4期）、东莞移动（12 期）、揭阳移动、汕头移动、保定移

动、郴州移动(2期)、新乡移动、鹤壁移动、广通服……

房地产：

万科地产（6期，包括咨询）、上海金茂集团、天津泰达集团，深圳招商华侨城投资公司、中海地产、建

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2期）、富力地产、绿地集团、方兴地产、万国地产、华远房地产、广厦地

产、杭州通和地产、众城地产、华夏地产、启秀地产、仁恒地产、绿庭地产、广州合景泰富房地产公司、

东莞金盛房地产、成都兴南投资公司、葫芦岛房地产开发、得利斯地产……

工程建设：

北京京港地铁四号线（2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首都机场、美国 EDSA 设计公司、广东电信工程管理

中心、广东铁路集团、深圳科技园总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北京建龙矿业集团、克拉玛依油田、中石化洛

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棕榈园林（4期）、河北承德北辰电力公司、湖南镭目科

技集团、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3期）、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福斯特惠勒国际工程（上海）咨询、陕西

水电设计院……

金融：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安信证券、兴业证

券、平安证券、招商证券、广东发展银行、北京光大银行、天津贵金属交易所……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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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安居、周大福（7期）、广州中船集团、中外运、美国映佳传媒集团、AMT 咨询、广东铁路集团、北京

外研社、大连港、中国粮油集团、深圳建科院，温州税务局、凌云集团、声色传播、华孚色纺、林同棪（重

庆）工程咨询公司，东莞大业建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水晶石数字科技 、河北承德电力集团，上海宝山供

电局，北京宏远天竺仓储有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民润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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